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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了解！

日本的免稅制度 

享受日本購物樂，先了解優惠的「消費稅免稅制度」。從家電、

配件、鞋子等一般物品，到酒類、食品、化妝品、香菸、藥品

等消耗品，基本上所有項目都屬於免稅對象。要享受免稅制

度，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來看看吧。

於同一店家一天內的購物

總額為5,000日圓以上且

500,000日圓以下（不含稅）

在同一店家一天內購物總額

為5,000日圓以上(不含稅)

免稅消費金額 免稅消費金額

・不須特殊包裝　・可於日本境內
使用　・須自入境日起6個月內攜
出日本境外

必要條件

・須特殊包裝　・不可於日本境內
使用　・須自入境日起6個月內攜
出日本境外

必要條件

於同一店家的當日一般物品及消耗品之總消費金額達

5,000日圓以上、500,000日圓以下（不含稅）

免稅消費金額

・須特殊包裝　・不可於日本境內使用
・須自入境日起6個月內攜出日本境外

必要條件

衣物

珠寶首飾・工藝品

家電 鞋・手提包

高爾夫用品

一般物品

化妝品

酒類※・飲料

食品香菸

健康食品

消耗品

〈注意〉　一般物品及消耗品可否合併計算免稅金額，依店家而異。若您有合併計算免稅金額之需求，請於店家確認。
　　　　確定在境內消費的用餐費等無法免稅。此外，作為商業‧銷售用途而購買的商品亦不得免稅。

※於部分適用酒稅免稅的店家，除消費稅外，酒稅亦可免稅。

＋

＋

一般物品 消耗品

可免除10%消費稅。
條件

1
條件

2

適用免稅之內容、條件依商品種類而異。

詳情請確認下圖。

消費總額5,000日圓以上

即適用免稅制度

條件

3

購買商品時

可使用免稅價購買。

我們不受理在機場等處的事後免稅退稅手續。辦理手續時必須於

購物商店出示蓋有入境章的護照。無法以複本辦理手續。遊艇旅

客需要船舶觀光上陸許可證。

※使用Trusted Traveler Program(TTP)的旅客請務必攜帶Registered User Card及護照。

條件

4

部分商品適用輕減稅率，其消費稅為8%。

輕減稅率相關詳情請確認以下網頁資訊。

對象僅限短期停留的外籍人士

免稅對象僅限入境日本未滿6個月的短期停留外籍人士。

※居住海外的日本人也可能適用。

https://www.mof.go.jp/english/tax_policy/tax_
system/consumption/index.html#a03

▼僅限英文



走在路上認清這個標誌1

於購買人誓約書上簽名 3

＜辦理手續所需物品＞

●購買商品

● 本人護照（須有上陸許可證印

貼紙）或船舶觀光上陸許可書

※如在免稅櫃台辦理手續，須準備收據

(不可為手開收據)及結帳時使用的信

用卡。

辦理免稅手續2

※注意！液體不得

帶上飛機

在機場辦理手續4

如欲將肉類等畜產品、漁產品、蔬菜水果等農產品攜出境，請務必至動物檢疫所或植物防疫所接受出口檢疫。

如未在日本接受出口檢疫，出境時將被沒收。某些國家、地區法令規定禁止將食品攜入境內，返國或前往下

一個目的地前請務必事先確認當地法令。

免稅手續電子化自2020年4月1日起適用，部分店家無需簽署購

買誓約書，亦不會在護照中貼附購物收據。然而，出境時仍須

於海關出示護照。

※即使護照中無貼附購

物收據，仍須於海關出

示已購買之商品及護照。

檢疫相關事項注意

免稅適用店家達

5萬家以上！

來這裡搜尋適用

店家吧！

實際上該怎麼做？

試試看以免稅購物! 

要如何才能享受購物免稅呢？這裡為您介紹實際在日本街頭免

稅購物的步驟。請仔細確認手續辦理方式及所需物品等，以確

實利用免稅制度。

可免稅商店均有這個標誌。

※沒有這個標誌的部分商店也可免稅， 請向店家確認。

請詳閱誓約書內容並簽名
出境時，請向海關出

示已購買之商品，及

護照中貼附的購物收

據。

取得商品

購買商品中若含消耗品，將置入指定之包裝袋等包材內。出境

前請勿拆封並妥善保管。

※欲適用合併計算免稅金額時，一般物品亦須置入指定之包裝袋等包材內。

別忘了帶著免稅手續所需

物品前往各店家的免稅櫃

台或收銀台辦理。

※使用Trusted Traveler Program

(TTP)的旅客僅憑Registered 

User Card無法適用免稅制度，

請務必攜帶護照。

結帳或領取退還差額

結帳時可直接以未稅價購買。

如在免稅櫃台辦理手續， 購買時

課徵的消費稅將當場退還。

※部分店家可能收取手續費。



沒有入境章就無法免稅。使用自動

查驗通關閘門時， 請務必就閘門附

近尋找入國審查官蓋章。

A

可併用。此外也可合併計算一般物

品及消耗品（含酒）之消費金額。唯

扣除酒稅及消費稅之消費總額須滿5,000

日圓。

A

超過登機基準的液體必須託運，因

此若要辦理免稅手續，請於托運行

李箱前，向海關職員或機場報到櫃台的工

作人員提出申請免稅手續。

A

消費稅、關稅、酒稅、菸稅等稅別

可在一般免稅商店獲得免稅優惠，

但基本上無法於日本國內停留期間購買。然

而最近於市區內，也增設了一些在特定條件

下可於一般免稅店購物的機場型免稅店。

A無法辦理。免稅手續必須於購買時

當場辦理，因此請勿忘記攜帶護照。

此外，即使是使用統一免稅櫃台時，也必

須於購買當日辦理免稅手續，敬請留意。

A

護照放在飯店忘了帶， 可以第二

天再去補辦免稅手續嗎？Q

原本需要在各商店分別結帳的商店

街也適用「總括免稅」制度，可統一

辦理免稅手續。請事先查詢總括免稅櫃台

所在位置及適用總括免稅制度之店家。

A

聽說在商店街或購物中心購物，

免稅手續可以總括一次辦理是真

的嗎？

Q入境時使用自動查驗通關閘門，

所以護照上沒有蓋入境章， 這樣

可以免稅嗎？

Q

在酒藏的酒稅免稅與合併計算購

物金額之免稅可否併用？Q

液體不能帶上飛機，那麼購買的

化妝水等該如何辦理免稅手續？Q

您經常能在機場等處看到「DUTY

FREE（一般免稅商店）」，而「Tax-

free」與「Duty-free」有什麼不一樣呢？

Q

解決免稅相關常見問題！

免稅Q&A 
這裡為您解決免稅購物的相關疑問及容易發生的糾紛！若不仔

細看很可能無法免稅， 因此建議您開始購物前先仔細閱讀本頁。

鞋子

2,500日圓

T 恤

3,000 日圓

行李箱

10,000 日圓

手提包

600,000 日圓

5,000日圓以上、
50萬日圓以下

可以免稅。

可以免稅。

5,000日圓以上購買商品均為
一般物品

服裝

3,000日圓

日本境內使用：可

特殊包裝：無

上限金額：無

日本境內使用：不可

特殊包裝：需要

上限金額：50萬日圓

日本境內使用：不可

特殊包裝：需要

上限金額：50萬日圓

購買商品均為
消耗品

一般物品與
消耗品之
組合

化妝品

4,000日圓

糕點零食

2,500日圓

糕點零食

2,500日圓

化妝品

4,000日圓

糕點零食

2,500日圓

※購物時，若合併計

算一般物品及消耗

品，一般物品亦被視

為消耗品，若欲於日

本境內使用商品，或

消費金額超過 50 萬

日圓，請使用一般物

品之免稅購物制度。

※因預計於日本境內使用
故不得合併計算

14,000日圓

※因達 50萬日圓上限
故不得合併計算

602,500日圓

※免稅之必要條件與
消耗品相同

先來上一堂課吧!

計劃於日本境內使用

這樣可以免稅？不能免稅？

5,000日圓以上、
50萬日圓以下

可以免稅。



獲得更多優惠! 酒藏觀光

以酒藏參觀＆免稅制度享受日本美酒吧!
該制度是以在獲得許可的釀酒廠直營店購買酒類為免稅對象。日本酒、燒酒、

葡萄酒、威士忌等，以日本獨特氣候及風土釀造，豐富多彩的日本國產酒，

在全球也極受歡迎。在參觀釀酒廠的同時，何不順便購買價格優惠的酒類飲

品呢。

給酒迷的好消息

了解日本美酒吧！ 體驗酒藏 

酒藏特有的豐富產品陣容、只能在這裡買到的

限定商品，以及獨家下酒菜及酒杯等商品也有

販售。活用免稅新制度，省錢享受購物樂。

購買限定商

品等伴手禮

可參觀酒桶培養室等製造工

程，並透過資料介紹與道具

展示熟知造酒歷史，學習日

本的釀酒技術。

參觀製造工程與

資料

有些酒藏還提供攪拌醱酵酒

釀等作業的製酒工程體驗。

預約時請先確認。

體驗釀酒工程

選購酒藏限定商品或試喝剛

釀造好的美酒，也相當令人

開心。還有比較並品嚐酒類

等各種好玩的體驗。

試喝酒藏所釀製的

美酒

僅限日本酒、燒酒、葡萄酒、威士忌等，日

本國內獲得許可的釀酒廠直營店適用，除可

免除消費稅外，還額外免除酒稅。關於免稅

的各種條件，請於消費稅免稅「消耗品」欄一

同確認。可利用此機會買到價格優惠的日本

美酒。

於酒藏或葡萄酒廠等直營店，

可免除酒稅！ 

僅限在獲得酒稅免稅許可之店家購買酒類為

免稅對象。在酒類專賣店、百貨、超市等免

稅店購物，不適用酒稅免稅優惠。

適用店家

購買酒類時可免除消費稅＋酒稅。購

買金額必須（不含消費稅與酒稅）達

5,000日圓以上、50萬日圓以下。

購買金額

請於Japan. Tax-free Shop Official Website搜索
適用酒稅免稅制度的店家，或是直接向各店家洽詢。

由此閱覽酒藏參觀報導▶
https://tax-freeshop.jnto.go.jp/chc/saketour.php



關於日本的消費稅

自2019年10月1日起，
日本的消費稅調整為10％。

服飾

旅行箱

化妝品

飾品

酒類

毛巾、手帕

餐具類

點心

即食食品

飲料（不含酒類）醫藥品類

消費稅率與商品範例

食品及飲料等適用輕減稅率，其消費稅為8％。

*酒類和外食不屬於輕減稅率之適用對象。

* 在設有用餐區的零售商店，其稅率根據內用（10％）和外帶（8％）而有所不同，可能會在結帳時確認

顧客本人意願。

*關於食品飲料與其他資產既成一體之資產，根據條件不同，其適用稅率有異。

（標準稅率）10％ （輕減稅率）8％
鞋子

包包

輕減稅率相關詳情請確認以下網頁資訊。

https://www.mof.go.jp/english/tax_policy/tax_system/consumption/index.html#a03 （英文）

餐具類

米
茶葉

水果

點心

水果

米

飲料（不含酒類）飲料（不含酒類）

即食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