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年 1 2 月 1 7 日 

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 

 

訪日外國觀光客專用的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等將更加方便易用 

 

 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總公司：東京都澀谷區，代表取締役社長：深澤 祐二，以

下稱「JR 東日本」）至今一直為滿足訪日外國觀光客之需求，針對不同區域設定了各種的

鐵路周遊券，但在使用時需要於窗口或驗票口當面確認等，實有不便之處。 

 此次將把可使用自動檢票機、可於指定席售票機購買、以及預約指定席等相關服務，引

進到 JR 東日本提供的所有鐵路周遊券中，從而可提供更完善的無縫服務。 

 對此，JR 東日本設定的鐵路周遊券之服務內容與價格將會進行部分變更。 

 我們將藉由提供給訪日外國觀光客們不用於窗口排隊買票、可預約指定席等無壓力的服

務，來繼續致力於提升我們的服務品質。 

 

１．關於無縫服務之擴充 

(１)將可使用自動檢票機（新幹線、在來線） 

將可於鐵路周遊券使用區域內使用自動檢票機。 

至今為止 2021 年 4 月起販售的周遊券 

需當面確認鐵路周遊券，再進出檢

票口 

將可使用自動檢票機 

 

(２)將可於指定席售票機自行購買周遊券 

部分車站*的指定席售票機將設置護照讀取器，只要將使用者（本人）之護照放到掃

描器上讀取，就可於指定席售票機購買鐵路周遊券。 

至今為止 2021 年 4 月起販售的周遊券 

需於指定窗口確認護照等資料之後

才能購買鐵路周遊券 

於 JR 東日本的指定席售票機也可

以購買 

 

 

※也有部分自動檢票機無法使用 

※僅限於 JR 東日本管區內設置有護照讀取器的指定

席售票機 

※也依然可於窗口進行詢問、購買 

※貼有標誌的指定席售票機是辨識標記 護照讀取器 

 標誌 



 

*2021 年４月護照讀取器預定設置車站：東京、上野、新宿、池袋、澀谷、品川、濱松町、

橫浜、水戶、成田機場、機場第 2 候機樓、仙台、山形、福島、盛岡、八戶、青森、秋田、

新潟、長野、松本 

※關於具體設置地點，將於服務開始前（約 2021 年 3 月）於本公司網站上進行介紹。

https://www.jreast.co.jp/tc/ 

※每種鐵路周遊券之販售地點不同。 

 

(３)將可於指定席售票機進行指定席預約 

只要將鐵路周遊券插入指定席售票機內，就可預約有效區域內之指定席（新幹線、在

來線)。 

至今為止 2021 年 4 月起販售的周遊券 

旅客需於窗口預約指定席 也可於 JR 東日本指定席售票機預約

指定席 

 

※部分窗口發行的鐵路周遊券除外。 

 

參考：可使用服務一覽表 

周遊券名稱 (1)使用自動檢票

機 

(２)使用指定席售票

機自行購買 

(３)使用指定席售票

機預約指定席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東北

地區) 
◎ ◎ ◎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長

野、新潟地區) 
◎ ◎ ◎ 

JR 東京廣域周遊券  〇 ◎ 〇 

N'EX 東京去回車票 〇 ◎ 〇 

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券 〇 ◎ 〇 

JR 東日本・南北海道鐵路

周遊券  
◎ ◎ ◎ 

JR 東北・南北海道鐵路周

遊券 
◎ ◎ ◎ 

【示例】〇：目前已可使用服務、◎：2021 年４月起販售的周遊券可使用的服務 

 

  



 
                           

 

                                         

２．關於價格等之變更  

於 2021 年４月起販售之 JR 東日本的鐵路周遊券價格、效力將進行以下部分變更。唯

JR 東京廣域周遊券以及 N'EX 東京去回車票不變。 

周遊券名稱 變更前成人價格 

 (單位：日圓) 

變更後成人價格 

 (單位：日圓) 

其他變更事項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

(東北地區) 

海外販售 19,350 

日本販售 20,360 

20,000*1 ・無論是否具有短期滯留之入境

資格，將皆可使用本周遊券。 

・變更為連續形式*2（５天）。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

(長野、新潟地區) 

海外販售 17,310 

日本販售 18,330 

18,000*1 

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券 海外販售 24,440 

日本販售 25,460   

海外販售 24,500 

日本販售 25,500 

・將可使用特急 Haruka 號之指

定席。 

JR 東日本・南北海道

鐵路周遊券  

海外販售 26,900 

日本販售 27,930 

27,000*1 ・變更為連續形式*2（６天）。 

JR 東北・南北海道鐵

路周遊券 

海外販售 19,750 

日本販售 20,790   

24,000*1 ・有效期間增加 1 天，並變更為

連續形式*2（６天）。 

*1日本以外和日本國內的價格相同 

*2連續形式：可由指定的使用開始日起，連續使用指定有效天數。 

※今後仍需確認使用者（本人）之護照。 

 

3．關於新服務的開始日及價格等的改定日 

從日本時間 2021 年４月１日販售的周遊券開始  

※2021 年 3 月 31 日以前購買的鐵路周遊券為對象外，仍適用舊價格與服務內容。 

 

  



 

參考：訪日外國觀光客專用之 JR 東日本提供的鐵路周遊券 

2021 年４月之後的商品概要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東北地區) 

 

JR 東日本鐵路周遊券(長野、新潟地區)  

 

 

價格 20,000 日圓（兒童 10,000 日圓） 

※日本以外和日本國內的價格相同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之外國旅客 

※不會確認是否為短期滯留之入境資格。 

效力 可不限次數搭乘無限制區域內的ＪＲ東日本線

（含ＢＲＴ）、伊豆急行線全線、東京單軌電車

線全線、青森鐵道線全線、IGR 岩手銀河鐵路線

全線、仙台機場鐵道線全線的特急列車（含新幹

線）・急行列車・普通列車(含快速列車)之普通

車指定席，以及ＪＲ・東武鐵道直通行駛之特急

列車「日光號」、「SPACIA 日光號」、「鬼怒

川號」、「SPACIA 鬼怒川號」等特急列車的普

通車指定席。JR 巴士的部分路線也可使用。 

有效期間 連續５天 

 ※由發行日起 14 天內任選５天 

    （彈性形式）變更為連續形式 

價格 18,000 日圓（兒童 9,000 日圓） 

※日本以外和日本國內的價格相同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之外國旅客 

※不會確認是否為短期滯留之入境資格。 

效力 可不限次數搭乘無限制區域內的ＪＲ東日本線、

伊豆急行線全線、東京單軌電車線全線、北越急

行線全線、越後 TOKImeki 鐵道線（直江津～新

井區間）之特急列車（含新幹線）・急行列車・

普通列車(含快速列車)之普通車指定席，以及Ｊ

Ｒ・東武鐵道直通行駛之「日光號」、「SPACIA

日光號」、「鬼怒川號」、「SPACIA 鬼怒川

號」等特急列車的普通車指定席。JR 巴士的部分

路線也可使用。 

有效期間 連續５天 

※由發行日起 14 天內任選５天 

  （彈性形式）變更為連續形式 



 
                           

 

                                         

JR 東京廣域周遊券 

 

          

 

 

 

 

N'EX 東京去回車票 

 

  

價格 10,180 日圓（兒童 5,090 日圓）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之外國旅客 

效力 可不限次數搭乘無限制區域內的ＪＲ東日本

線、富士急行線全線、伊豆急行線全線、東

京臨海高速鐵道全線、東京單軌電車線全

線、上信電鐵線全線、埼玉新都市交通線

（NEW SHUTTLE）（大宮～鐵道博物館區

間）之特急列車（含新幹線）・急行列車・

普通列車(含快速列車)之普通車指定席。此

外也可不限次數搭乘ＪＲ・東武鐵道直通行

駛之「日光號」、「SPACIA 日光號」、

「鬼怒川號」、「SPACIA 鬼怒川號」等特

急列車的普通車指定席。 

有效期間 連續３天 

價格 4,070 日圓（兒童 2,030 日圓）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之外國旅客 

效力 可搭乘「成田特快 N'EX」之普通車指定席往

返成田機場站・機場第２候機樓站至東京電

車特定區間。 

有效期間 14 日內往返１次 



 

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券 

※與 JR 西日本共同提供的商品。  

 

  

價格 海外販售價格 24,500 日圓（兒童 12,250 日圓）/ 日本國內販售價格 25,500 日圓

（兒童 12,750 日圓）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且入境資格為「短期滯留」者 

效力 可不限次數搭乘無限制區域內之北陸新幹線（東京～金澤間）以及 JR 東日本線、JR

西日本線、東京單軌電車線全線、能登鐵道線（七尾～和倉溫泉間）之特急・急行・

普通（含新快速・快速）列車之普通車指定席。  

※也可使用特急 Haruka 號之普通車指定席。 

※僅限搭乘經過的情況下，也可使用 AINOKAZE 富山鐵道線（富山～高岡區間）以

及 IR 石川鐵道線（金澤～津幡區間）。但若搭乘 AINOKAZE LINER 時則需支付額外

費用。 

有效期間 連續７天 



 
                           

 

                                         

 JR 東日本・南北海道鐵路周遊券  

※與 JR 北海道共同提供的商品 

 

 

JR 東北・南北海道鐵路周遊券 

※與 JR 北海道共同提供的商品 

 

 

價格 27,000 日圓（兒童 13,500 日圓） 

※日本以外和日本國內的價格相同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且入境資格為「短期滯

留」者 

效力 包含無限制區域內的ＪＲ東日本線（含ＢＲ

Ｔ）在 內，可不限次數搭乘 JR 北海道線的

函館、札幌、小樽地區、伊豆急行線全線、

東京單軌電車線全線、青森鐵道線、IGR 岩

手銀河鐵道線、仙台機場鐵道線之特急列車

（含新幹線）・急行列車・普通列車（含快

速列車）之普通車指定席，以及ＪＲ・東武

鐵道直通行駛之「日光號」、「SPACIA 日

光號」、「鬼怒川號」、「SPACIA 鬼怒川

號」等特急列車的普通車指定席。 

有效期間 連續６天 

※由發行日起 14 天內任選 6 天 

（彈性形式）變更為連續形式 

價格 24,000 日圓（兒童 12,000 日圓） 

※日本以外和日本國內的價格相同 

購買資格 持有非日本護照，且入境資格為「短期滯

留」者 

效力 包含無限制區域內的ＪＲ東日本線（含ＢＲ

Ｔ）在內，可不限次數搭乘 JR 北海道線的函

館、札幌、小樽地區、青森鐵道線、IGR 岩

手銀河鐵道線、仙台機場鐵道線之特急列車

（含新幹線）・急行列車・普通列車(含快速

列車)的普通列車指定席。  

 

有效期間 連續 6 天 

※由發行日起 14 天內任選 5 天 

（彈性形式）變更為連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