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见问题问答 

如果您担心法律问题，请不要犹豫， 

打电话给 Houterasu 

 

Houterasu 多语种信息服务 

日本法律支持中心(Houterasu) 

是一家国有公营公司。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outerasu 网站。 

https://www.houterasu.or.jp/en/index.html 

0570−078377 
 

工作日（不包括年末和新年假期）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口译员会将您连接到您首选的 Houterasu 办事处并为您翻译。 

 

▪ 通话费用取决于您使用的电话类型、合约和距离。 

▪ 此号码无法从海外拨打。 

▪ 印尼语支持将从 2021 年 1 月开始提供。 

 

中国語（簡体） 

2020 年 10 月制作 

◆支持的语言◆ 

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越南语 

他加禄语、尼泊尔语、泰语、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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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由于我忘了付房租，房东告诉我要搬出房间。 我需要搬出房间吗？ 

 是否需要搬出您的房间取决于未付房租是否破坏到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通常，如果

三个月或以上未付房租，就会破坏信任关系。 

 因此，您不必仅仅因为一次未能支付租金就得搬出您的房间。即使您有一份特殊合同，一次未能

支付租金就得立即搬出，也有可能让其无效。 

 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律师或司法书士等专业人员。 

 

当我搬出寓所时，冰箱后面的墙纸被电灼黑。房东发现了并要求收取更换墙纸的费

用。 我需要付钱吗？ 

承租人有义务在搬出租赁财产时将其恢复到原来搬入前的状态。 

 一般说来，将财产恢复到原来状态的义务是指将其从因承租人有意或过失、承租人违反通常预期

的谨慎义务或超出正常程度的其他使用所造成的损坏、污迹和磨损中恢复。这并不意味着“将其还

原到新状态”。因此，承租人不必承担因所谓的老化和正常使用而造成的损坏、污迹和磨损的修理

费用，因为租金中已包括了该费用。  

 因此，由于在冰箱之类的电器后面墙纸上的电灼发生在承租人的正常生活方式内，因此通常出租

人必须修理它，而不是承租人。但是，是否视为违反将财产恢复为原来状态的义务取决于租赁财产

的状况和承租人的使用情况，因此我们建议咨询律师或司法书士以获得更多信息，并带给他们租赁

合同、公示声明、搬进和搬出时拍摄的照片以及估计的设备维修费和清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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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还钱 

 

我借钱给工作的同事，但他们说他们不需要还我，因为他们没有书面的债务确认书。

我该怎么办？ 

 只要借款人同意将钱还给贷方，即使没有书面的债务确认书也都构成了借贷合同（贷款协议）。  

 因此，贷方可以要求借款人在还款期限内偿还这笔钱，即使他们没有书面的债务确认书。如果借

款人拒绝还钱，贷方可以通过挂号信要求还款，或者使用民事调解或民事法院程序。  

 但在使用民事程序之类的法院程序时，贷方必须证明借款人同意退还这笔钱（已达成贷款协议）。

描述合同各方、借出的金额、借款人的收据、还款方法和期限等方面的书面债务确认是借出款项的

有力证据。  

 即使您没有书面的债务确认书，您也可以通过其他证据（例如，在借出地点在场的熟人的证词或

电子邮件）来证明已建立贷款协议，所以您应咨询律师或司法书士。 

 

我很担心，因为我无法偿还债务。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无法偿还债务，那么您的收入和支出就会失去平衡。我们建议组织债务（债务合并）。如

果您觉得自己做起来很困难，请考虑咨询专业人员来组织它。  

 为了合并债务，首先您需要确认全部债务的确切金额，不仅包括借入的钱（债务），还包括各种

未偿还或拖欠的款项等。  

 如果您多年来一直以高利率还钱，那么如果以应支付的利率重新计算，则可能多付了利息（多

付）。如果您多付了钱，您也许可以将其收回并清偿债务。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多付，或者即使在解决多付款后仍然存在债务，则可以通过自愿安排、债务

清算或自愿破产等方式来组织剩余的债务。  

 自愿安排是指律师或司法书士专业人员不论法院程序如何，直接与金融机构进行谈判，决定将来

的付款额和付款方式。由于这只是通过讨论解决问题的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达成协议且无

法自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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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清算是法院程序。债务总额将通过《民事再生法》规定的方法减少。此后，原则上减少的金

额应分 3 年分期偿还。此外，有一条特殊规定让您不必放弃有抵押贷款的住所。但为了使用债务清

算，需要一定的正常收入。  

 自愿破产也是法院程序。目的是当您的的债务（贷款，欠款等）金额相对于资产或收入很大而您

无法偿还时，让您免除还款。如果您有房地产之类的高价值资产，则应在进行任何免除程序之前将

其转换为现金并分配给每个债权人。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日用品不清算。  

 向未注册为借贷业者的经营者或以高于法律规定的利率借贷的非法经营者借款是无效的。 

 

一个朋友要我做他们的债务担保人。我还没有同意，但是我应该注意什么？  

您应仔细检查合同中有关担保合同的内容，例如担保金额、有效期和担保类型，并仔细考虑在您

朋友（主要债务人）无法支付主要债务情况下，您是否真的可以履行担保人的职责。  

 除普通担保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担保，例如与主要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的联合担保和在一定范围

内（担保限额）连续担保不特定债务的基本担保，它们的担保义务有所不同。  

 任何担保合同除非以书面形式（或该内容的电磁记录）订立，否则均无效。特别是，当个人成为

企业主要债务的担保人时，担保的意图必须通过经公证的契据确认，除非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主

要债务人的高管或董事成为担保人时。此外，主要债务人有义务向被要求成为担保人的人提供有关

其资产和收支状况、其他债务的存在/内容以及其他抵押品的存在/内容的信息。根据此信息，您应

该仔细考虑成为担保人所带来的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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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 
 

我正在考虑与我的日本配偶达成相互离婚协议。需要什么程序？ 

 如果配偶中的一个是居住在日本的日本人，则适用日本民法可以签订相互离婚协议。相互离婚协

议通过向市政府提交离婚通知书和家庭登记表副本（如果您居住地与注册住所在同一城市则不需要）

来完成。  

 但是，没有太多国家采用仅通过双方之间协议就能确立离婚的相互离婚制度。因此，如果根据外

国配偶的母国的法律不允许相互离婚，则会出现“离婚在日本成立，但未在外国配偶的母国成立的情

况”。因此，即使双方同意离婚，也有必要使用涉及法院的程序（调解离婚、家庭法院仲裁离婚、审

判离婚）而不是相互离婚。有关外国配偶的母国的处理和法律制度的信息，请联系在日本的相关领

事馆。  

 此外，离婚时必须仔细安排监护、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补偿等，因此请咨询律师。 

 

我一直以“日本国民的配偶或子女”的居留身份居住在日本，但我即使离婚后也可以留

在日本吗？ 

 首先，如果居留身份为“日本国民的配偶或子女”或“永久居民的配偶或子女”的外国人与配偶离婚，

则需要在离婚后 14 天内去当地移民局或通过将通知寄给东京地方移民局来通知法务大臣。如果您不

遵循此程序，则有失去居留身份的风险。  

 接下来，申请变更为您认为符合要求的另一居留身份。  

 如果希望永久居留的外国人被确认有未成年且未结婚的日本配偶的孩子，并且正在作为父母抚养

和监护孩子，有必要继续在日本照顾孩子，则可能会允许其将居留身份变更为“长期居民”。  

 此外，即使不满足上述条件，如果您作为“日本国民的配偶或子女”居住时间很长，则在“长期居民”

所需要的“特殊原因”被认可的情况下，也会允许您变更居留身份。  

 如果您担心自己的居留身份，建议您咨询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并根据司法判例或从日本入国管

理局获取适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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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遭受配偶的暴力侵害。我该怎么办？  

 配偶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可能构成犯罪。如果您觉得自己有危险，请

先咨询警察或配偶暴力咨询和支持中心（有各种名称，例如妇女中心和性别平等中心）并寻求帮助。

在配偶暴力咨询和支持中心，您可以向他们咨询有关搬入临时庇护所的信息。另外，如果您的配偶

在与居留有关的程序如延长居留期限等方面不合作，建议您向日本入国管理局报告您正遭受家庭暴

力。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向地方法院申请发布命令，禁止您的配偶跟随您或在您的住所或工作场所

附近徘徊（访问禁令），或暂时将您的配偶从您的住所驱逐的命令（驱逐令）、您的孩子的访问禁

令、亲戚的访问禁令或电话禁令。如果您的配偶对您施加暴力或如果您因暴力受到伤害，您也可以

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建议您向律师咨询有关程序以及您可以合法做的事。  

 此外，不管其收入或财产，Houterasu 还提供防止家庭暴力受害者受到进一步伤害的法律咨询（针

对特定罪行受害者的法律咨询）。如果您想使用此服务，请致电多语言信息服务（0570-078377）和

向附近的 Houterasu 办事处咨询（如果您会说日语，还可以使用犯罪受害者支援电话（0570-

07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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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问题 
 

我的工作场所不付我工资。我该怎么办？  

 您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1) 通过挂号信向雇主索要工资。  

2) 向劳工标准检查局报告，要求他们告诉您的雇主怎样做。  

3) 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劳动审判诉讼，寻求支付未付的工资。  

 

 由于雇主有义务支付工人工资作为劳动报酬，如果雇主不支付工资，则他们违反了劳动合同。  

 但是，索要工资的权利具有时效性。如果从工资支付之日起已经过了两年（*），则适用时效法，

您将不再能够索要工资。  

 

*《劳动基准法》对在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后应支付工资限制规定有了修正。尽管该条规定为“ 5 年”，

但作为暂时过渡措施将其设置为“ 3 年” 。  

 

最好是向律师等专业人员咨询需要采取的程序。 

 

我的公司问我：“你可以自愿离开公司吗？”我需要迎合吗？  

即使建议您离开公司，也要由您决定是否接受，并且没有义务这样做。如果您不打算退出，重要

的是要明确说出这一点。  

 如果公司使您错误地认为您离开是因为违反了纪律，或者您被困在私人房间里并且无休止地逼您

离开，则您可以坚持取消打算离开的申明。 

 此外，如果您即使告诉他们您不打算退出也被无休止地逼迫离开，您可以根据侵权行为要求赔偿

损失。  

 记笔记或记录被逼离开的过程保留证据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建议您尽快咨询律师如何保存证据以

及如何与公司打交道。如果您需要公司在居留身份方面合作，重要的是在您仍然有足够的居留时间

的情况下尽快获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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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作中受到欺凌（骚扰、权力骚扰）。我该怎么办？  

“工作场所欺凌和骚扰”是指通过使因其工作状态或关系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感到精神或身体上

的压力而使工作环境恶化或侵犯工作权利或荣誉、隐私、人身安全和工人行动自由之类的特权的行

为。  

 “工作场所骚扰”是指基于在工作场所中的等级（例如工作状态和与同一工作场所的人员的关系），

在适当工作范围之外的精神和身体骚扰或使工作环境恶化。这不仅包括老板对下属，也包括上级/

下级、同事之间，甚至是下属对老板。  

 雇主有义务小心为工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如果他们没有对欺凌采取适当的措施，他们将

因违反此项义务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作为对欺凌的回应，您可以申请临时措施，不仅要求

欺凌者而且要求雇主制止这些行为，或要求赔偿损失。如果您在工作中被欺凌，建议您保留笔记或

记录下来以保留证据。  

 另外，关于工作场所中的各种欺凌和骚扰，最好咨询律师等专业人员或县劳动局。 

 

我在驾驶公司的汽车上班时发生了事故。公司要求赔偿。我需要接受吗？  

除非这是员工方面的一个严重过失，例如酒后驾驶，否则公司的要求很有可能不可接受。即使有

对工作过失的罚款或惩罚规定，该规定也不适用这⾥。  

 即使公司的索赔被认可，也不意味着您必须全额赔偿损失。不要轻易放弃。  

 此外，未经允许公司不得从您的工资中扣除赔偿金。如果他们未经允许就扣除了赔偿，您可以索

要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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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terasu 信息服务与民事法律援助 
 

通过致电 Houterasu 的多语言信息服务，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如果讲外语的用户希望获得有关日本法律制度的信息或咨询服务，就可以使用这些服务。  

 它是通过在用户、口译员和 Houterasu 工作人员之间进行三方通话来完成的。在三方通话中，用

户拨打多语言信息服务的电话号码（0570-078377），口译员将电话转接到用户首选的当地办事处或

分部，用户和 Houterasu 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口译员进行三方通话。 

 如果您想了解解决法律问题的特定方法，则需要专业人员的法律建议。在多语言信息服务中，我

们将向您介绍能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联络处，包括 Houterasu 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什么人可以从 Houterasu 获得免费的法律咨询？  

Houterasu 为有私人或家庭问题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从律师和司法书士获得法律援助的人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民事法律援助/法律咨询援助）。要使用该系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收入和资产低于一定数额  

 ・在日本有住所并合法居留（但如果您的居留身份有问题，并且对处理您的居留身份的行政机关

提起诉讼，将其送交法院确认您的居留身份，则即使没有居留身份，作为特例也将被视为已满足要

求。）  

 

 除了 Houterasu 办事处外，还可以在注册咨询中心获得法律咨询援助，例如律师协会和司法书士

协会，这些中心可以进行民事法律援助和咨询。  

 有关更多信息，请致电多语言信息服务（0570-078377）。口译员会将您连接到您当地的

Houterasu 办事处，并通过三方通话（用户、口译员、Houterasu 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如果您不符合民事法律援助的要求，我们将向您介绍提供法律建议的咨询中心，例如律师协会、

司法书士协会和市政局。法律咨询可能需要付费，具体取决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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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咨询援助的条件> 

收入等低于一定数额 

*括号中的数额是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数额标准。  

*5 人及以上的家庭，每增加一个人，将增加 30,000 日元（33,000 日元）。  

*如果有医疗费和教育费等支出，则将扣除相应的数额。  

*如果您要支付租金或抵押贷款，则在以下限制范围内全额加入到上述收入标准。 括号中的数额

是东京特别区居民的增加数额限制。 

 
单人 两口之家 三口之家 四口或以上 

41,000 日元 

（53,000 日元） 

53,000 日元 

（68,000 日元） 

66,000 日元 

（85,000 日元） 

71,000 日元 

（92,000 日元） 

 

拥有资产低于一定数额 

现金和储蓄的总额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标准 A 

除了夫妻之间争执外，原则上将根据收入和资产（包括配偶的收入）确定援助。 

每月收入（税后年收入的 1/12，包括奖金）的指导原则如下。 

 

单人 两口之家 三口之家 四口或以上 

180 万日元以下 250 万日元以下 270 万日元以下 300 万日元以下 

 

单人 两口之家 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 

182,000 日元以下 

（200,200 日元以下） 

251,000 日元以下 

（276,100 日元以下） 

272,000 日元以下 

（299,200 日元以下） 

299,000 日元以下 

（328,900 日元以下） 

 

 标准 A 和标准 B 都必须满足。 

 

标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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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律师/司法书士解决我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费用，是多少？  

通常，支付给律师和司法书士的费用类型包括法律建议费、启动费、酬金、手续费、实际费用、

日薪和咨询费。  

 这些费用没有标准价格，因为是各个律师和司法书士设定这些标准。  

 此外，Houterasu 有个民事法律援助系统，可为有私人或家庭事务问题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获

得律师和司法书士的法律援助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并先支付律师、司法书士和审理的费用，以

后再偿还。  

 要使用民事法律援助系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收入和资产都在一定数量之内、有机会胜诉，并

且该案件适合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目的 。如果您使用律师/司法书士费用偿还系统，则费用根据

Houterasu 的标准确定。确定的费用将由 Houterasu 预先支付，并一次性支付给律师和司法书士。

一般情况下，用户将分期向 Houterasu 偿还全款。  

 有关偿还系统的咨询，请致电多语言信息服务（0570-078377）。Houterasu 的工作人员将通过口

译员解释该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