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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计流量】▪不计流量仅限特定的手机应用。详情请确认（https://u.softbank.jp/2MhiOMn）。此外，不计流量的手机应用中，部分功能的使用（LINE 通话等）可能不属于不计流量对象。详情请确认（https://www.softbank.jp/mobile/price_plan/-
data/ultragiga-monster- PLUS/caution/）。▪收费功能需分别向各公司另行付费。 ▪指南中属于不计流量对象的数据通信，由于使用了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进行数据通信等技术原因，可能会被排除在不计流量的对象外。 ▪当本公司判断
在一定期限内持续进行的大量通信属于机械性通信时，可能会限制通信速度。 ▪不计流量的手机应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更或追加。变更或追加的内容也适用于已经加入数据包月 50GB PLUS 的用户。【通话基本方案】▪通话基本方案（2 年合同）以 2
年为单位签订合同（自动更新）。在更新月份（合同到期后的下个账单月份和下下个账单月份）以外解除合同需支付解除合同手续费（9,500 日元）。另外，在更新月份解除合同时，到上个月为止所使用的部分适用优惠，当月使用的部分不适用优惠。与家
属以外的人的日本国内通话费为 20 日元／ 30 秒。未加入 2 年合同时费用为 4,200 日元／月（含上网费），加入 2 年合同（自由方案）时费用为 1,800 日元／月（含上网费）。2 年合同（自由方案）为加入之日起第 3 年（第 25 个月）以后，可以随时解约且
不收取解约费的方案。无需记挂更新月份，可以放心使用。也可选择不签定 2 年合同的费用。不签定 2 年合同时，可用新 Super Bonus（月月惠）购买智能手机。　【准包月选项／包月选项】▪部分情况不属于免费通话的范围。国际漫游通话费、国际电
话通话费、SoftBank 卫星电话服务、查询热线、0180、0570 等其他公司设定了话费的号码的通话费、号码指南（104）等不属于免费通话对象。其他本公司指定的号码（使用其他公司提供的电话服务连接特定电话号码的通话），因不符合本服务的提供
目的，而指定为非免费通话对象。详情请浏览此处。（https://www.softbank.jp/mobile/set/data/legal/spguide/pdf/sp_sumahodai_numberlist_kiyaku.pdf　【超大流量千兆 Monster＋】▪如果每月所使用的数据流量超过 50GB，到账单月份的月
末为止，收发信时的通信速度会降低为最大 128Kbps。▪如果超过 50GB，可以通过购买追加数据流量使用不限速的数据连接服务。▪降低通信速度的预告／开始将通过 SMS 进行通知。如果无需通知，可在 My　SoftBank 中关闭设定。▪如果加入数
据包月 50GB PLUS、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网络共享选项包月费为 500 日元／月。▪家庭数据共享、法人数据共享不可加入。▪如果加入了“安心筛选器”，由于年龄限制，可能有部分服务无法浏览。详情请参考“安心筛选器”的服务网页

（https://www.softbank.jp/mobile/service/filtering/anshin-filter/）。　【不限流量活动】▪本活动的使用对象为 2019 年 4 月 7 日前适用“数据包月 50GB PLUS”的用户，适用截止至下述日期。此外，本活动结束后，使用不计流量对象以外的手机应用
时，将消耗数据通信量。 ◯申请截止日为 10 日：截止 2019 年 4 月 10 日 ◯申请截止日为 20 日：截止 2019 年 4 月 20 日 ◯申请截止日为最后一日：截止 2019 年 4 月最后一日▪仅限日本国内的数据通信。▪SMS 的收发信不属于本活动对象。▪
当本公司判断在一定期限内持续进行的大量通信属于机械性通信时，可能会限制通信速度。　【1 年超值优惠】▪USIM 单体合同也属于适用对象。　〇适用条件▪购买机型时，已加入或申请加入该费用服务。▪此前从未适用过 1 年超值优惠。▪本优
惠不与月月惠及 USIM 单体专用折扣同享。▪当优惠金额超过优惠对象当月的费用时，超过部分不累计至下月。从符合申请条件的下一个账单月起享受优惠，以月为单位优惠 12 个月。优惠过程中，当手机号码出现以下条款中任意一项时，则终止优
惠。▪ 由于解除、更换或其他原因而终止对象费用服务时。▪申请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务时。▪注销该手机号码时。　【家属优惠＋】▪ 对于“数据包月 50GB”及“数据包月 50GB PLUS”的包月费用，根据同一家属优惠小组内的“数据包月
50GB”、“数据包月 50GB PLUS”以及“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的线路数量总和进行优惠。“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的包月费用不享受优惠。 ◯适用条件▪ 同一家属优惠小组内有 2 条以上线路已加入或申请后已适用“数据包月 50GB”、“数据包月
50GB PLUS”、“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等套餐。▪ 从符合适用条件的账单当月开始享受优惠（仅限新签订合同并加入数据包月服务以及家属优惠的用户，在签订合同的账单当月可享受 2,000 日元优惠。月中加入的，按天数折算优惠金额）。▪当申请
办理将会导致无法享受该优惠的业务时，于申请当月月底终止优惠。但若与 SoftBank 解约或申请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务”时、则于上一个账单月份的月底终止本优惠。　【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第 3 年之后是否继续享受优惠，
视相应固定金额通信服务类别而定。　【功能手机➡智能手机优惠】 〇适用条件  ▪购入机型时新签订合同或更换机型时以对象费用服务 2 年合同或 2 年合同（自由方案）进行申请并符合条件。　▪更换机型时，更换前的机型应为 SoftBank 手机、守
护手机或安心家庭手机。　▪转网（MNP）时，必须是可显示客户电话号码的其他公司手机（老式手机／功能手机）、PHS 或儿童手机。　【1 年超值优惠／功能手机➡智能手机优惠】 ▪从符合申请条件的下一个账单月起进行优惠，以月为单位优惠 12
个月。优惠过程中，当手机号码出现以下条款中任何一项时，则终止优惠。 ▪解约、变更或其他原因终止对象费用服务时。 ▪申请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务时。 ▪注销该手机号码时。 ▪未签定 2 年合同的情况不适用。

［申请］必须
［新加入SoftBank 的用户］

加入月起适用
［已经使用SoftBank 的用户］

下一个账单月起适用

下述8 项手 机 应 用可自由使 用，均不计 流 量 

50GB

 

5,480日元~
（6,480日元~）

该套餐无法享受家属优惠

（1年） 4,980日元~
（5,980日元~）

（1年） 3,980日元~
（4,980日元~）

（1年） 3,480日元~
（4,480日元~）

（1年）

iPhone

4G智能手机

5,98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500日元／月 -1,500日元／月 -2,000日元／月

1,500日元／月（2年合同） 每次5分钟以内的日本国内通话无限制
准包月选项　500日元／月

所有日本国内通话无限制
包月选项　1,500日元／月

1,800日元／月（2年合同自由方案）　4,200日元／月（未签定2年合同）▪有无2年合同可适用的优惠有所不同。

在活动期间所有手机应用均不计流量！ 限期使用！ “不限流量活动”实施中（2019年4月7日为止）

数据包月
50GB PLUS

家属优惠+

通话基本方案
基本月租费（加入2年合同时）

＋上网费300日元／月
（通话按时长计费 20日元／30秒）

1年超值优惠
未签定2年合同的用户不适用

与居家上网的
组合优惠 光套件

另外收取固定金额的通信服务费

1人套餐 2人套餐 3人套餐 4人套餐包月费用

享受与居家上网的
组合优惠 光套件、

1年超值优惠
或家属优惠+时

另外收取固定金额的通信服务费

（第2年以后）

■ 包月费用明细

通话基本方案（2年合同／自由方案）不适用月月惠。▪也可选择不签定2年合同的费用。不签定2年合同时，可用新Super Bonus（月月惠）购买智能手机。

■ Yahoo!Premium　使用通话基本方案的用户，仅需基本月租费即可使用Yahoo株式会社所提供的“Yahoo!Premium”服务。
　使用时需要设定智能登录，并遵守“Yahoo!Premium使用规定”。

费 用方案

C-1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C-1中的通话费及通信费，使用国际服务时会有所不同。详情请浏览C-9。
　

在部分通信中，可能会进行通信控制。详情请参阅C-10。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超大流量千兆Monster Plus

家属越多，越优惠！Mini Monster也可计入“家属优惠+”的对象人数！

中文PRICE PLAN 费用方案



按 量计费！1,980日元～ （1GB以下／1年）

0~1GB ~2GB ~5GB ~50GB

 

 

1,980日元~
（2,980日元~）

（1年）

第1年

1,980日元~

第1年

3,980日元~

第1年

5,480日元~

第1年

6,480日元~

每年仅需 0日元~

第1年

2,000日元~

第1年

3,500日元~

第1年

4,500日元~

3,980日元~
（4,980日元~）

（1年） 5,480日元~
（6,480日元~）

（1年） 6,480日元~
（7,480日元~）

（1年）

可计入“家属优惠＋”的对象人数（不属于优惠对象）

4,480日元／月 5,980日元／月 6,980日元／月2,48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1,500日元／月（2年合同）
每次5分钟以内的日本国内通话无限制

准包月选项　500日元／月
所有日本国内通话无限制
包月选项　1,500日元／月

1,800元／月（2年合同自由方案）　4,200日元／月（未签定2年合同）▪有无2年合同可适用的优惠有所不同。

iPhone・4G智能手机

功能手机更换
为智能手机，

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

家属优惠+

功能手机➡智能手机优惠 0
GB

1
GB

2
GB

5
GB

50
GB

包月费用

享受与居家上网的
组合优惠 光套件、

1年超值优惠+时
另外收取固定金额的通信服务费

（第2年以后）

若数据流量使用量超过
2GB，则使用

超大流量千兆Monster 
更优惠！

Plus

通话基本方案
基本月租费（加入2年合同时）＋

上网费300日元／月
（通话按时长计费20日元／30秒）

与居家上网的
组合优惠 光套件

另外收取固定金额的通信服务费

1年超值优惠
未签定2年合同的情况不适用

【通话基本方案】▪通话基本方案（2 年合同）以 2 年为单位签订合同（自动更新）。在更新月份（合同到期后的下个账单月份和下下个账单月份）以外解除合同需支付解除合同手续费（9,500 日元）。另外，在更新月份解除合同时，到上个月为止所使用
的部分适用优惠，当月使用的部分不适用优惠。与家属以外的人的日本国内通话费为 20 日元／ 30 秒。未加入 2 年合同时 4,200 日元／月（含上网费），加入 2 年合同（自由方案）时，为 1,800 日元／月（含上网费）。加入 2 年合同（自由方案）后，自第
3 年（第 25 个月）起，可以随时解约且不收取解约费。无需记挂更新月份，可以放心使用。通话基本方案（2 年合同／自由方案）不适用月月惠。也可选择不签定 2 年合同的费用。不签定 2 年合同时，可用新 Super Bonus（月月惠）购买智能手机。　【准
包月选项／包月选项】▪部分情况不属于免费通话的范围。国际漫游通话费、国际电话通话费、SoftBank 卫星电话服务、查询热线、0180、0570 等其他公司设定了话费的号码的通话费、号码指南（104）等不属于免费通话对象。其他本公司指定的号
码（使用其他公司提供的电话服务连接特定电话号码的通话），因不符合本服务的提供目的，而指定为非免费通话对象。详情请浏览此处。（https://www.softbank.jp/mobile/set/data/legal/spguide/pdf/sp_sumahodai_numberlist_kiyaku.pdf）　

【1 年超值优惠】▪USIM 单体合同也属于适用对象。 〇适用条件 ▪ 购买机型时，已加入或申请加入该费用服务。▪此前从未适用过 1 年超值优惠。▪本优惠不与月月惠及 USIM 单体专用折扣同享。▪当优惠金额超过优惠对象当月的费用时，超过
部分不累计至下月。从符合申请条件的下一个账单月起享受优惠，以月为单位优惠 12 个月。优惠过程中，当线路出现以下条款中任何一项时，则终止优惠。▪由于解除、更换或其他原因而终止对象费用服务时。▪申请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
务时。▪注销该手机号码时。　【家属优惠＋】▪对于 “数据包月 50GB”及“数据包月 50GB PLUS”的包月费用，根据同一家属优惠小组内的“数据包月 50GB”、“数据包月 50GB PLUS”以及“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的线路数量总和进行优惠。“数据
包月 Mini Monster”的包月费用不享受优惠。 ◯适用条件 ▪同一家属优惠小组内有 2 个以上号码已加入或申请加入“数据包月 50GB”、“数据包月 50GB PLUS”、“数据包月 Mini Monster”等套餐。▪从符合适用条件的账单当月开始享受优惠（仅限
新签订合同并加入数据包月服务以及家属优惠的客户，在签订合同的账单当月可享受 2,000 日元优惠。月中加入的，按天数折算优惠金额。）。▪当申请办理将会导致无法享受该优惠的业务时，于申请当月月底终止优惠。但若与 SoftBank 解约或申
请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务”时、则于上一个账单月份的月底终止本优惠。 【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第 3 年之后是否继续享受优惠，视相应固定金额通信服务类别而定。 【功能手机➡智能手机优惠】 〇适用条件  ▪购入机型时新
签订合同或更换机型时以对象费用服务 2 年合同或 2 年合同（自由方案）进行申请并符合条件。▪更换机型时，更换前的机型应为 SoftBank 手机、守护手机或安心家庭手机。▪转网（MNP）时，必须是可显示客户电话号码的其他公司手机（老式手机
／功能手机）、PHS 或儿童手机。　【1 年超值优惠／功能手机➡智能手机优惠】▪从符合申请条件的下一个账单月起进行优惠，以月为单位优惠 12 个月。优惠过程中，当手机号码出现以下条款中任何一项时，则终止优惠。 ▪解约、变更或其他原因
终止对象费用服务时。 ▪申请了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务时。 ▪注销该手机号码时。 ▪未签定 2 年合同的情况不适用。

享受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1年超值优惠、家属优惠+时另外收取固定通话服务费

按量计费，家属通话和千兆流量全包的放心方案

■ 特别优惠内容

通话基本方案（2年合同／自由方案）不适用月月惠。▪也可选择不签定2年合同的费用。不签定2年合同时，可用新Super Bonus（月月惠）购买智能手机。

■ Yahoo!Premium　使用通话基本方案的用户，仅需基本月租费即可使用Yahoo株式会社所提供的“Yahoo!Premium”服务。
 使用时需要设定智能登录，并遵守“Yahoo!Premium使用规定”。

中文PRICE PLAN 费用方案

在部分通信中，可能会进行通信控制。详情请参阅C-10。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申请］必须
［新加入SoftBank 的用户］

加入月起适用
［已经使用SoftBank 的用户］

下一个账单月起适用

iPhone

4G智能手机

C-2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C-2中的通话费及通信费，使用国际服务时会有所不同。详情请浏览C-9。

Mini Monster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2 年合同是以2 年为单位的合同（自动更新）。在更新月份（合同期间到期后的下个付款月份和下下个付款月份）以外解除合同需支付解除合同手续费（9,500 日元）。计算合同期间时，从开始适用当天到下个收款月月末为
止作为第一个月进行计算。▪在更新月份解除合同时，到上个月为止所使用的部分适用优惠，当月使用的部分不适用优惠。▪以为别人提供电信服务为目的（电信运营业务目的）时，不能使用。如果本公司判断为电信运营业务目的，则会在更改
为本公司规定的通信费方案的同时，还会限制该顾客在一定期间内申请变更到某些通信费方案。【基本月租费】▪在月份中途新签合同的同时加入会按天数计算，但在解除合同时不按天数计算。▪必须加入上网费、数据包月服务。＜非免费通
话对象＞○向SoftBank 以外发送短信（SMS）【上网费/ 数据包月服务】▪在月份中途新签合同的同时加入会按天数计算，但在解除合同时不按天数计算。【数据包月服务】▪如果在某一期间内进行大量通信，则可能会限制通信速度。【数据结
转】▪基本数据量当中剩余的数据量全部能够结转到下个付款月份＜对象数据包月服务＞数据包月50GB／20GB／5GB▪部分通信可能会遇到限制通信的情况。详情请浏览C-11。　【Yahoo!Premium】▪使用通话基本方案的用户，仅需基本
月租费即可使用Yahoo株式会社所提供的“Yahoo!Premium”服务。▪使用时需要设定智能登录，并遵守“Yahoo!Premium使用规定”。

中文

C-3

［申请］必须
［已经使用SoftBank 的用户］

加入月或下一个账单月起适用
［新加入SoftBank 的用户］

下一个账单月起适用
iPad・平板电脑 通信费方案

基 本方案（签订2年合同时）  数 据包月服 务

PRICE PLAN

5,000日元／月

3,500日元／月

2,900日元／月

数据包月

数据包月Mini

数据包月Mini

5GB

2GB

1GB

7,000日元／月

6,000日元／月智能手机毫无限制
［iPad・平板电脑］  2,000日元／月2 年

合同

基本月租费（1,700日元）＋上网费（300日元）

未签订2年合同 •••••••••••• 3,500日元／月

▪上述金额包含上网费300日元。

平板电脑毫无限制
随心所欲地上网&数据流量可以转入下个月使用更放心 数据包月

数据包月

推　荐 50GB

20GB推　荐

费用方案

iPad

平板电脑

［申请］必须平板电脑一直优惠
iPad

平板电脑

▪签定2年合同时的费用。▪2 年合同是以2 年为单位的合同（自动更新）。在更新月份（合同期间到期后的下个付款月份和下下个付款月份）以外解除合同需支付解除合同手续费（9,500 日元）。计算合同期间时，从开始适用当天到下个收款月月
末为止作为第一个月进行计算。　【适用条件】◯对象机型需使用新Super Bonus 36期分期付款合同（一次性/分期）购买。◯已加入数据共享Plus或在购买对象机型时同时加入套餐。＊1 收取机型费用。＊2 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1,700日元／月、
上网费300日元／月、数据共享Plus每月使用费500日元／月的合计金额优惠iPad520日元、平板电脑1,520日元的情况。 ＊3 通过商品券或积分等进行返现。▪因与其他优惠服务同享等，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低于本促销活动的优惠额时，以适
用其他优惠服务后的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作为本促销活动的优惠上限额。▪以下情况，优惠将失效或终止。①对象线路解约／转让（家人间名义变更除外）、或是机型变更的情况 ②申请了电话号码或电子邮箱保留服务 ③解约数据共享Plus的
情况 ④变更所用机型的情况（包括更换USIM）

与数据共享Plus同时使用
平板电脑的通信费＊1更优惠

通话包月方案

1,500日元／月
基本月租费＋上网费

数据包月50GB

5,980日元／月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8,460日元／月

7,480日元／月

平板电脑方案

2,000日元／月
基本月租费＋上网费

智能手机
通过数据共享Plus

分享20GB

平板电脑20GB 平板电脑永享优惠

2,500日元／月 980日元／月

基本月租费 数据包月服务 小计 合计

■ 付款示意图［适用数据共享Plus ＋平板电脑一直优惠时］

＊2

iPad 一直优惠 每月1,980日元

［申请］必须数据共享Plus 母线路

智能手机

iPhone

手　机

子线路

平板电脑

iPad

移动数据通信

■ 对象／费用服务

基本月租费（通话基本方案、智能手机毫无限制／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
白色方案、标准方案）、上网费、数据（包）包月服务（数据包月50GB／20GB／
5GB、数据包月Mini 2GB／1GB、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4 G LTE／4G）

基本月租费（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Wi-Fi路由套餐、Wi-Fi路由套餐（高速））、
上网费、数据包月（数据包）服务50GB／20GB／5GB、数据包月Mini2GB／
1GB

【适用条件】◯已加入对象套餐服务或进行申请。○母设备与子设备需加入同一家属优惠组合。◯对于1 条主电话线，最多可以有5 条子电话线为适用对象。◯有部分服务和促销活动不能同时适用。◯ 如果每月使用的数据量超过主电话线的数
据量，则到付款月份的月末为止，主电话线和子电话线在收发信时的通信速度会限制为最大128Kbps。◯子电话线自动适用数据共享Plus 月租费（500 日元／月）。◯数据共享Plus 月租费不按天数计算。◯ 主电话线·子电话线都必须加入一种
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本服务适用开始之前及适用结束后，将适用加入的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适用期间不收取相应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的包月费）。若为通话包月Light方案（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时，恕无法加入数据包月Mini 2GB。

每条子线路
基本方案＋500日元

即可分享使用母线路的数据流量

25GB

25GB

50GB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母线路

子线路

■ 对象机型
请浏览SoftBank主页。

■ 可从以下（A）（B）优惠中任选。

（A）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每月优惠1,520日元
（B）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每月优惠1,000日元+15,000日元返现（一次性）＊3平板电脑 （A）平板电脑基本月租费每月优惠520日元

（B）15,000日元返现（一次性）＊3iPad

（数据共享PLUS 仅需500日元/月）

平板电脑 一直优惠 每月980元
＊2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2年合同及白色方案是以2年为单位的合同（自动更新）。在更新月份（合同期间到期后的下个付款月份和下下个付款月份）以外解除合同需支付解除合同手续费（9,500日元）。另外, 在更新月份解
除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 的2年合同时，到上个月为止所使用的部分适用优惠，当月使用的部分不适用优惠。此外, 如果签订2年合同（自由方案），则在计算合同期间时，从开始适用当天到下个收款月月末为止作为第一个月进行计算，
达到24个月、即合同期间到期后，不需支付解除合同手续费。▪未加入“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就使用时，根据使用情况，有可能产生高额数据通信费，敬请注意。▪长时间连续通话时，如果本公司判断有可能影响本公司设备，则有可能切断通
话。▪以为别人提供电信服务为目的（电信运营业务目的）时，不能使用。如果本公司判断为电信运营业务目的，则会在更改为本公司规定的通信费方案的同时，还会限制该顾客在一定期间内申请变更到某些通信费方案。【智能手机毫无限制
Light】▪ 超过5 分钟的话费为20日元／ 30秒。发送SMS 需要3日元／条。▪ 适用家属优惠时，与加入同一家属优惠的家属通话24小时免费，发送SMS也免费。【基本月租费】▪在月份中途新签合同的同时加入智能手机毫无限制／智能手机毫无限
制Light会按天数计算，但在解除合同时不按天数计算。▪在月份中途新签合同的同时加入或解除白色方案合同会按天数计算。＜不属于免费通话对象＞○美国通话毫无限制以外的国际漫游　○国际电话　○Teledome（以0180 开头的号码）
　○ Navi-dial 等（以0570 开头的号码）　○向SoftBank 以外发送短信（SMS）　○国际呼叫转移服务（通话开始后，重新输入接入方的海外号码等）　○由本公司指定的、另行随时公布的电话号码 【上网费】▪ 在月份中途新签合同的同时加入或
解除合同时按天数计算（智能手机毫无限制/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 在解除合同时不按天数计算）。【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 必须支付上网费。▪ 如果在某一期间内进行大量通信，则可能会限制通信速度。▪ 在月份中途新签合同的同时加
入会按天数计算，但在解除合同时不按天数计算。▪有部分通信不属于适用对象。▪如果每月使用的数据量超过基本数据，到付款月份的月末为止，收发信时的通信速度会降低为最大128Kbps。其他注意事项请参阅SoftBank 主页（www.soft-
bank.jp/mobile/support/procedure/data_traffic）（只有日语）。【数据结转】▪ 基本数据量当中剩余的数据量全部能够结转到下个付款月份。＜对象数据包月服务＞数据包月 50GB ／ 20GB ／ 5GB

中文

［申请］必须
［新加入SoftBank 的用户］

加入月起适用
［已经使用SoftBank 的用户］

下一个账单月起适用

C-4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C-4中的通话费及通信费，使用国际服务时会有所不同。详情请浏览C-9。 部分通信可能会遇到限制通信的情况。详情请浏览C-11。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手机 通信费方案

Yahoo！Premium

 

PRICE PLAN

基 本方案（签订2年合同时）

300日元／月

上网费

智能手 机毫 无限制
［通话包月方案］

2,200日元／月
2年合同（自由方案）
未签订2年合同

••• 2,500日元／月

••••• 3,700日元／月

24小时
所有日本国内通话

无限制＊1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
［通话包月Light 方案］

1,200日元／月
2年合同（自由方案）
未签订2年合同

••• 1,500日元／月

••••• 2,700日元／月

数 据包月服 务

费用方案

手　机

使用４G非智能手机、AQUOS手机、简单手机9的用户如果加入智能手机畅享套餐［通话包月基础月租费（非智能手机用）］、智
能手机畅享套餐轻享版［通话包月基础月租费轻享版（非智能手机用）］、白色套餐、标准套餐，则仅需基础月租费用即可使用
Yahoo株式会社所提供的“Yahoo！Premium”服务。

关于2年合同（自由方案） 加入起第3年（第25个月）开始可以随时解约且不收取解约费的方案。无需记挂更新月，可以放心使用。

互联网上网服务

5,000日元／月

3,500日元／月

2,900日元／月

0～4,200日元／月

数据包月

数据包月Mini

数据包月Mini

数据包月S
（4G手机）／2.5GB

5GB

2GB

1GB

［数据包通信费0.005日元／包］

▪使用时需要设定智能登录，并遵守“Yahoo！Premium使用规定”。

每次
5分钟以内

所有日本国内通话
无限制＊1



■ 加入条件
● 对象机型需使用新Super Bonus（48期分期付款）合同购买。　● 加入［数据包月服务］或［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4G LTE／4G］（不包括数据流量分享子线路）。

■ 对象通信费方案
● 通话基本方案（未签定2年合同）＊3 　● 通话包月Light 方案基本月租费　 ● 白色方案　● 标准方案 　● 移动数据通信费方案  等

■ 优惠适用条件
①使用对象机型满24个月后，第25个月起机型变更为［半价支持 for iPhone／AndroidTM］或［机型变更抢先享活动］的指定机型。 
②机型变更后也应加入［半价优惠 for iPhone/AndroidTM］或［机型变更抢先享活动］。
③应在机型变更次月月末前回收加入时所购机型并完成审核（应符合本公司指定的回收和审核条件）。如所回收的机型不符合审核条件，需要支付20,000日元＊2（不扣税）。分期

付款还款完成的情况，以及回收机型不符合审核条件时用户的分期付款债务低于20,000日元＊2（不扣税）的情况，无法享受本优惠。机型变更时，对象机型尚有其他条件。

C-5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优惠额为从含税总额减去的优惠额。

最 新机 型的 智能手 机可低 至半价 购买的 超值 服 务

最新机型的
机型费用 低至半价

＊

机型费用分期付款
（24期）

与24期相比
每月负担更轻

24期付款次数 24期 24期 48期48期

第2年以后变更机型的情况，
无需支付余款

可分48期付款 无需支付余款

无需支付余款。机型费用分期付款
（48期）

机型费用实际负担额
（48期分期付款已付24期以上）

购买时 第25个月起

通话／数据流量使用费享受24个月优惠
＊1

月月惠付款 示意图

［也可选择48期分期付款（48个月优惠）。］

购买手机时签定［新Super Bonus］合同

＊分48期购买，第25个月后变更机型时，以回收机型，最多无需支付24期费用的活动。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CAMPAIGN

［申请］不需要iPhone/Android半价优惠

中文促销活动

iPhone

4G智能手机

［申请］必须月月惠 iPad

iPhone 4G智能手机

手　机 移动数据通信

平板电脑

1年换机选项：即使1年就变更机型，也无需支付第26个月以后的机型费用。
▪需要支付机型变更后（第14个月～第25个月）的机型费用，不适用月月惠，敬请注意无需等2年，1年也能变更机型！

【半价优惠】＊ 加入放心保证套餐 with AppleCare Services、放心保证套餐、放心保证套餐 Plus 的情况下为 2,000 日元（不扣税）。　【“1 年换机选项”优惠适用条件】▪满足上述适用条件②③的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使用对象机型
满 12 个月，在第 13 个月起至第 24 个月前将机型变更为“半价优惠”或“机型变更抢先享活动”的指定机型。　◯根据分期付款合同条件，需继续支付机型费用直到第 25 个月。　【注意事项】▪加入本活动时所购买的对象机型，在下次机型变
更时由本公司予以回收。▪回收旧机型时，将依据旧物营业法进行本人身份确认。▪使用本优惠可进行机型变更的时间，以申请本活动的申请月作为第 1 个月计算。账单月因用户的结账日而异。▪以下情况，本活动将自动解约。 ①对象机型的
分期付款债务一次性偿还的情况  ②机型变更的情况  ③加入“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保留服务”，变更为家庭数据流量分享或企业数据流量分享的子号码  ④对象费用服务解约或变更为非对象费用服务的情况 ⑤注销或转让手机号码（家庭优惠
名义变更的情况除外）的情况 ▪不可与［一九八优惠］、［智能手机新人惠］、［机型变更抢先享活动］同享。▪下次机型变更时使用本优惠的情况，不可与“以旧换新活动（机型变更）”同享。▪不可与部分其他促销活动、日常活动、优惠同享。▪本
活动可能会不经预告而终止或出现内容变动。▪其他详细条件请浏览本公司另行规定的提供条件书的内容。▪详细内容请洽询 SoftBank 工作人员或浏览 SoftBank 主页。　

【新Super Bonus】▪月月惠终止后仍将继续生效。另外，机型变更时以非新Super Bonus销售价格购买终端的情况，新Super Bonus将解约。▪现在正在用的机型的使用期间未满6个月的情况，原则上不得申请以新Super Bonus销售价格变更
机型／变更合同。▪月月惠并非从购买时的终端货款（含税）中予以优惠。▪月月惠适用期间进行手机的机型变更／解约时，月月惠将于申请这些业务当月的前一个月终止，敬请注意。另外没有月月惠的增额。▪分期金额为对购买时的终端货
款（含税）进行分期并每月支付。▪月月惠的优惠额上限为购买终端时签约的全部或部分分期金额，每月予以优惠。因此即使消费税率发生变动，分期金额和月月惠也不会变动。购买时的终端货款分期付款、白色慈善（Charity White）等服务不
属于月月惠的对象。  ＊3 48期分期付款不可选。

＊1 购买的第2个月至第25个月享受优惠。 ＊2 月月惠的金额因新合同或更换机型时所申请的方案、App Pass的加入状
况而变动。若选择通话基本方案（2年合同/2年合同自由方案）、通话包月方案、通话包月Light方案，未加入数据包月套
餐，且非为家庭数据流量分享的子号码的情况以及部分方案，不适用月月惠。▪分期付款金额及月月惠额、通信费方案、
使用金额因用户而异。▪条件是购买终端时加入数据包月（数据包）服务。月月惠结束前变更或解约数据包月（数据包）
服务，月月惠的折扣及优惠可能会终止。另外没有月月惠的增额。▪购买手机的费用也可以一次性付款。▪另行收取通
用服务费。

数据包月50 GB PLUS
通话基本方案

优惠后的使用金额

手机
分期付款

手机
分期付款

月月惠从通话／数据流量使用费的
含税总额中予以优惠＊2

24个月＊1

■ 对象机型

iPhone XS、iPhone XS Max、iPhone XR、Xperia XZ2、
AQUOS R2、HUAWEI Mate 10 Pro 等

加入活动时的
对象机型

iPhone XS、iPhone XS Max、iPhone XR、Xperia XZ2、
AQUOS R2、HUAWEI Mate 10 Pro 等

机型变更对象机型
（指定机型）

▪最新指定机型请浏览SoftBank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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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

居家优惠

中文促销活动

［申请］必须

与互联网或电力配套 使 用，智能手机 费 用优惠更 超值。

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智能手机费用

1,000日元优惠永久
每月

▪根据对象固定通信服务，第3年以后是否有优惠将有所差异
▪为2018年1月7日以后申请情况下的优惠金额。
▪通过SoftBank光申请加入“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时，应至少加入光BB单元租赁、

Wi-Fi组合包以及白色光电话/光电话（N）＋BB网络电话/BB网络电话中的任一套餐。

SoftBank Air
SoftBank 光

智能手机 互联网

【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 ＊1 3G/4G 手机不属于对象范围。如正在适用部分促销活动，则“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的优惠金额有可能会有所变更。  ＊2 2018年9月6日起不再受理该优惠申请。  ＊3 据MM总研的《宽带线路公司的加入件数
调查（截止2018年3月末）》的结果，该套餐在固定宽带合同数量和ISP市场份额调查中占据第1位。▪对象固定通信服务申请经过180 天后，如果本公司未能确认固定通信服务合同成立（包括顾客在未到180 天时取消的情况，不包括因提供固定通信服务
的公司而取消的情况。），确认固定通信服务的合同签订状况的上一个付款月末结束优惠，在此之前的优惠金额（包括增加的金额）将与智能手机／手机／平板电脑／ Mobile Wi-Fi 路由器电话线的资费合算后收取。▪ 固定通信服务开通确认之前，如果符
合居家优惠 光套件的解除条件，则在上一个付款月月末或相应付款月月末结束优惠，在此之前的优惠金额将与智能手机／手机／平板电脑／Mobile Wi-Fi 路由器电话线的资费合算后收取。▪ 如果正在适用智能手机BB 优惠、居家优惠 光套件、居家优惠 
光套件（Mobile Wi-Fi 路由器特惠），或者过去曾经适用过，则优惠期间将连续计算。另外，如果正在适用从第3年开始的优惠，而且以没有多年优惠的固定通信服务加入了本促销活动，则没有优惠。▪每条固定通信服务电话线可以有最多10条手机（智能
手机、手机、平板电脑、Mobile Wi-Fi 路由器）电话线适用。智能手机BB 优惠、居家优惠 光套件、居家优惠 光套件（Mobile Wi-Fi 路由器特惠）的使用电话线总计最多为10条电话线。▪利用SoftBank网的MVNO不属于优惠对象。▪即使是本促销活动适用后,
如果按照本公司规定的基准判断为不属于适用范围，则取消对相应电话线的特惠。  【关于优惠活动同享】▪家庭数据共享、数据共享PLUS（子号码）等部分服务或活动，不适用于本页所刊登的优惠项目。 ▪ 不能与Pocket WiFi套餐优惠、新Wi-Fi套餐优惠、

“与居家上网的组合优惠  光套件（Mobile Wi-Fi 路由特惠）”同时享受。 ▪ 与家属超值优惠同享的情况下，优先适用优惠额度较大的一方。

移动数据通信

平板电脑

iPhone

iPad

4G智能手机

手　机

■ 关于优惠额

各服务的优惠额度、优惠期间请参照下表。

［数据包月50GB PLUS/数据包月Mini Monster的情况］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对象费用服务（移动通信） 优惠额

SoftBank 光 （包含家庭轻享版）

SoftBank Air

Yahoo! BB ADSL

2年

SoftBank 宽带 ADSL
（Nexyz.BB＊2/Enjoy BB）

使用有线电视线的固话服务

长久

HIKARI de Talk S（电缆线）

NURO 光 电话（电缆线）

Yahoo! BB Value套餐

白色BB

对象固定通信服务 优惠期间

适用条件 适用于在活动期间组套购买居家优惠 光套件的对象费用服务（Mobile通信）以及对象固定通信服务的顾客。
（固定通信服务如果是家属名义的也属于适用对象）

● 居家优惠 光套件

数据包月50GB PLUS
数据包月Mini Monster
数据包月50GB/20 GB/5GB＊2

数据包月mini 2 GB/1 GB＊2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4G LTE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4G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智能手机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MAX for 智能手机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simple智能手机

（iPad专用）基本数据包月套餐 for 4G LTE
（平板电脑专用）基本数据包月套餐 for 4G

4G/LTE数据使用毫无限制Flat/4G数据使用毫无限制Flat＋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
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

上述以外的
费用方案※1

500日元／月

50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1,000日元／月

通话基本方案

SoftBank的特荐网络

超高速居家互联网

■ 每月费用3,800日元（集体住宅）
　 每月费用5,200日元（独栋楼房）▪ 2年自动更新时

■ “Flet's光”的用户，手续更简单

简便居家Wi-Fi

■ 每月费用4,880日元 ▪ 2年自动更新时

■ 无流量限制！ 可居家使用Wi-Fi无限上网

被广泛选用，互联网会员数量No.1 ＊3



C-7

［申请］必须
入会限与购买机型

（新线路合同／机型变更）
同时申请的情况。

【放心保证套餐with AppleCare Services】▪面向iPad的业务因系统维护暂停受理（2018年11月9日）。关于重新受理时间等最新信息，请确认Softbank主页。 ※适用对象为iPhone6以上及iPad mini4以上的机型。＊可在Apple Store、苹果授
权服务商、SoftBank店铺（部分店铺）进行iPhone、iPad的修理。第3年以后前往Apple Store或苹果授权服务商进行修理的情况下，实际费用可能与上述金额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将按照用户承担的金额累计等额的期间固定T积分。▪包括使
用“物损”优惠或“寄送更换”及Apple提供的“快递更换服务”在内，服务适用开始日起每2年最多可享受2次服务（优惠享受记录每2年清零一次）。▪“被盗、丢失的寄送更换”在服务开始日起，每2年最多可享受1次（优惠享受记录每2年清零一次）。
▪使用了以下服务的用户，自上次使用之日起6个月内无法使用同一服务。“全损、被盗、丢失”、“若所用机型已停止维修服务,可特价购买指定机型”▪此处为截止2018年10月9日的价格。当Apple所提供的修理内容和修理价格出现变动时，本
优惠提供的优惠内容及价格可能会有所变动。▪申请入会后、在获得本公司许可并在系统上完成注册之前，如在Apple及苹果授权服务商加入AppleCare+的，则该入会申请为无效。　【期间固定T积分】▪期间固定T积分的累计：须在领取修理/
更换机后90天内办理领取手续。▪期间固定T积分的有效期为180天。▪由于“自然故障”享受免费修理的，不属于累计期间固定T积分的对象。▪不适用修理费用优惠，而以正规收费价格进行修理的，不属于累计期间固定T积分的对象。▪根据
修理诊断结果，全损（毁灭性损坏）的情况可累计上限为30,000日元的期间固定T积分。▪使用寄送更换服务及Apple提供的快递更换服务的，不属于累计期间固定积分T的对象。▪累计期间固定T积分仅限修理费用（含消费税部分），滞延费、技
术费、配件购买费等不属于累计对象。▪企业合同方除外。▪申请累计期间固定T积分需要完成注册Yahoo! JAPAN ID并同意T会员条款等手续。

【放心保证套餐Plus】▪2012 年12 月3 日以前加入放心保证套餐的顾客可享受更换机型特别优惠。☆价格因机型和店铺而异。
＊1 浸水及全损导致的机型故障修理费用及封装破损不适用。 ＊2 使用下列服务的顾客从上次使用开始6 个月以内不能再使用同一服务。 ○浸水和全损保证服务　○寄送更换服务　○被盗・丢失保证服务（SoftBank售后服务、全无忧套餐的
被盗和全损保证服务、放心保证套餐with AppleCare Services的被盗丢失的配送更换）▪使用本服务后，6 个月以内如发生浸水、全损、失窃及遗失等情况，则与通常的更换机型一样。 ＊3 有时会因库存情况而无法选择同一机型或需要变更通
信费方案及选项服务合同。 ＊4 修理过程中需要更换封装时，将另行收取破损保证服务的修理费用。 ＊5 修理对象仅为手机本身。“浸水·全损”的判断由本公司进行。判断为不属于对象范围时，可能会不加修理即退回。 ＊6 浸水／破损的手机，
无论能否恢复数据，都将进行废弃处理。▪“委托恢复数据的（浸水/破损）手机”与“储存所恢复数据用的手机”2部手机需寄存约1周时间（可租用备用机）。不包含iPad。▪正在用的手机浸水，请不要开机，将电池从手机上取下，送到SoftBank店
铺。▪根据机型可能无法受理。 ＊7 可以单独加入［月使用费：500日元（加入当月免费）］。 ＊8 对象机型为2016年4月后生产的智能手机。 ＊9 可能因电池组库存不足而出现寄送延迟的情况。销售开始日起算3年后的提供对象机型，随着
SoftBank库存减少，将逐渐不在属于本服务对象。 ＊10 电池组的申请期间为发生免费提供权利后的1年。申请受理后，将寄送到账单地址、签约方地址或任意收货地址的任一地址。不含电池组的机型（部分数据通信终端等）不属于优惠适用对
象。　【浸水和全损保证服务】▪全损或浸水的机型将有店铺予以回收。▪按照浸水和全损保证服务或失窃和遗失保证服务更换机型的情况，将对旧机型通信服务的使用加以限制。　【失窃和遗失保证服务】▪需要提供可信资料（被盗证明、遗
失证明等）。

■ 其他服务
● 存储数据恢复支持＊6　● 支持所有手机故障＊7　● 被盗、丢失时的寄送更换　● 结束受理修理机型优惠

・此外2年内还可享受Apple提供的技术支持及快递更换服务。

■ 其他服务
● 存储数据恢复支持＊6　● 在线接待修理　优惠服务　● 被盗・丢失保证服务＊2＊3＊7

● 电池包免费服务＊9＊10 或内置电池更换修理优惠服务　● 结束受理修理机型优惠　
•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据通信的客户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放心保证套餐“（月使用费：500日元，无手机全面支持）。

OPTIONAL SERVICES

保证服务

中文可选服务

移动数据通信

平板电脑

4G智能手机

手　机

iPhone

iPad

iPhone用户

● 放心保证套餐 with AppleCare Services ［月使用费］ iPhone XS、iPhone XS Max、iPhone X: 1,160日元／月、其它iPhone※: 830日元／月
其它iPad※: 700日元／月

或

自然 故 障 ＊

自然故障
电池损耗导致的

维修

免 费

屏幕修理＊

液晶屏破损导致的修理

全损的情况除外。

不属于累计T积分的对象。

其他修理＊

浸水・破损、其他修理
寄送更换

一般为1～2天寄送更换机

3,400円iPhoneiPhone

4,400円iPadiPad
︵
含
税
︶

11,800円iPhoneiPhone

4,400円iPadiPad
（
含
税
）

11,800円iPhoneiPhone

4,400円iPadiPad
︵
含
税
︶

物 损（ 过 失 或 事 故导 致 故 障）

加入服务一直安心！
2年内享受AppleCare Services、
第3年以后也能继续享受SoftBank的
保证服务。

第1年 第2年
第3年以后也
一直安心！

（保证期间）

■ 修理费累积全额期间固定T积分★　带有该标识的服务为对象！ ➡ ★只有Yahoo! Shopping等规定的Yahoo! JAPAN服务、LOHACO、GYAO! 才能使用。
累计日期与有效期限等不同于普通T积分。

● 放心保证套餐Plus ［月使用费］ 650日元／月

4G智能手机／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据通信的用户

累计全额
期间固定T积分★

累计全额
期间固定T积分★

累计全额
期间固定T积分★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更 换 支 持 所有手 机 故 障 ＊7

0800-111-7638
【通话费：免费/受理时间：9:00～20:00（全年无休）】

修 理

故障保证＊1

服务 免费

以特别费用为您修理各类故障 1～2天左右更换机即可送达
（离岛、部分地区除外）

支持所有手机故障类型

浸水・全损保证
服务＊2＊3＊4＊5 5,000日元

破损保证
服务 1,500日元

换成相同机型或本公司指定机型

按会员价格☆变更机型或

寄送更换＊2＊3

7,500日元

（故障保证服务、破损保证服务的情况）

仅限4G智能手机＊8

新品
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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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必须
入会限与购买机型

（新线路合同／机型变更）
同时申请的情况。※1

【iPhone基本套餐】【智能手机基本套餐】▪部分终端可能无法使用该服务。▪根据使用情况会产生月使用费以外的通信费。 ＊1 与USIM个别合同同时申请的情况下也可加入。 ＊2  机型变更时从以下服务进行变更或继续使用以下服务的情
况不属于对象范围。［iPhone基本套餐、智能手机基本套餐、手机基本套餐、手机基本套餐for 4G手机、安心家庭手机基本套餐］免费期间结束后每月收取500日元使用费。1个月免费优惠期间为从申请日起算直到下个月申请日的前一天。 
＊3 监测危险邮件的功能支持iOS11.0以后的版本。 ＊4 App内收费。 ＊5 文字显示的内容可能与实际语音信箱信息（音频）的内容不一致。 【语音信箱 PLUS】▪ 使用通话基本方案/智能手机毫无限制/智能手机毫无限制Light享受语音信箱服
务时，需申请“基本套餐”或“语音信箱PLUS”。  【位置导航】▪可被搜索仅限对象机型。▪转让或继承时，转让或继承的原用户的位置信息相关设置将全部删除。

OPTIONAL SERVICES

安全服务

中文可选服务

手　机

平板电脑

iPhone

4G智能手机

封 锁 骚 扰电话 安全检查器 Internet Sagiwall

监控使用公共Wi-Fi时的危险

防止个人信息泄漏

专用App
通常350日元／月

（含税）＊4

使用互联网时

防止网络诈骗危险网站

专用App
通常120日元／月

（含税）＊4

● iPhone基本套餐

● 智能手机基本套餐

根据警方提供的骚扰
电话号码进行核对。

Smar t s e cur it y
powered by McAfee ®封锁骚扰电话

屏蔽潜入App、添加文件的

病毒
检测骚扰推销或诈骗邮件等

危险电话和邮件＊3

新加入用户可享1个月免费＊2

1,600日元／月 ➡

检测骚扰推销或诈骗邮件等

危险电话和邮件＊3

专用App
［通常300日元／月］

专用App
［通常300日元／月］

专用App
［通常300日元／月］

■ 其他服务
● 遗失手机搜寻服务［iPhone基本套餐的限定服务］
● 语音信箱Plus［通常300日元／月］
● 位置导航［通常200日元／月］［搜索使用费5日元／次］
● 监控地图 　　　　　
● 通话中来电［通常200日元／月］
● 群组通话［通常200日元／月］　
● 超过一定金额后停用服务［通常100日元／月］

可从专用页面简单下载。

专用App

专用App

统一设置
完成后
点击基本套餐图标。

未完成统一设置，
扫描二维码访问。

■ 其他服务
● Internet SagiWall 
● 遗失手机搜寻服务［智能手机基本套餐的限定服务］
● 位置导航［通常200日元／月］［搜索使用费5日元／次］　
● 监控地图 
● 放心遥控锁定［智能手机基本套餐的限定服务］★
● 通话中来电［通常200日元／月］
● 群组通话［通常200日元／月］★
● 超过一定金额后停用服务［通常100日元／月］
・对平板电脑的保修提供“安心安全套餐”。

专用App可从专用页面简单下载。

点击预先安装
基本套餐图标。

没有预先安装
基本套餐图标，
扫描二维码访问。

新加入用户可享1个月免费＊2

1,735日元／月 ➡ ［月使用费］ 500日元／月

［月使用费］ 500日元／月

基本套餐

基本套餐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所标价格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不含税价格

专用App

专用App

专用App

使用Nexus 6P、Android One S3的用户，
无法享受带★的服务。

根据警方提供的骚扰
电话号码进行核对。

特荐

特荐

语音信箱 PLUSupdate

可将语音信箱的消息

转换为文字信息进行阅读，
非常方便＊5

专用App
［通常300日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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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漫游手机（GSM与3G双网均可使用的手机）的情况。
▪全球漫游手机（3G区专用）不可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适用。
▪对象机型请浏览SoftBank主页。
▪如为不支持全球漫游手机服务的机型，通过将USIM卡插入支持全球漫游手机服务的机型中，在海外也可使用日本国内所用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iPhone除外）。

涵盖日本人99.8%以上☆的出境目的地！
所使用的SoftBank手机

可在世界各国地区使用

在海外使用的部分，包括SoftBank国际通话、国际SMS不属于日本国内费用方案及免费通话、各类定额服务（包括数据
包使用毫无限制等包月服务）、优惠服务（月月惠除外）的对象范围（享受美国通话全包时除外）。

LTE国际漫游可在
121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美 国 通 话毫 无 限 制 及
海 外 数 据 包使 用毫 无 限 制
也可 享受 超 高 速 通 讯！

美国通话毫无限制

【国际长途电话】▪根据当地通信运营商的政策，即使未接通也有时可能会产生通话费。  【国际短信 (SMS)】※费用根据所发送字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每条100～1,000日元（相当于全角70～670字）］。 ▪ 根据接收方的手机运营商或机型，可发
送的容量有所不同。 ▪ 即使对方未收到短信 (SMS)，也可能会产生费用。 ▪ 部分接收方的通信运营商可能无法支持发送国际短信 (SMS)。

在海外使用的部分，包括SoftBank国际长途电话、国际短信(SMS)均不属于日本国内费用方案及免费通话、各类定额服务（包括数据包月使用毫无限制等包月服务）、优惠服务（月月惠除外）的对象范围（享受美国通话全包时除外）。

【在目的地的通话费和通信费】▪以下情况下将产生通话费、通信费。◯在海外拨打、接听（需支付接听费）　◯用iPhone发送SMS（超过70个字符、134个字符以内做为2条，此后每67个字符为1条，收取相应通信费）▪在海外下载内容的情况，通
信费将很昂贵，敬请注意。▪即使未能接通对方，因海外通信运营商的情况等，可能出现依然产生通话费的情况。▪从海外上网的情况，根据海外网络状况，可能出现无法正常下载或实时播放的情况。▪根据机型，可能存在初始设置为S！短信

（MMS）自动［接收全部］。这样会导致通信费昂贵，请变更设置为［手动接收］，仅接收所需的短信。iPhone的MMS为自动接受全部。这样会导致通信费昂贵，请变更［MMS短信］的设置（打开／关闭）。
▪存在应用程序自动通信、无意产生通信费的情况。因此未适用数据通信时请关闭“移动数据通信”。【美国通话毫无限制】＊1 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的部分地区、关岛、塞班岛除外。 ＊2 使用非Sprint网络，需支支付全球漫游手机的通话费／通
信费。请确认已连接［Sprint］再使用。▪仅在［运营商］为［自动选择］的情况下连接Sprint。因网络状况可能出现无法连接Sprint的情况。▪存活动截止的期限将在SoftBank主页进行公布。另外，可能在无预告情况下变更活动内容，最新信息请
参考SoftBank主页。▪与日本和美国通话毫无限制对象区域以外地区的通话不属于对象范围。

海外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

INTERNATIONAL SERVICE

［申请］必须

［申请］不需要
［上网费］必须

［服务使用费］免费（通常 980 日元／月）
［申请］服务开始纪念促销活动期间无需申请☆

全球漫游手机

中文国际服务

无需申请，只需连接数据漫游即可。

在海外也能以最高2,980日元／天的定额费用浏览邮件和网络更放心！

至25MB

超过25MB

0日元～51,199日元

51,200日元～

适用前iPhone、iPad、智能手机、4G手机

使用字节数（最多） 海外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

适用后

0円～1,980日元／天

2,980日元／天

1个便能轻松设置的支持App
［对象机型］

iPhone、iPad、智能手机
［价格］免费
（下载App需要支付通讯费。）

［上网费］必须

美国国内
出国到美国期间
Sprint 网络
支持机型用户

美国国内
出国到美国期间
使用日本各家服务商手机
的用户

日本
日本各家服务商的
手机／固定电话
用户

美国国内
美国的手机／
固定电话
用户

其他国家
日本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或
地区的手机／固定电话
用户

● 支持机型　iPhone／ iPad ／智能手机／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据通信

● 对象区域　 美国本土、夏威夷、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美属）＊1　● 支持机型　iPhone 6 以后的iPhone／iPad Air 2 以后的iPad

● 海外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App
● 费用　  不是按照目的地国家的当地时间，而是按照日本时间（0：00～23：59）为一天作为标准进行收费。

从日本国内拨打美国的手机和固定电话的情况，不属于［美国通话毫无限制］的对象范围。

［申请］不需要
［月使用费］免费国际长途电话・国际短信 (SMS)

可以从日本国内向海外拨打电话、发送短信（SMS）。

从日本国内拨打美国的手机和
固定电话的情况 39日元／30秒

● 从日本国内向海外拨打国际电话时的通话费

从日本向海外通信运营商的手机发送
信息的情况（相当于全角70字符） 100日元※／条

● 从日本向海外发送国际短信（SMS）的费用

通话・
短信 免费＊2 通话・

短信 免费＊2

通话 210日元／分钟

短信 免费＊2

通话・
短信 免费＊2

可免费＊2从美国与美国国内＊1和日本通话、发送SMS、进行数据通讯！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国际服务费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非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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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向现在签约的手机运营商申请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
请联系现在所用的手机运营商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预约窗口，领取“MNP预约号码”。
非以下手机运营商的手机运营商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预约号码窗口请确认各家公司主页。

接待时间 9：00～21：30

My docomo从

登录 ▶
docomo在线办理 ▶

接待时间 9：00～21：30

EZ web从

TOP ▶ 
au用户支持 ▶
申请／变更▶

（手机）

接待时间 9：00～21：30

从 My Y!mobile 从 My Y!mobile

TOP ▶ 签约内容的确认与变更
▶手机移动号码携带（MNP）

预约相关手续 ▶

（智能手机・电脑）
（https://my.ymobile.jp/muc/d/top）

TOP ▶ 
费用・各类申请 ▶

MNP预约 ▶ 
MNP预约申请 ▶

（手机）

从手机、
普通电话拨打

从网站访问

NTT docomo au／冲绳Cellular

从普通电话拨打 0120-800-000
151

从NTT docomo的手机拨打

接待时间 9：00～20：00

0077-75470

接待时间 9：00～20：00

从普通电话拨打 0120-921-156
116

从Y!mobile的电话拨打

接待时间9：00～20：00

STEP 2 ［MNP预约号码※］请持［现在正签约手机的账单］，前往SoftBank经销店、SoftBank网店。　　　　　
申请时所需资料请参考C-12的［申请时所需资料］栏。

★从Y!mobilePHS（包括Dual PHS）转到SoftBank的情况，Y!mobile的电子邮箱地址可以在SoftBank沿用。2014年7月31日以前通过原Emobile加入的用户请确认SoftBank主页。 ＊［MNP预约号码］的有效期包括预约当天在内为15天。　
【使用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时的注意事项】▪无法沿用现在签约手机运营商所发行的电子邮箱地址。▪现在签约手机运营商所提供的服务（费用套餐、优惠服务等）都随着解约而终止。▪可能出现无法沿用内容运营商提供的内容及电子

货币等的情况。▪全年签有合同等优惠服务的情况，随着解约可能会另外产生费用。▪需要使用变更后手机运营商发售的手机。▪根据用户的签约状态等，可能出现无法通过电话或手机网络预约的情况（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预约条件按
照各家公司规定）。▪转出MNP，需要支付3000日元的MNP转出手续费［通过不含购买手机的合同、Simple Style、智能一次性合同、守护手机合同新加入的情况，签约后下下个账单月月末（Simple Style为签约后下下个月月末）前的MNP转出
手续费为5,000日元］。

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
相关垂询

■ 措施①
与警察机构联手，强化本人确认。

［本人确认资料原件审核］签约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向警察机构等提供信息］为切实做好本人确认，需要对受理合同时所出示的驾驶证等内容进行确认的情

况，可能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警察机构等。

▪伪造和窜改证明合同签订人本人身份的证件，并将这些证件用于申请手机，或擅自使用别人的名义进行
申请，都是触犯伪造文件罪（刑法第155 条）和诈骗罪（刑法第246 条）的犯罪行为。▪申请手机时虚报本人特
定事项（姓名、地址、出生日期），擅自转让自己名义的手机，转让和接收转让别人名义的手机，都属于触犯手
机不正当使用防止法的犯罪行为。

SoftBank株式会社・警察厅・都道府县警察

■ 措施②
有时会限制使用手机／数据通信终端的3G 通信服务／ 4G LTE ／ 4G 通信服务。
为了防止使用伪造资料等非法签约的手机／数据通讯终端被用于［汇款诈骗］等犯罪，可能会对符合以下项目的手机／使用数据
通讯终端的3G通讯服务／4G LTE／4G通讯服务的使用加以限制。
①通过盗窃（被盗）或诈骗等犯罪行为等其他违反法律行为（违反手机非法使用防止法、文书伪造等）非法取得的情况 ②申请书上所填内容（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包含虚
假事项的情况 ③本公司的账单等邮件无法寄送到合同申请书上所填联系地址的情况 ④无法履行货款债务（包括垫付的分期付款债务）,或极可能无法履行的情况，以及加入
各种放心保证套餐服务的手机且属于浸水和全损保证服务或失窃和遗失保证服务对象的旧手机（包括SoftBank店铺回收的手机）▪非正规经销店（拍卖、二手市场等）所购
手机，可能包含非法取得的手机，因此可能被列为使用限制的对象。手机一旦受到使用限制，不会解除该使用限制，敬请注意。

为保证向用户提供高品质服务

＊按认证注册范围。
FS88187/ISO9001:2015

随着通用服务制度的实施，要求使用SoftBank 手机的客户负担“通
用服务费”。

取得ISO9001：2015（QMS）认证
本公司的手机设备＊市场品质管理取得了品质管理体系国际标准
ISO9001的认证，并将继续开展品质改善活动。

关于［通用服务费］

保留原号码转到SoftBank服务

关于防止手机非法合同

访　问

详细内容及手机的
网络使用限制相关确认
点击这里

www.softbank.jp/mobile/
support/3g/restriction/

▪通用服务制度是指为构建保证全国每家每户都能够公平和顺利地使用NTT 东日本公司和NTT 西日本公司提
供的通用服务（固定电话、公用电话、紧急通报等国民生活必不可缺的电话服务）的环境，由所有的电信公司按比
例负担必要费用的一种制度。▪电信公司按照每个电话号码负担的费用款额（号码单价），由通用服务的后援机
构社团法人电气通信运营商协会每隔半年修订一次，因此，客户支付的费用可能会随修订的内容而变化。此外，
顾客负担金额（通用服务费）等本制度的详情请参阅SoftBank 主页。

移动号码携带（MNP）业务垂询窗口（免费）［受理时间］9：00～20：00
从SoftBank手机拨打：＊5533　一般电话拨打：0800-100-5533 ▪请注意不要拨错电话。

所刊登的费用和优惠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SoftBank主页。（仅提供日语版本） 所标价格为不含税价格

Y!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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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LTE服务扩大及部分3G服务终止
为有效利用频率提供品质稳定且舒适的通信服务，1.7GHz频段額LTE服务将依次扩大。1.7GHz频段 3G服务将于2018年1月最后一天（2018年1月2月1日 凌晨0点）终止服务。详细内容请点击
这里 ▶ http://www.softbank.jp/mobile/network/1500-1700mhz/

INFORMATION 中文资　讯

■ 关于数据包使用限制 ▪本内容可能不经预告而出现变动，敬请知悉。
1. 为确保通信品质和使用网络的公平性，对某一期间内进行大量通信的使用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的部分客户，可能会限制通信速度。不过，不会切断通信。

■ 关于售后服务
▪保证：所购买的手机主体、充电器类带有保修卡。请确认［经销店］已在保修卡上填写有［购买日期］，仔细阅读内容后妥善保管。▪保证期间：购买日起1年（租赁合同的情况无保修卡）。▪所购商品：如无操作上的问题，仅限保证期间内的故障
提供免费修理服务。超过保证期间的修理均需收费。

■ 关于内容的使用
▪2010年12月1日起，一定期间内产生高额或高频率内容信息费扣款的情况，可能会限制购买新内容。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用户的3G通信服务／4G LTE／4G通信服务被停止使用或临时中断使用的情况，本公司规定期间结束后，将停止对使
用中的信息服务扣除或收取内容信息费。使用停止解除后继续使用该信息服务的情况，需要再次办理该信息服务使用手续。这种情况下，根据信息服务，使用停止前在内容合作方服务器上注册的信息可能会出现丢失。

■ 关于SoftBank的USIM卡
▪USIM卡是记录电话号码等的IC芯片，使用费用的账单根据USIM卡的电话号码出具。USIM卡插入其他手机中也可以使用，因此手机（插有USIM卡）被盗、丢失的情况，无论是哪款手机（日本国内专用／全球通手机），都请迅速联系［丢失・故障
受理］窗口，务必办理紧急停机手续。▪根据机型，USIM卡可以记录的信息有所不同。因机型变更等，将USIM卡插入其他手机的情况，可能出现无法正确显示USIM卡内电话本（联系人）的情况。▪USIM卡的所有权归本公司所有。解约等时，请将
USIM卡还给本公司。

■ 即使使用了数据( 数据包) 包月服务，也会有部分通信不属于包月费的对象，敬请注意。
【不属于包月费对象的通信】▪ 使用部分机型（705NK 等）的功能时　▪手机通过USB 电缆等连接到电脑等时　▪ 使用Access Internet(数据包)方式上网产生的费用　▪ 使用SoftBank Connect Card 的移动数据通信　▪ 在海外使用时的通信费（美国通

话毫无限制适用时除外）　▪ 国际SMS　▪ 国际S! 彩信（MMS）　▪ 短信（SMS）　▪ 通话　▪可视电话通信  ▪ 在数据包通信费可能会达到高额的月份中途，为使顾客能及时了解情况，在超过本公司规定的金额时，将向顾客发送短信（SMS）通知。

■ 为了让顾客放心使用
◎驾驶车辆过程中请勿使用手机，否则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医院、研究所等禁止使用手机的场合，请关闭电源，否则可能会对医疗器械等产生影响。◎混杂的场所请注意关闭电源。◎电车中请注意不要影响周围人。乘坐新干线时如需使用
手机，请至车厢连接处等处，避免影响他人。◎餐厅等安静的场所请注意声量大小。　【致使用心脏起搏器等医疗机器的客户】如果安装了植入式心脏起搏器及植入式心脏转复除颤器，请在离开心脏起搏器等医疗机器安装部位22cm以上的地
方携带或使用。带有电源自动ON/OFF功能的机型请特别注意。　【关于在手机、PHS 运营商之间交换客户信息】在手机、PHS 运营商之间交换解除合同后拖欠资费的客户、因发送垃圾邮件等行为而受到使用停止处理的客户、不配合警察要求
进行的本人确认而受到使用停止处理的客户的信息。这类信息将用于接受合同申请时的加入审查，所以根据拖欠资费的情况，可能会被拒绝接受申请。　【关于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定】SoftBank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保护个人信
息法（2003 年法律第57 号）”，以本公司收集和使用的所有个人信息为对象，制定并公开了有关使用和处理个人信息的方针（以下简称“隐私保护政策”。）本公司承诺遵循该隐私保护
政策，更安全、更正确地使用客户信息等所有个人信息。详细内容请浏览SoftBank主页。

■ 关于终端的使用
▪ 请勿在水、汗、潮湿、水蒸气、灰尘、油烟等较多的场所使用或设置在这些场所。否则，可能会发生故障、火灾、触电等事故。下列情况将会造成浸水故障，敬请注意。 ・放在口袋里，受到汗水湿润。 ・ 用潮湿的手操作。 ・ 在雨中操作。 ・ 与潮湿物体
一起放到拎包里。 ・ 放置在潮湿的桌子上。 ・ 在容易潮湿的场所使用（休闲娱乐・洗澡等）。 ・ 掉落到抽水马桶里。 ・ 掉落到水坑、河流里。 ・ 掉落到洗衣机里。 ・ 掉落到浴缸里。 ▪SoftBank手机利用电波进行通信，因此若是电波传送不到的地方

（隧道·地下·山区等），即使在服务区内也无法拨打和接收电话。另外，在屋内·建筑遮挡区域·洼地及提包中等电波状况不良的地方也可能无法拨打和接收电话。如果在通话时移动到这样的地方，通话可能会中途切断。 ▪SoftBank手机为数字
通信方式，其特性是在电波变弱时也维持较高的通话质量，直到电波弱到极限为止。因此，一旦电波在通话时超过了该极限，通话有可能被突然切断。▪SoftBank手机具有较高的保密性，但由于是利用电波通信，所以不能保证绝对不会被窃
听。使用时请充分注意。 ▪如果同时使用助听器和SoftBank手机，则有可能混入杂音。 ▪如果在电视、收音机、电话机附近或者在汽车音响附近使用SoftBank手机，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噪音），请注意。 ▪由于商品发生故障、误动作、或者电池
没电等外部原因而在通话时丧失了机会，由此产生的损失等附加补偿，本公司概不负责。▪智能手机是类似电脑的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动作异常缓慢、画面不动等认为是故障的情况，重新开机或复原／恢复到出厂状态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请尝试看看。为了避免因意料外的问题等导致重要数据丢失，建议定期进行数据备份。▪ 请您自己将SoftBank手机、USIM卡中登录的信息加以记录并保管。万一发生登录信息内容消失的情况，本公司概不负责。▪ 如果因为客户的原因
而解除合同，签合同手续费及商品货款等将无法退还。

使用注意事项

■ 关于充电

充电端子部分潮湿的状态、
带有异物状态下请勿充电

请勿在不散热的地方充电或
长时间使用

充电端子部分
弯曲的状态下请勿充电

危险！
沾水充电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使用方法错误，可能会导致经常发热、烧坏、
受伤等意料外的事故，非常危险。

＜SoftBank 4G ／ SoftBank 4G LTE 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通信费方案的通信限制实施条件＞

数据包月50 GB PLUS 当本公司判断在一定期限内持续进行的大量通信属于机械性通信时，可能会限制通信速度。

费用套餐 说 明

费用套餐 数据（数据包）通信量 限制期间

▪以上内容及对象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通信费方案有可能变更。【移动数据通信方案附属地区以外】可通过在线费用介绍或书面付款单进行确认。当月付款单的“通信费 数据包”一栏的明细中所记载的数据包数合计（但不包括“手机Wi-Fi”
的数据包数）可能会以在各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中超过以上数据包数的数目为对象。

【移动数据通信方案附属地区】请参考以下内容。看视频（1,024Kbps、5 分钟）大约30 万数据包（38MB）、音乐数据（128Kbps、4分钟）大约3万数据包（大约3.8MB）
【简易风格专用数据包包月服务】 ▪以使用3G 通信服务为前提。▪1 个月是指每月1 号～月末，与数据包包月服务各方案的申请时期无关。▪月内数据包通信量是指月内累计数据包数，与方案的种类无关。▪实施期间的前月月初用SMS 通知

通信控制对象顾客。

＊ 针对2013年9月19日前购买了iPhone 5、使用4G LTE定额套餐（超过7GB的情况无通信速度限制）的用户。另外，该线路绑定选项解除后无通信速度限制使用的情况也属于对象范围。

＜3G 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通信费方案的通信限制实施条件＞

数据包月（3G智能手机）、PC 上网浏览（包括PC 邮件）、PC Site Direct（X 
系列专用）、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智能手
机、简易风格专用数据包包月服务（2 天方案／ 7 天方案／ 30 天方案）、其
他各种数据（数据包）包月服务

数据使用毫无限制、数据使用毫无限制for ULTRA SPEED、数据使用毫无
限制Flat for ULTRA SPEED

过去3天约3GB以上 使用约3GB以上的当天早上6点到24点

数据流量使用毫无限制副线路：每24小时的数据通信量约366MB以上 当天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2点

数据包使用毫无限制flat for 4G LTE＊ 过去3天约3GB以上 使用约3GB以上的当天早上6点到24点

费用套餐 数据（数据包）通信量 限制期间

2. 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好的网络品质，会对每次通信的流量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积累。另外，在下列通信中，可能会进行通信控制。

▪ 使用上述内容和服务等时，可能会进行通信速度控制和文件优化处理（优化处理的数据可能无法复原）。不过，不会切断通信。▪ 其他数据包通信时，在最优化文件可在手机上复原等对顾客通信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各种文
件进行最优化。▪ 数据包通信时，无法在内容中表示的部分数据如果对通常的视听及阅览没有影响，则可能会在下载时省略。另外，被省略的数据无法复原。▪ 数据包通信以外的通信（SoftBank 提供的音频通话和可视电话、Wi-Fi通信等）不属
于控制对象。

＜使用时会有所限制的内容及服务＞
对 象 说 明

使用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的通信

有大量数据通信或长时间连接的数据包通信

这是一种将音频通话和视频电话变换成数据包信号，通过数据通信实现的服务

部分视频、图像等 MPEG、AVI、MOV格式等的视频文件、BMP、JPEG、GIF格式等的图片文件

浏览视频、浏览高画质图像、有长时间连接的网站、应用程序等

■关于手机的使用
▪将手机或电池包放入拎包中携带时，如果放入钥匙·打火机·项链等金属物品，可能会接触电池的端子导致短路、电池损坏或金属物体高温，非常危险。请充分留意，或放入专用盒子、或避免和金属物体一起放置。
▪请勿拆解或改造。否则会造成发热・起火・破损。 ▪请使用专用的电池包或充电器等配件。如果使用非指定配件，将成为发热・起火・破损的原因。 ▪发生故障时请停止使用并立即请人修理。 ▪ 手机在使用中或充电
中冒烟或发出恶臭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致电“丢失·故障受理”热线。（使用SoftBank手机拨打：113、使用普通电话拨打：0800-919-0113）。

危险！ 
充电时的撞击



本人确认资料
2 法定代理人

（监护人等）
的本人确认资料

4

▪办理转让继承手续时必须取得本公司（您加入的移动音频通信运营商）的同意。▪“手机不正当使用防止法”禁止办理未经加入的移动音频通信运营商同意的转让继承手续，违者将受到处罚。▪签订合同时可能会收取押金。【每件合同10万日元（不含税）以
内，不付利息】另外，解除合同并退还押金时，如有必须支付的资费，将会从押金中扣除。▪对于收到的证明，有可能向发行方确认内容的真实性。▪合同申请书中填写的内容（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存在虚构或因合同申请书中填写的内容不全等原因造
成本公司的付款通知单等邮件不能寄达时，可能会停机并解除合同。▪可能会与记载的联系人或合同签订人进行确认。▪从申请到银行账户转账手续结束大约需要1～2个月。在此期间，麻烦您用付款通知单上随附的汇款单，前往付款通知单背面记载的金融
机关、便利店或邮局窗口支付。▪本公司一旦发现通过盗窃或诈骗等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违反手机不正当使用防治法、伪造文件等）不正当获得手机/数据通信终端时，或者不履行手机购买债务（包括为他人垫付的分期付款债务），或该可能性较大时，可能
会限制该手机/数据通信终端使用3G通信服务/4G LTE/4G通信服务。▪根据审查结果，有可能会不受理申请3G通信服务合同/4G LTE/4G通信服务合同/卫星电话以及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同。▪ 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
同中，每部手机仅限3G通信服务合同/4G LTE/4G通信服务合同/卫星电话中的任意3项。并且，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同中即便未满3个项目，根据审查结果，有可能无法再签订新的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同。▪为了确认
使用人的信息，会随时要求提供使用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还望配合。▪ 登载内容为2018年11月5日的信息。内容可能会有所变更。

申请时所需资料
新加入时，除了机型费用之外，还需另外支付事务手续费3,000日元。手续费需与使用费一并支付。新加 入 时

個人の
お客さま

未成年
用户

法人
用户

个人
用户

P.48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運転免許証 日本パスポート

身体障害者手帳 療育手帳
精神障害者
保健福祉手帳

個人番号カード 健康保険証

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

補助書類

補助書類

通帳 印鑑 機種代金 カタログ

在留カード 特別永住者証明書外国パスポート使用信用卡时 使用存款帐户转帐时
1

签约人本人名义的现金卡或存折签约人本人名义的信用卡

or或

本人确认资料
2

印章

・如果使用存款帐户转帐，
需提供金融机关申报章

3

使用信用卡时 使用存款帐户转帐时
1

本人（或家人）名义的现金卡或存折本人（或家人）名义的信用卡

▪原则上，12周岁～16周岁以下者，申请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者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同时，需要提供法定监护人名义的信用卡、现金卡或存折。

印章

・ 如果使用存款帐户转帐，
需提供金融机关申报章

or或

2 3
法定代理人

同意书

5

下述　 ～　 任一项A F

下述　 ～　 任一项A F

下述　 ～　 任一项A F

下述　 ～　 任一项A F

法人确认文件
（任一项一份）

2
来店者

本人确认资料

4
使用信用卡时 使用存款帐户转帐时

1

法人用户名义的存折法人用户名义的信用卡

印章

・法人章
・如果使用存款帐户转帐，
需提供金融机关申报章※均需使用发行日起3个月内的资料

或

2 3

・ 员工证
・ 名片
・ 记载有工作单位的
健康保险证

5

・登记簿复（抄）本
・现在（履历）事项证明书
・印章登记证明

A F

A E F

A F

机型变更时，除了机型费用之外，还需另外支付事务手续费3,000日元。手续费需与使用费一并支付。机 型 变 更 时

法人用户 法人章（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时）+来店者的本人确认资料（下述　　～　　任一项）+来店者的在籍确认资料+使用中的机型（含USIM卡）

个人用户/未成年用户 本人确认资料（下述　　～　　任一项）+使用中的机型（含USIM卡）

根据“手机不正当使用防止法”，签订合同时需确认下述　　～　　（外国人士为　　）任一项确认资料。■ 本人确认资料
请务必准备原件。不受理预先复印好的资料。用户提交或复印的资料，不用于申请者本人身份确认之外的用途。根据申请内容，有时需要请您准备除了下述之外或者下表内记载的多个证明文件。

■ 辅助资料
●发行日起3个月以内的住民票记载事项证明书（原本）、公共费用发票（电费・城市燃气费・自来水费等）、政府发行的印刷物（纳税通知书等）
●记载有现住址

个人编号卡
（My Number Card）

健康保险证
＋

辅助资料

在留卡＋外国护照
或

特別永住者证明

外
籍
人
士

●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发行（国际驾驶证除外）　●在有效期内　●记载有现住址
▪记载住址如有变更，需提供辅助资料。

●在有效期内　●记载有现住址
▪ 记载住址如有变更，需提供辅助资料。

●在有效期内　●记载有现住址
▪ 记载住址如有变更，需提供辅助资料。
▪ My Number Card的通知卡不可作为本人确认资料受理（也不可作为辅助资料受理）。

▪ 机型变更时无需辅助资料。

●社会保险证、国民健康保险证、共济组合员证、自卫官诊疗证、船员保险被保险者证、
国民健康保险退休保险者证、护理保险者证、老人医疗领受者证、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任一项均可
●在有效期内　●记载有现住址

残疾人手册 
或 残疾儿童手册 

或 精神病患者保健福利手册
▪ 记载住址如有变更，需提供辅助资料。
●记载了发行日 或在有效期内　●记载有现住址　●有证件照

▪ 如果记载住址和现住址不同或者无住址记载，需要另行提供辅助资料。　▪ 在留资格为“无资格”者无法申请。
▪ 如果在留期限不满足本公司基准，无法签订新Super Bonus/智能手机一次性合同。
▪ 如果在留资格为“一般永住者”，则无需外国护照。
▪ 如果在机型变更时提供了在留卡，则无需外国护照。

●在有效期内　●记载有现住址

A

B

C

D

E

F

驾驶证

日本护照

+

/ /

+ /

来店者的
在籍确认资料
（任一项一份）

出了上述资料外，需要提供家属关系确认资料。申请 家 族 优 惠 服 务 时

▪ 新增已加入的面向家属的优惠服务时，将比照家属优惠服务组内任一签约成员的注册信息。▪通过 “住民票记载事项证明书”或“与同性配偶关系的证明资料”可以确认家庭关系的情况也予
以受理。▪ 根据本公司的审查标准，部分人员可能无法加入面向家属的服务。

代表签约人的本人确认资料1

上述　　～　　的任一项A F

面向家属的优惠服务加入者的本人确认资料

上述　　～　　的任一项A F

2
家 属

（父母等人数无限制・可不同住址）
或

（同一住址・可不同姓）

INFORMATION 中文资　讯

账户划款者（存款账户转账、邮政银行汇款）
［需要准备的资料］签约人本人名义的现金卡、或存折、金融机关申报章

＊部分店铺、部分金融机关可能无法仅用现金卡办理账户汇款手续。仅用现金卡办理手续的情况，请现金卡名义人本人亲自到
店，输入密码。公司账户无法仅凭现金卡办理手续。仅用现金卡即可办理手续的金融机关等详细内容请浏览SoftBank主页。

or仅用现金卡
可以办理当天账户汇款手续。＊

现金卡
账户汇款手续完成
约需1～2个月。

存折 ＋ 金融机关申报章

信用卡用户［可使用的信用卡］

CASH CARD
00000-XXXX-0000-XXXX

▪可以使用带有上述任一标志的信用卡。
　使用时需信用卡名义人本人亲自到店。

或

支付手 续 所 需 资 料

VISA MasterCard JCB Diners Club AMERICAN
EXPRESS

致申请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同（个别商品分期付款购买斡旋合同）的客户
签订手机分期付款合同后，客户的付款情况将会登记在指定／个人信用信息机关（包括拖欠资费信息）。详情请参阅SoftBank 主页。
▪如果在信用信息机关存有拖欠资费信息等，有可能无法签订其他的信用卡合同。另外，即使还清了拖欠资费，拖欠资费信息记录也会在信用信息机关保存5 年，其他加盟会员在审查时能够查阅。【支付名义人与合同签订人不同
时的注意事项　※ 请合同签订人／支付人都加以确认。】▪向信用信息机关查询、登记的对象不是支付名义人而是合同签订人的信息。合同签订人是未成年人，作为支付名义人的法定监护人拖欠了资费时，也是未成年的合同签
订人被作为拖欠资费处理。▪ 即使电话线合同解除后，除了电话话费外，按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个别信用购买斡旋合同（个别商品分期付款购买斡旋合同）规定的每月分期付款金额仍需继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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