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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医疗翻译支持服务指南
１ 目的
为了解决外国居民在使用医疗机构时担心沟通不畅的忧虑，我们通过引入医疗口译员来创造一个，可以使
外国居民安心使用医疗机构的环境。
２ 医疗口译员的活动内容
(1) 医疗口译员的活动内容如下。
A. 口译医院或诊所为外国居民提供的医疗服务
B. 口译县或市村町为外国人提供的保健服务
C. OIHF 理事长认为必要的口译服务
(2) 病情严重或有重要告知，以及手术相关重大责任和传染病的情况，不在我们的服务对象内。
(3) 我们不接受出于政治，宗教或牟利目的的要求。
(4) 原则上，我们不接受个人申请。但是，如果情况特殊，OIHF 理事长认为必要时可以接受申请。
３ 医疗口译服务的语言
口译语言为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韩语。如果有可能，我们还将介绍其他语言的口译员。
４ 医疗口译员的资格和注册
(1) 资格和注册方法
原则上，已参加 OIHF 举办的“医疗口译员培训课程”，并通过认证测试的人员有资格注册。希望登记
注册的人员需要向 OIHF 提交“医疗口译远登录表格（表格 1）”。获得认证后的医疗口译员，将获得相
关的 ID 卡。
(2) 登记期间
原则上，登录注册期限为两年后的会计年度末。 如果 2020 年之前的注册人员希望更新续签，则必须
参加 OIHF 在注册期间举办的“医疗口译员进阶课程”，并通过认证测试。
如果 2021 年以后的注册人员希望更新续签，可以通过参加注册期间举行的“医疗口译员进阶课程”，
或将参加的口译活动记录作为更新续签的资格。
(3) 取消注册
在以下情况下，口译员注册将被删除。
A. 当注册口译员提出申请时
B. 失去联系时
C. 注册期限届满时
D. 当有不适合做口译员的行为时
５ 医学口译员培训研讨会/进阶研讨会
(1) 医学口译员培训研讨会
A. 目的

通过学习口译所需的心理态度和医疗系统，医院系统和医疗保健的基本知识，开发能够在医疗领域进
行口译的人力资源。
B.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a. 20 岁以上且对口译员感兴趣，具备用日语和其他语言（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韩语）进行良
好沟通的能力。
b. 原则上，参与者必须参加所有课程。
C. OIHF 根据需要提供培训课程，课程的内容另定。
(2) 进阶研讨会
A. 目的
提高医疗基础知识，例如医疗体系和医院的结构，并提高医疗实践中的口译技能。
B.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a. OIHF 医疗口译员或对口译员感兴趣的人，并可以用日语和其他语言（英语，汉语，西班牙语，韩
语）进行良好交流。
b. 原则上，参与者必须参加所有课程。
C. OIHF 根据需要提供进阶培训课程，课程的内容另定。
6 口译员派遣范围
口译员的派遣范围仅限冲绳本岛。
7 谁可以要求翻译？
(1) 县内的医院或诊所
(2) 县或市村町的卫生相关组织
(3) 县内学校保健中心
(4) OIHF 理事长认为必要的其他组织或个人
８ 申请程序
派遣医疗口译员的程序如下。
(1) 至少在所需口译日期之前 5 天将申请表（表格 2）提交给 OIHF（不计算周六，周日和节假日）。请注
意，口译员的服务时间是从集合到解散，包括等待时间。
(2) 对于个人的申请，OIHF 将根据申请人的诉求选择医疗机构，并按照医疗机构指定的预约时间，与医疗
口译员联系。
(3) 收到申请后，OIHF 会确定申请内容是否适当，并通知申请者是否应允。
(4) 在介绍口译员时，OIHF 将参考并选择可以工作的口译员，并通知委托人。选择口译员的过程不会公
开，也不接受对口译员选择方面的询问。
(5) 口译员确定后，委托人必须与口译员联系，说明活动的详细信息，使口译员在当天能顺利完成活动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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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口译服务后的流程
口译服务后的流程如下。
（１）口译员必须在口译活动后的一周内向 OIHF 提交“活动报告（表格 3）”。
（２）委托人必须在活动后的一周内向 OIHF 提交“确认报告（表格 4）”。
10 酬金
口译员的酬金由委托人承担，并由以下方式确定。
(1) 酬金为每小时 2,000 日元，活动时间最多为 3 小时。此外，支付金额应为扣除预定所得税的金额。
(2) 如果活动时间少于一小时，则为一小时。如果超过一小时，则将其四舍五入 30 分钟（例如 1 小时 29
分钟= 1 小时/ 1 小时 30 分钟= 2 小时）
(3) 酬金是由口译员提交的“活动报告（表格 3）”，委托人提交的“确认表格（表格 4）”共同确定的。
11 口译员的交通费
口译员的交通费必须由委托人承担。关于交通费，建议提供公共交通的往返票价，但委托机构根据旅费规
则提供交通费的情况，需征求口译员的同意。
(1) 公共交通（公交，轻轨）
须支付两点之间的公交/轻轨票价。
(2) 私家车
须支付两点之间的公交/轻轨票价。如果要收取停车费或高速公路费，则必须通过收据来支付实际费用。

(3) 出租车
口译员不得不坐出租车的情况，须提前征求委托人的同意。
12 酬金和交通费的支付方式
确定酬金和交通费的金额后，委托人原则上须通过转账支付，手续费费必须由委托人承担。
13 保险
对于有保险并希望参加口译服务的人，可以使用社会福利协议会提供的“福利服务综合保障”。
14 委托人的责任
(1) 如果委托人是医疗机构或市政府等组织，则负责保证需要口译员的人的身份。因此，请在口译人员和需
要口译的人之间妥善协调，并做事先确认工作。如果委托人是个人，请积极向 OIHF 和口译员提供相关
信息。
(2) 委托人必须确定好需要口译员的场所，日期和时间后向 OIHF 申请。另外，原则上要求一名口译员对应
一名需要口译员的人，并且禁止活动当天对应多名外国人。但是，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原因，并在申请时
得到批准，则此规定不适用。
(3) 口译员的活动时间最多三个小时。
(4) 除活动申请表中要求的内容外，请勿在活动当天委托口译员其他内容。如有发现，OIHF 将不再介绍口
译员。
(5) 未经 OIHF 处理，请勿直接联系口译员。 （OIHF 不承担任何责任。）
(6) 在介绍口译员后取消请求时，必须向口译员支付以下取消费。
A 如果在活动前一天取消，则须向口译员支付 1 个小时的酬金
B 如果活动当天取消，或无故取消的情况，则须向口译员支付予定时间的酬金。
(7) 委托人须尽量避免，因意外事故或不守信等给口译员造成损失。如若发生造成损失的情况，请及时上报
OIHF，并真诚解决。
(8) 不得将口译员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9) 如果在口译活动中医疗口译员感染了传染病，则委托机构将负责治疗。
(10) 如果“确认表格（表格 4）”的提交时间很晚或未提交，或者未向口译员支付酬金和交通费，以后将不
能再使用此服务。
15 口译员的责任
(1) 不要给出主观意见，如实地翻译医生，护士，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等所讲的内容。
(2) 未经 OIHF 介绍，禁止直接接受他人委托（OIHF 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口译活动最长时间为三个小时。如果超过三个小时，请通知委托人并联系 OIHF 以结束活动。
(4) 除派遣当天除事先要求的活动外，请勿从事其他活动。如有发现，OIHF 以后将不再派遣活动。
(5) 口译员不得透露通过活动获得的个人信息或秘密。删除注册后也是如此。
(6) 在活动后一周内向 OIHF 提交活动报告（表格 3）。如果未及时提交报告或未提交报告，可能会发生
酬金和交通费的手续如法正常办理的情况。

16 重要说明
OIHF 和口译员对此口译服务不承担医疗或司法责任。除本指南规定的事项外，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必要
事项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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