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修订

JAPAN TAX-FREE
Shopping Guide
了解免税制度，精明畅享日本购物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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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珠宝饰品、工艺品

家电 鞋子、箱包

高尔夫用品

一般商品

化妆品

酒※、饮料

食品
烟草

保健食品

消耗品

〈注意〉　一般商品和消耗品可否合计免税因店铺而异。希望合计免税时，请向店铺咨询。
　　　　确定在日本国内餐饮店用餐时消费的酒类商品等不属于免税对象。此外，出于业务及销售目的所购买的酒类商品也不属于免税对象。

※部分作为酒税免税对象的店铺，可同时免除消费税和酒税。

小知识！

日本的免税制度 

了解“消费税免税制度”，就能尽情享受在日本购物的乐趣。从家

电、饰品、鞋子等一般商品到酒、食品、化妆品、烟草、药品等消耗

品，基本上所有种类的商品都是免税对象。适用免税制度需要满

足几项条件，请在此确认一下。

购买商品时能够用免税价格进

行购买。

不可在机场等处办理免税退税手续。办理手续时，必须在购物的

店铺出示盖有入境印章的护照。复印件无法办理手续。乘坐邮轮

的旅客需要提供船舶观光登陆许可证。

※参加Trusted Traveler Program（TTP）的游客，请务必同时携带Registered 
User Card与护照。

免除10%消费税。
确认要点

1
确认要点

2

免税的适用内容和条件因商品种类而异。详情请查看下图。

合计金额为5,000日元以上时

可享受免税

确认要点

3 以短期停留的外国人为对象

仅以入境日本后未满6个月的短期停留的外国人为对象。

※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也可能是免税对象。 

确认要点

4

部分商品适用轻减税率，其消费税为8%。请通过以下

链接确认有关轻减税率的详情。

・无需特殊包装　・可以在日本使用
・须在入境后6个月以内携带出境

・须采用特殊包装　・不可在日本使用
・须在入境后6个月以内携带出境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在同一店铺内的1天合计购买

金额5,000日元以上

（不含消费税）

在同一店铺内的1天合计购买

金额5,000日元以上、500,000

日元以下（不含消费税）

免税购买金额 免税购买金额

在同一店铺内，一般商品和消耗品的1天合计购买金额为

5,000日元以上、500,000日元以下（不含消费税）

免税购买金额

・须采用特殊包装　・不可在日本使用
・须在入境后6个月以内携带出境

注意事项

＋

＋

一般商品 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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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英文



在街上寻找该标志1

在购买者同意书上签字 3

＜办理手续所需物品＞

●所购商品

●本人护照（须有入境印章贴纸）

或船舶观光登陆许可证

※在免税服务台办理免税手续时，须出

示购物小票（发票不可）与购物时使用

的信用卡。

去办理免税手续2

机场手续4

携带肉类等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等前往境外时，请务必在动物检疫所或植物检疫所接受出口检

查。若未在日本接受出口检查，出境时将被没收。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禁止携带食品入境，因此请务必确

认自己国家或下一个前往地方的法律规定。

2020年4月1日起施行免税手续电子化，部分店铺不需购买同意书，护照上亦不

会粘贴购买记录清单。但是，出境时需要向海关出示护照。

※即便护照上没有粘

贴购买记录清单，也需

要向海关出示购买的

商品和护照。

关于检疫注意

免税对象店铺

多达5万家以

上！在这里查找

对象店铺！

实际上要如何办理免税手续？

利用免税制度!

免税购物时，该如何办理？本页将为您介绍用于实际在日本街

头享受免税制度的步骤。了解办理步骤及所需物品等，充分利用

免税制度！

可办理免税手续的店铺均

有该标志。

※没有该标志的店铺也可能可以办理免税手续，请向店铺咨询。

请仔细阅读同意书并签字

出境时，请向海关

出示您购买的商品

以及贴在护照上的

购买记录清单。

※请注意液体无法带

入机内

领取商品

如果您购买的商品中包含消耗品，将被装入指定袋子等之后

交给您。出境前请将商品保持未拆封状态。

※合计免税适用时，一般商品也必须放入指定的袋子等。

带上办理免税手续所需的

物品，前往各店铺的免税

服务台或收银台。请务必

同时携带护照。

※参加Trusted Traveler Program
（TTP）的游客，仅凭Registered 
User Card无法享受免税制度。

付款或领取返还差额

可以在付款时以不含消费税的价

格购买。如果是在免税服务台办理

手续，则购买时收取的消费税将当

场返还给您

※部分店铺可能会收取免税手续费。



如果没有入境印章，将无法享受免

税。使用自助通关时请务必让附

近的入境审查官帮忙盖章。

A

可以。此外还能够将一般物品与消

耗品（包含酒类）进行合算。但是，除

了酒税和消费税以外的合计金额必须达到

5,000日元以上。

A

超出带入机内基准的液体商品需要

托运，关于免税申报，请在托运行李

箱之前向海关工作人员或登机服务台的工

作人员提出申请。

A

包括消费税在内的关税、酒税、烟草

税等免税属于DUTY FREE范畴，基

本上无法在日本停留期间购买。不过，最近

市内新增了一些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以DUTY 

FREE资格购买商品的机场型免税店。

A
对不起，免税手续需要在购买时当

场办理，所以请一定不要忘记携带

您的护照。另外，如果您利用综合免税柜

台，也需要在购买当天办理免税手续，敬请

注意。

A

护照遗忘在酒店了，想在第二天

办理免税手续，可以吗？Q

以往需要各个店内逐一办理免税手

续的商业街，现在也启动了可以统

一免税的“汇总免税”制度。请事先确认汇

总免税柜台的所在地，以及该店铺是否是

汇总免税店铺。

A

听说商业街及购物商场中心可以

汇总免税，这是真的吗？Q入境时因使用自助通关，所以护

照上未盖入境印章，这种情况能

否享受免税呢？

Q

在酒窖购物时，酒税免税和合计

免税可否并用？Q

液体物品被禁止带入机内，那么

化妆水等商品的免税手续该如何

办理？

Q

我们在机场等场所经常能看到

“DUTY FREE”的标识。“Tax-free”

和“Duty-free”的区别是什么？

Q

解决关于免税的常见问题！

免税Q&A 

在此解决享受免税制度时的疑问及容易出现的问题！若不小心

错过，可能会无法享受免税制度，因此建议您在学习了该页内容

之后再前往购物。

鞋子

2,500 日元

T恤衫

3,000 日元

行李箱

10,000 日元

包

600,000 日元

免税

免税

5,000 日元以上、
500,000 日元以下

免税

5,000 日元以上一般商品组合 服装

3,000 日元

在日本使用：可

特殊包装：无

上限金额：无

在日本使用：不可

特殊包装：需要

上限金额：50 万日元

在日本使用：不可

特殊包装：需要

上限金额：50 万日元

消耗品组合

一般商品与
消耗品的

组合

化妆品

4,000 日元
糕点

2,500 日元

糕点

2,500 日元

化妆品

4,000 日元

糕点

2,500 日元

※一般商品与消耗品

以合并计算的形式购

买时，一般商品将与

消耗品适用同样的处

理规则，因此，如果

希望在日本使用，或

者当金额超过50 万日

元时，请在免税购物

时单独购买一般商品。

※因为打算在日本使用，
所以不可合并计算

14,000 日元

※因为上限是50万日元，
所以不可合并计算

602,500 日元

※免税的要件与消耗品同样

学学看！

打算在日本使用

这样免税吗？还是不免税？

5,000 日元以上、
500,000 日元以下



享受实惠的酒窖观光之旅！

酒窖参观＆免税，让您尽情品味日本美酒！

免税对象为获得许可的造酒厂的直营店所销售的酒类商品。日本酒、烧酒、葡

萄酒、威士忌等，在日本独有的气候和环境下酿造的多种日本国产酒，在世界

范围内都有着超高人气。在参观造酒厂的同时，也别忘记买一些酒回家，非常

实惠哟。

爱酒人士的福音

了解日本的酒！体验酒窖 

酒窖商品种类丰富，不但有在这里才能买到的限

定品，还销售原创的下酒菜和玻璃杯等小物。运

用新的免税制度，以实惠的价格享受购物乐趣。

购买限定品
等伴手礼

可参观桶装酒酿造库等制作

工序，及酿酒相关资料、道具

展示。了解日本的造酒方法和

历史。

参观
制作工序和资料

在有些酒窖，还可以体验搅拌

发酵中的醪糟的作业等工序。

请在预约时确认。

体验造酒工序

试饮酒窖的限定商品和新鲜

酿造的酒，也是游客非常喜爱

的项目。体验口味评比、酒味

品尝等各种试饮方式。

试饮
酒窖酿造的酒

仅限日本国内获得许可的造酒厂的直营经销店销售

的日本酒、烧酒、葡萄酒、威士忌等商品，可在免除消

费税的基础上免去酒税。免税的相关条件请确认消

费税免税的“消耗品”栏。请以实惠的价格享用日本

的美酒。

从酒窖、酿酒厂等的直营店购买的
酒类可享受酒税免税！

仅限获得酒税免税许可的店铺。在酒店、

百货店、超市等免税店购买时，不适用酒

税免税制度。

对象店铺

购买酒类商品时免除消费税+酒税。购买金

额（不含消费税和酒税）必须在5,000日元

以上、500,000日元以下。

购买金额

请在Japan. Tax-free Shop Official Website
搜索酒税免税的各对象店铺，或向各店铺咨询。

酒窖参观报告见以下网址▶
https://tax-freeshop.jnto.go.jp/chs/saketour.php



关于日本的消费税

从2019年10月1日开始，
日本的消费税变为10%。

服装

行李箱

化妆品

配饰

酒类

毛巾、手帕

餐具类

点心

方便食品

饮料（酒类除外）医药品类

消费税率与商品例

食品和饮料等适用轻减税率，消费税为8%。

※酒类和外餐不属于轻减税率的适用对象。

※ 在设有餐饮区的小卖店等消费时，餐饮区用餐（10%）和外带（8%）的税率不同，结算时可能会向消

费者确认情况。

※预先就包含食品饮料以及其他商品的组合套装，销售时其适用税率根据条件而异。

（标准税率）10％ （轻减税率）8％
鞋子

包袋

请通过以下链接确认有关轻减税率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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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类

大米
茶叶

水果

点心

水果

大米

饮料（酒类除外）饮料（酒类除外）

方便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