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您方便的时候，用家里的电脑或智能手机申请即可。

获取学生信息

获得监护人同意后，JTB
销售人员将从学校工作人

员处获取学生信息※1，并在

监护人申请前录入系统。

JTB 教育旅游储蓄的申请手续于专用网站进行。
该网站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安全管理系统，可放心使用。

J TB 教育旅游储蓄

JTB 教育旅游储蓄手续，安全放心，便利快捷。

• 令人安心的系统管理！

• 通过简单操作即可顺利实现从申请到银行账户信息登录的全部手续！

• 简洁的手续！ 

• 除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外，可广泛支持邮贮银行、
信用金库等全国众多金融机构！

其它
教育旅游储蓄手续

JTB
教育旅游储蓄手续

“JTB教育旅游储蓄”网上申请系统，
放心便捷。

提供储蓄指南

JTB 销售人员将提供网
络申请指南（监护人用）。

（指南也可能会在旅游说

明会等场合直接分发）

•担心记载有个人信息的书面资料被盗或丢失　•准备书面资料过程繁复
•若忘记提交银行备案的是哪个印章，还需耗费时间向银行确认

学校工作人员 JTB 销售人员

确认最新
登录情况。 申请

JTB 教育旅游储蓄申请网站 监护人

简明易懂的

申请界面

可通过电脑或

智能手机完成

手续简单

监护人手续

监护人用电脑或智能手机

按照步骤进行申请。更多

详细信息请见反面内容。

※1学生信息包括年级、班级、学号、姓名（片假名）等。

※2 有可能需要学校相关人员帮忙进行手续的确认，还望知悉并协助。

确认手续进度情况※2

到申请截止日仍未完成手续的

学生（监护人）将会收到用于书

面申请的请款书或者付款单。

包含邮贮银行、信用金库在内的流通系银行及网络银行也可。

今后还会逐步追加可对应的金融机构。

网络申请不需要书面资料，

所以不必担心申请

书被盗或丢失。

申请时在网页上输入所需信息即可，不会像申请书一样错了就

需要重头书写。此外，存在未填写项目时会显示错误信息，可

防止信息填写不全。

持有银行卡、存折、密码等即可登录。不需要印章，

可在线完成手续。

不需要

JTB 教育旅游储蓄系统由符合国际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的公司承担开发，申请网站使用的代收款服

务由 SMBC 金融服务株式会社 ( 三井住友银行集团 ) 提供，网络通信采用当前最难被破解的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加密通信方式。我们通过这些手段实现了高度安全，可防止客户密码或余

额等信息被盗或被篡改，您可放心使用。

严密的安全系统

安全系统可让监护人更加放心！

可在网上迅速完成银行账户信息登录！

JTB教育旅游储蓄提供专用网络申请服务，

轻松便捷！ 

不需要印章即可迅速完成手续广泛对应全国约 330 家金融机构！

免去书面资料不齐的来回手续！可随时申请！

无需担心书面资料丢失等风险！

便捷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本服务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可受理邮贮银行、日本网络银行、住信 SBI 网络银行、乐天银行四行法人账户。 

尚有不可受理的金融机构。目前正在逐步增加可受理的金融机构数量，最新信息请向 JTB销售人员确认。

如果不能使用网络，也可以通过请款书或者付款单等方式进行申请，详情请向 JTB销售人员确认。

获取学生信息需要监护人的同意。

手续产生的通信费由客户自行承担。

2019 年 8月编写
※2017 年 4月的数据 教育旅游储蓄领域（本公司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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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及相关手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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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者⼊⼒画⾯ ������ ����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サイトへの遷移（積⽴を選択した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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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関のサイトで登録が完了すると、再度、����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サイトに戻ります。登録した⾦融機関情報等の最終

確認画⾯が表⽰されますので、⼊⼒内容に誤りがないかを必ず確認し�����������������
	��

�����サイトに遷移し「⼝座情報登録完了」の画⾯が表⽰されれば全て完了です。���������
������	��

���� ���

�����������������������サイトに戻ります。お⼿続きはこれで完了です。

「⼝座情報完了」画⾯が表⽰され、 ご登録のメールアドレス宛に完了通知メールが送信されます。

��）契約者⼊⼒画⾯������ ������������������
��サイトへの遷移と⼿続き完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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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情報登録完了」後に⽀払⽅法を変更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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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者⼊⼒画⾯ ������ ����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サイトにてご利⽤⾦融機関情報を⼊⼒する－

�

����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の⼊⼒画⾯に⼊ります。�������������������������
	���

「ご利⽤⾦融機関の選択」

��������

�「⼝座振替情報の⼊⼒」

������ ����

�「⾦融機関のサイト」

�「預⾦⼝座振替契約のお申込⼿続結果」

尚、「⾦融機関のサイト」にて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の暗証番号や契約者の⽣年⽉⽇等を⼊⼒し、本⼈認証をしていただきます。

�⾦融機関を選択し、「決済ステーション利⽤者同意事項」に同意し次に進み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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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機関名・店舗名・預⾦種目・⼝座番号・⼝座名義の⼊⼒が全て完了すると、最終確認画⾯が表⽰されますので、

⼊⼒内容に誤りがないかを必ず確認し、�⾦融機関サイトへ�ボタンを押します。次に⾦融機関サイトに遷移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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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者⼊⼒画⾯ ������ ����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サイトにてご利⽤⾦融機関情報を⼊⼒する－

選択する⾦融機関によ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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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関名・店舗名・預⾦種目・⼝座番号・⼝座名義の⼊⼒が全て完了すると、最終確認画⾯が表⽰されますので、

⼊⼒内容に誤りがないかを必ず確認し、�⾦融機関サイトへ�ボタンを押します。次に⾦融機関サイトに遷移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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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者⼊⼒画⾯ ������ ����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サイトにてご利⽤⾦融機関情報を⼊⼒する－

選択する⾦融機関によ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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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機関のサイトで登録が完了すると、再度、����ファイナンスサービスサイトに戻ります。登録した⾦融機関情報等の最終

確認画⾯が表⽰されますので、⼊⼒内容に誤りがないかを必ず確認し�����������������
	��

�����サイトに遷移し「⼝座情報登録完了」の画⾯が表⽰されれば全て完了です。���������
������	��

���� ���

�����������������������サイトに戻ります。お⼿続きはこれで完了です。

「⼝座情報完了」画⾯が表⽰され、 ご登録のメールアドレス宛に完了通知メールが送信されます。

��）契約者⼊⼒画⾯������ ������������������
��サイトへの遷移と⼿続き完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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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情報登録完了」後に⽀払⽅法を変更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 ���

手续约花费 15 分钟

不正な登録を防ぐため、画像認証を行います。以下の画像に表示されている文字を入力フォームに入力してください。
※文字が読みづらい場合は、「画像更新」ボタンをクリ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金融机构网站为了确认登

陆者身份，会要求输入银

行卡的密码。

通过电脑或者智能手机的浏览器连接网络，进行

手续办理。
※仅能拨打电话的手机无法进行网上申请。

※为确保安全，请不要使用 Free-Wi-Fi 连接网络。

※也可通过 Google 或 Yahoo! 搜索“kyotsumi.jp”。

( 使用电脑时 )

在浏览器里输入指南上的URL，打开申请网站。

（使用智能手机时）

扫描指南上的二维码，打开申请网站。

（也可以通过输入URL 打开申请网站）

输入指南上的旅游编号。 
※通过扫描二维码打开网站时不需要此步骤。

※若扫描二维码时出现乱码，请将浏览器的编码改成日语（JIS）。

阅读使用注意事项，同意获取个人信息。

为了确认是本人操作，需要账户存折、银行卡的

信息。请备在手边。

选择“账户转账”后点击“确

认选择支付方法”界面右下

角的“下一步”按钮，会显
示切换至“SMBC 金融服务
网站（外部网站）”。

无法收到邮件。

根据您使用的电脑或智能

手机的设定，有可能无法

正常接收完成登记的邮

件。这种情况下请在确认

右边记载的内容后，再操

作一次。

您输入的邮箱地址正确吗？

请从“设定”和“地址簿”等处确认使用的邮箱地址。

您是否设置了“过滤垃圾邮件”？

请设定为能接收@kyotsumi.jp 的邮件。

您使用的网速是否稳定？

请确认是否显示了天线标志且信号是否正常。

邮件是否被移动到了垃圾邮件文件夹？

请解除过滤垃圾邮件。

您是否设定了“不接收包含 URL 的邮件”？

请解除“不接收包含 URL 链接的邮件”设定。

用电脑输入账户开户人姓名时，全角和半

角片假名均可。

用智能手机※输入账户开户人姓名时，需

要输入半角片假名。不能输入字母（英语）。

请选择使用的金融机构。
（选择信用金库时，需要输入账户开户人的
出生年月日）

确认利用规则后点击［同意する］（同意）按钮，进入下一步。

显示登记的金融机构信息等最

终确认界面。请确认输入内容

是否有误。

到此，手续结束。

告知申请已经完成的邮件会发送至您所登记的邮箱，烦请确认。

点击［お申込受付サイ
トへ戻る］（返回申请
受理网站），会切换到

JTB 网站。

确认输入的信息，点击［口座振替申込］
（申请账户转账），会切换到“SMBC
金融服务网站”。

不能使用小写

确认转账信息后，切

换到您指定的金融机

构网站。

图像是标准的手续界面。

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手续所需的信息、输入界面数

目、服务内容相关的指南等信息会有差异。

※如果登记的邮箱地址前后有空格，则无法发送邮件。

※如果电脑或智能手机上设置了域名，有可能无法收到本公司发送的邮件。

　请解除域名设定或将本公司的域名添加到接收列表中。

※输入的信息如果有遗漏或者不一致的地方，点击［送信］（发送）按钮后，会显示错误信息。

※图像认证：如果点击［画像更新］（图像更新）后仍不显示数字，请关闭浏览器稍后再试。如果仍然不显示，

请尝试在其他终端进行操作。

※如果输入数字后再次显示［画像認証用の文字を入力してください。］（请输入图片中的数字），请确认以下内容。
　· 输入的是否为半角数字？· 输入的5位数字是否正确？

※数字难以识别时，请点击图像更新按钮后再次输入更新后的数字。

输入旅游编号

打开申请网站

打开申请网站 同意获取个人信息

登录手续流程监护人

输入个人身份信息
身份确认完毕，
进入支付申请页面

选择支付方式，
输入基本信息

支付申请结束，
发送申请完成邮件

结束输入旅游编号

输入个人身份信息
身份确认完毕，进入支付申请页面

同意获取个人信息

选择支付方法，输入基本信息（续）

在申请网站输入旅游编号、学生信息、邮箱地址。确认录入内容后，以后的手

续指南邮件会发送至登记的邮箱。

选择支付方法，输入基本信息

需要确认使用规则和同意书的内容。确认内容后，

勾选［同意する］（同意），进入下一步。

输入申请信息（支付方法※1、汉字姓名※2、住址、

电话）等必要信息。

支付方法选择付款书（便利店支付）时，手续就此

完成。完成申请的邮件会发送至您所登记的邮箱，

烦请确认。

选择从银行账户自动转账时，手续如下。

※1 选择支付方法。

※2 如果是外籍人员等没有汉字姓名的人士，汉字输入栏内请填

写片假名。

如果含有旧汉字等无法录入的文字，会显示错
误提示信息。请输入新汉字或者全角片假名。 片假名字必须是“全角”输入。如果用半角进

行输入，会显示请用全角片假名输入的错误提
示信息。

智能手机也会显示错误提示信息。

跟学生姓名一样，监护人姓名（汉字及注
音片假名）也需要“全角”输入，否则会
显示错误提示信息。

首先

首先

请不要使用浏览器的
“返回”按钮。

支付方法申请结束，发送申请完成邮件

若不点击“返回申请受理网站”
按钮，15 秒后也会自动回到 JTB
网站。

SMBC金融服务网站 SMBC金融服务网站金融机构网站

常见问题的
解答

切换画面时出现“网页失效”等错误信息。

请不要使用浏览器的“返回”功能。操作界面显示的按钮以外的按钮时，会显示“网

页失效”等错误信息，自动断开连接，所以需要注意。返回上一界面时，请点击界

面内的“返回”按钮。

点击收到的邮件正文中的链接，没有跳转到申请人输入界面。

根据 OS、浏览器的使用环境和版本，有时链接无法正确显示。 请在删除浏览器的

历史信息后，在地址栏上粘贴邮件中的 URL，进入申请人输入界面。

网页无法正确显示。

请尝试如下方法。
●重启浏览器。 ●删除浏览器缓存。 ●重启电脑。

Web 账户转账手续为什么需要银行卡密码？

输入银行卡的密码是为了代替在金融机构备案的印章。

智能手机也会显示错误信息。

STEP 5  的支付方法选择“账户转账”时，会切换到外部（金融机构）登录网站进行自动账户转账的相关设置。

※使用iPhone时，输入全角片假名后，请点击键盘右上角的［完了］（结束）按钮。

電話番号（保護者連絡用）は半角数字で入力してください。

电话号码需要用“半角”输入，
否则会显示错误提示信息。

转账账户开户人姓名（片假名）一栏，如果输入文字（全角片假名）
的前后或中间有空格，会显示错误提示信息。如果有中间名，将中
间名输入姓氏栏或名字栏均可，但需确保没有空格。

選択する⾦融機関によって

选择的金融机构不

同，此部分的指南

会有变化。

点击 STEP 3 中发送到邮箱的 URL，进入申请
手续界面。申请手续开始界面会显示“学校名”、

“行程名”，务必确认后再点击“进入支付申请

页面”按钮。

※URL 在 STEP 3 结束后 24 小时内有效。超过 24 小时 URL

会失效，需要从 STEP 1 重新开始。

同意获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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