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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導報》購讀訂閱單
《中文導報》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權威華語週刊，視野開闊，信息獨特，
Q：什麼是退稅申請？

內容豐厚，圖文並茂。每週四發行，每期 32 大版。《中文導報》自 1992 年 9 月

A：在日的中國人、或者與中國人結婚

創刊至今，與在日華人一起走過了成長與發展之路。目前，《中文導報》在華

的日本人，撫養國內的親屬，根據“撫養扣

人社會影響廣泛，並逐步滲透日本主流社會，為促進中日交流做出了貢獻。

除”制度，能申請返還過去（最多 5 年）的

歡迎廣大華人朋友訂閱購讀《中文導報》，丰富旅日生活，共同見證在日

所得稅和住民稅。
Q：什麼叫做“撫養”？

■ 天 涯

A：向居住在國內的親屬提供經濟上的
支援，是“撫養”行為的必要條件。

數日前，我公司來了一位日本客戶鈴木

Q：匯款給父母購房，也是
“撫養”
嗎？

先生和他的翻譯瞿先生。

A ：用於購買不動產的匯款，不屬於
“撫養”。

我公司派我和鄒先生陪他們到無錫影視

前。她看了看瞿先生的護照說：“我們這裡

吧？”瞿先生說：“真讓人想不通，中國人

的派出所是有規定的，瞿先生是中國人，光

拿著中國人的護照在中國都不好用，更不要

有護照是不行的，還要有身份證或者綠卡。”

說在外國了！中國人自己都瞧不起中國人，

瞿先生說：“領事館發的護照難道還抵不過

要外國人怎麼看得起中國人呢？”

護照怎麼沒有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呢？”

法了，隻得說：“這樣吧！對面就是派出

送到公司事先預訂好的無錫的某賓館。

屬”嗎？

必要嘛！可是要說維穩的話，那鈴木先生的

女經理想了半天，估計也沒有什麼好辦

基地旅遊。然後，我們把兩位日本來的客人

Q：父母親的再婚對象也屬於“撫養家

我說：“政治體制不同，這也是維穩的

一張身份證？我還是頭一次聽說！”

華人社會發展的歷史。

《中文導報》訂閱回執單
姓名：

性別：

郵編：

地址：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在做賓館登記的時候，鈴木出示了他的

所，你們拿著護照跟我去問一下，光憑這個

瞿先生說：“我是取得了日本永久居留

A：隻要他們已登記為合法夫妻，那麼

日本國護照，服務台小姐給他登記，沒有問

能不能住宿？或者照上面編碼查一下您的身

權的，我拿的是中國駐日總領事館發的護

就屬於“撫養家屬”。隻是同居而未登記

題。可是當瞿先生出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

份記錄”。瞿先生說：“你們根本就查不到！

的，就不屬於“撫養家屬”。

照登記的時候，吧台的小姐還要他出示身份

我已經取得了日本的永久居留權，我的護照

證或者綠卡。

是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館發的，你們怎麼

我問他為什麼不直接移民到日本去，瞿

查得到？”女經理堅持要去，她說不去查一

先生說：“其實我隨時可以辦好移民手續

報紙發送地址：

下，萬一派出所檢查起來她不好交差的。

的，我之所以沒有移民，是因為我知道我是

中文導報社：〒 141-0031 東京都品川區西五反田 7-13-6SDI 五反田ビル 5F

Q：過去 5 年繳納的稅金，能夠全額返
還嗎？

瞿先生解釋說他回來中國多次，住過的

A ：返還金額根據實際撫養的情況而

賓館無數，從來沒有哪個賓館問他要過除護

定。株式會社パシフィック・ギャランティ

照以外的東西！他說：“日本人拿著日本的

可以免費為您估算返還金，歡迎咨詢。

護照在中國住宿沒事兒，我一個中國人拿著

Q：株式會社パシフィック・ギャラン
ティ的手續費是多少？

一年半

兩年

三年

照，還不如一張身份證？太氣人了！我從來

訂費(日元)： 5500

9800

15,000

19,600

29,400

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是否需要發票：不需要

外國以後居留一段時間就不愿回國呢。

那麼我和鈴木、瞿先生就在賓館等他們

A：實際返還金額的 20 ∼ 25%（消費稅

站在一旁的鄒先生看到這些急了，怒斥

另計）。其中，最低手續費為 105,000 日元

吧台的小姐：“你們對業務熟不熟悉啊？把
你們經理叫來！”

電話：03-5434-3177

需要

發票台頭

傳真：03-5434-3055

網絡訂報：http://www.chubun.com/modules/liaise/?form-id=2

聊著聊著，我對日本這個國家有了更深

回來。我還真怕鄒的脾氣，萬一發起火來惹

話！這就叫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

（含稅）
（從第二次申請開始可以享受折扣）
。

一年

了，居然受這份氣！也難怪不管是哪個，到

派出所。

中國的護照在中國住宿就不行了？真是笑

半年

中國人，可是我這個中國人當得也太窩囊

既如此，鄒先生提出他和女經理一起去

訂閱期限：

的了解，至少不像我心裡認為的日本會很歧

怒了警察爺爺們，事兒就不好辦了。

視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

我們邊聊天邊等著鄒先生和女經理回
來。鈴木打趣說：“可能是這裡的警察沒有

過了一會兒，鄒先生和女經理回來了。

見過護照是什麼樣子，想看一下瞿的護照

訂閱方法：
1 、請填寫以上訂單，傳真送到 FAX：03-5434-3055；

鄒說：“根本都查不到！我問警察的，是不

2 、《中文導報》發行人員馬上會與您聯絡，確認訂報內容，介紹各種禮品；

A：根據申請內容以及材料準備的時間

是日本人拿著護照就可以隨時隨地在中國住

3 、確認時間，由“代引”人員上門贈送禮品，收取訂報費；

而定。從申請資料遞交完成開始計算，平均

宿，而中國人拿著中國護照在自己的國家還

4 、《中文導報》隨即按時發送報紙。

2 ∼ 5 個月能拿到全部的返還金。

不能住宿？這是不是中國人自己瞧不起自

Q：什麼時候能拿到返還金？

不一會兒，一位女經理出現在大家的面

更多的疑問，請直接與株式會社パシ

己？是不是要打電話到中國駐日本總領事館

フィック・ギャランティ聯系，有中．日．

去問啊？我們還有一個日本朋友在，萬一他

英．西班牙語等多語種對應。

要是因為瞿先生不能住宿耽誤了他的行程，

PG&CO.
株式會社パシフィック・ギャラ
ンティ（太平洋咨詢株式會社）
電話：03-5453-6931
中文熱線：080-3028-8292

靜岡縣東部拍賣行協同組合將在 7 月

物品，在這裡都能找到。還有各種諸如勞

要是他打電話到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去問的

再次舉辦讓消費者受益的大甩賣。該協同

力士、歐美茄、卡迪爾等，珠寶、皮草，

話，上頭怪罪下來你們能承擔得起嗎？警察

組合每年 7 月的 6 號和 7 號舉辦減價甩賣，

應有盡有，並且都是特價優惠。

被我問得連說話都支支吾吾的了，連說‘我
們也搞不清楚了’，最後他們‘投降’了！”

當天從三島車站南口的 7 號乘車處有

地點在沼津卸團地展示場（清水町），入場

這樣，瞿先生和鈴木先生總算都在該賓

免費接駁巴士運行。咨詢電話 055-962-

免費。
路易威登、愛馬仕、香奈兒等等名牌

《中文導報》廣告熱線
03-5434-3185
旅日生活投稿信箱
duhl@chubun.co.jp

館住了下來。

2960(日語)。

http://www.pg-taxrefund.co.jp

情報欄
ルーヴル美術館展
地中海 四千年のものがたり

情報欄

情報欄

情報欄

高校生＝ 800(600)円

※いずれも要証明

65 歳以上＝ 1,000(800)円

東京都美術館（公益財団法人東京都歴 日本河南同鄉

法，均可加入。
QQ 群：294613299

情報欄

情報欄

★大槌町災害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

◎団体登録受付時間：10:00 〜 15:00

h t t p : / / k a i g o . n s y a k y o . o r . j p / ◎災害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

西洋と東洋の文化がダイナミックに交 ＊( )内は前売 /20 人以上の団体料金

史文化財団）
、ルーヴル美術館 日本経済 聯系人：080-3505-6737

ootsuchi/

差する地中海。ルーヴルが誇る200点 ＊中学生以下は無料

新聞社、NHK、NHK プロモーション

連絡先：080-3518-8490

080-3174-6915

を超える作品で、その4000年におよ ＊身体障害者手帳、愛の手帳、療育手
ぶ歴史的・空間的な広がりをご紹介し 帳、精神障害者保健福祉手帳、被爆者

大槌町社協 災害ボランティアセン

征集日本河南同鄉

ボランティア募集

が総力を挙げて企画した本展は、彫 方 1 名は無料

電話：080-3518-8490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時間：
10:00 〜 16:00

ターでは、
ボランティアを募集してい ⇒詳しくは、
下記までお問い合わせく

ます。ルーヴル美術館の全8美術部門 健康手帳をお持ちの方とその付添いの 為了加深河南同鄉之間的情誼，便於河 ◎大槌町災害ボランティアセンターで ます。

ださい。 [お問い合わせ先]

南同鄉之間的交流，為河南籍同鄉提供 は、桜木町、沢山、吉里吉里地区をサ 床下の泥だし、清掃、被災者への心の 岩手県社会福祉協議会 地域福祉企画

刻、工芸、絵画など多彩な作品で地中 ＊第三水曜日はシルバーデーとし、 一個聯系交流的平台，本著信息交流、 テライトとし、
活動を実施しています。 ケアなど、大槌の復旧、復興に力を貸 部 ボランティア・市民活動センター
海の魅力にせまります。

65 歳以上無料

東京都台東区上野公園 8-36

＊毎月第3土・翌日曜日は家族ふれあ 發展以更好地融入日本社會。

鄉情溝通、資源共享、協作互助、共同 ◎ボランティアは団体のみ、
事前登録 してください。
をお願いします。

Tel： 019-637-9711

5人以上の団体で、必ず事前に登録し E-mail：vc-1@iwate-shakyo.or.jp

2013年7月20日(土)〜9月23日(月) いの日により、18 歳未満の子を同伴 在日本河南同鄉自發組建的日本河南同 ※個人の方は岩手県災害ボランティア ていただくようお願いします。

連絡先電話番号 080-3518-8490

一般＝ 1,500(1,300)円

する保護者（都内在住）は一般当日料 鄉QQ群。本群為實名制加入，凡在日 センター主催のボランティアバスにご ◎期間：平成 23 年 3 月 29 日〜

連絡先メールアドレス

学生＝ 1,300(1,300/1,100)円

金の半額

vc-1@iwate-shakyo.or.jp

本的河南籍同鄉，隻要誠實、守信、守 参加下さい＜曜日、人数限定＞

《団体登録について》

中文導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