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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赴日医疗居留签证的发放
已确定接收就诊或治疗的医院
出入日本国时能够联系本公司
已达到医疗居留签证发放标准

申请 医疗居留签证时，

需要提交 身元保证机构以及 医疗机构制作并发行的 文件
您是否符合医疗居留签证发放的标准？
有赴日治疗的想法
目前正在中国治疗或疗养中，考虑在日本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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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No 的顾客不符合医疗居留签证发放标准，请和家属再次商量后决定是否赴日治疗。

持有护照
为赴日（海外出行）已取得中国政府发放的护照。
※选择 No 的顾客请先办理护照，在出生地区的中国政府机关可办理。

能够严格遵守日本法律
来到日本后，行动与生活上都能够遵守日本的法律。
※选择 No 的顾客无法进入日本国，请选择其他国家。

具有关于治疗费用等相关费用的支付能力
由于外国人在日本医院接受治疗不在保险适用范围以内，因此必须有负担所有相关
费用的能力。
※选择 No 的顾客可能无法在日本医院接受治疗，建议在中国国内治疗。

有赴日治疗的体力
每位患者的病情不同，就目前的身体情况而言具备赴日治疗必要的体力。

※选择 No 的顾客可能会在赴日移动（飞机内）或到达日本后的移动方面有所限制，因此我们可能会拒绝您的医疗居留签证
申请。

已确定接收就诊或治疗的医院
已确定来日后接收的日本医院（治疗或体检等）。
※选择 No 的顾客请在购买本公司 “初期咨询服务” 后确定能够接收就诊或治疗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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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居留签证发放流程
STEP1

确认是否符合办理医疗居留签证的要求

STEP2

从预定接诊的医院获得相关的预约信息

STEP3

签订合同

STEP4

费用支付

STEP5

确认有没有预约

STEP6

※与治疗的患者签订合约

（１）医院信息（地址、联系方式、主治医师等）
（２）可以确认预约的相关证明、诊疗治疗计划书
（３）制作身元保证书相关文件
※有些医院可能会建议通过本公司这样的医疗协调机构来
办理预约治疗的相关事宜。此时可以通过购买本公司的
″VIP 附带服务” 或 ″初期咨询服务” 来进行医院的预约调整。
（※请至少在预约的就诊日期前 1 个月提出申请。）

医疗居留签证申请开始

※大约 7~14 个工作日

STEP7

准备向领事馆提交的申请资料

STEP8

把准备好的资料提交给代理
申请机构 · 等待出签

※关于治疗服务费用，请汇入本公司日本的银行账户。
身元保证金等以人民币请款的金额可汇入本公司中国的
银行账户。
※无法国际汇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本公司指定的代理公司
支付相应的款项。

请患者本人或家属准备申请时所必需的相关文件，并
填写申请书。
※約 8 ～ 10 営業日

就诊医院为本公司独家代理医院的情况下
※预定治疗的医院如果是本公司独家代理的医院，由于本公司与独家代理医院签订了协议，需要本公司负责患者
赴日治疗时所有相关事宜的全程管理（包括出入国、治疗费用代收代付、医疗翻译派遣、住院 · 定期就诊 · 出院等）
，
因此无法单独提供办理医疗签证的服务。
【独家代理医院】CLINIC C4、草津心脏中心、KM 新宿、北斗医院等。

申请之前注意事项
①已预约好治疗医院
②治疗医院中有翻译人员
③能够在治疗医院当场支付治疗费用
④能够自行安排在日本的住宿 · 用车（机场 - 酒店、酒店 - 医院）
※赴日前请提供办理机票、酒店、用车的证明文件。
⑤在日本能够随时电话联系
※赴日前请提供能够使用国际电话的证明文件（有在日亲属或朋友也可以）
⑥出入日本国时能够与本公司联络

YES

NO

签订医疗居留签证申请合约

需要购买本公司的
相关治疗服务
※请选择购买 VIP 附带服务或咨询委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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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居留签证的发放
日本 文件制作
身元保证书

出签大致时间：8~10 个工作日后

治疗计划书

诊断书

※必要时

中国 文件制作
签证申请表

由患者准备的相关证明材料
1. 护照

2.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推荐：10 万元以上）

3. 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汽车通行证

4. 户籍登记表复印件（户主与本人）

5.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6. 与陪同者为夫妻关系时：需要结婚证复印件
7. 在职证明
（1）在职人员：①在职证明书 + 公司印章 ②就职公司的营业许可证复印件 + 公司印章
（2）离职人员 : 离职证明书复印件
8. 居住登记表（上海人以外）

提交至代理申请机构 · 签证申请
出签大致时间：8~10 个工作日后 代理申请费用：1000 元 /1 名
（自行委托代理机构申请时无需支付）

医疗居留签证身元保证注意事项
不遵从管理时将即刻取消身元保证申请。
在治疗结束的同时将进入签证注销（VOID）办理程序。
需提交给本公司的材料
１．医疗居留签证页图片（赴日前）
２．机票办理证明文件（赴日前）
３．住宿办理证明文件（赴日前） ※选用赴日治疗简约自选服务时
４．回程时，在机场办理完登机手续后拍摄的登机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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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制作医疗居留签证申请文件以及确认医院预约情况
※不包括预约医院、安排用车 · 住宿 · 翻译
单次医疗居留签证申请 + 附带服务
身元保证金：30,000 人民币 / 人
※保证金将在医疗签证注销后全额返还
（委托人提交完整银行账户信息后，5 个工作日内执行退款程序）

￥110,000 日元
多次医疗居留签证申请 + 附带服务
身元保证金：30,000 人民币 / 人
※保证金将在医疗签证注销后全额返还
（委托人提交完整银行账户信息后，5 个工作日内执行退款程序）

￥200,000 日元
2 年多次签证
3 年多次签证

￥20,000 日元
￥40,000 日元

※因出入国管理次数增多

医疗居留签证申请（陪同者）
身元保证金：30,000 人民币 / 人
※保证金将在医疗签证注销后全额返还
（委托人提交完整银行账户信息后，5 个工作日内执行退款程序）

￥55,000 日元
支付给各代理申请机构的
送签费用（另付）：1000 人民币 /1 位
（自行委托代理机构申请时无需支付）

附带服务内容

仅确认治疗医院预约情况 （※从医院就诊预约日起至少需提前一个月申请）

※委托本公司预约医院就诊的情况下，需要购买本公司的”咨询委托服务“（5000 人民币）。
※即便签证申请被驳回，费用也无法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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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服务内容及价格
h tt p ://me d ica l- hokkai do.com/ comm o n / pd f/ m ed i c a l ̲ s er vi c e̲ c n . pd f

咨询 / 申请

上海办事处

http://medical-hokkaido.com

〒200050 上海市长宁区昭化路 488 号 1601 室

☎021-53550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