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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當代日本消費文化：

簡單休閒、注重細節、去奢侈化的理性消費時代正在到來

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日本人口數量激增，日本經濟進入低增長

期。這一時期，日本人消費時重視個人和私有主義，熱衷於購買多樣化、品牌

化的商品，來表達自我的個性，比如夫妻各自開一輛車、不同場合佩戴不同的

手錶等1。

自本世紀起，日本先後歷經雷曼危機、兩次大地震，更面臨經濟長期不景

氣、人口老齡化、消費降級等社會經濟問題，這使得日本進入消費新階段。這

一時期，日本人的消費從重視個人到以社會為中心，從追求名牌到注重質量和

舒適度，回歸內心的滿足感，追求商品滿足的心理訴求和情感需求。



1.1.2
當代日本文化風貌造就獨特的日本消費者與消費行為

本世紀初開始，伴隨著日本經濟不景氣、老齡化、單身人群激增等問題凸

顯，日本人消費時更加客觀理性，當代日本消費觀念呈現出以下4大特徵：

1）重視簡約、樸素、休閒、環保，推崇斷捨離1

日本人不再熱衷通過購買不同品牌和風格的商品來彰顯自我的與眾不

同，不再追求“更高級”“更時尚”、“更高檔”、的自我擴張型生活，而是主張

環境友好型的、溫和的、簡約的生活方式，重視簡單、樸素、休閒和環

保，例如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全身優衣庫也完全可以。這也使得純色、天

然材料、簡單設計、環保理念的商品，成為眾多商家獲得消費者喜愛的法

寶。



2）去奢侈化傾向1

日本人開始重新審視消費的意義，不再願意為過多的奢侈品牌溢價買

單，更重視產品本身的性能和質量。越來越少的日本人試圖通過奢侈的名

牌來表現自我，他們對產品本身性能和質量的追求勝過品牌，傾向於購買

性價比高的產品。



3）商品滿足的心理訴求和情感需求，注重“匠心”細節至上1

“小確幸”是一個來源於日本的很火的詞，也能很生動地反映日本消費者

的心理。 “小確幸”是指微小而確實的幸福。近年來，日本人關於幸福的觀

念在發生變化，比起個人化、孤立化的社會，他們更需要建立人與人、人

與物之間的連接，強調商品帶來的心理滿足。他們不再追求衝動消費瞬間

的刺激感，更傾向於購買那些可以持續帶來滿足感的物品，能夠給日常生

活帶來實際效用。



什麼樣的商品能夠滿足這些看似“龜毛“的要求呢？

首先，製作精美、注重細節，比如能夠給日常生活增加“儀式感“的家居小

物。日雜經常盤點一些《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廉價好物推薦》，其中包括很多看

似不起眼的家居雜貨小商品，但是無一不製作精美，造型雅緻，一個小相框、

一束花就會讓家裡變得很溫馨、有調性。還有一些功能上非常關照“生活細節”

的產品，比如孕婦睡枕、廚房鬧鈴、防黴噴霧、後背痘痘噴霧、地漏清潔劑

等，這些商品低價、不佔地方、能在生活中帶來很細節的實際效用，也給日本

消費者帶來“小確幸”的心理滿足。

其次，具有巧思、“匠心“的產品設計，也能贏得日本人的青睞。舉個例

子，日本某飲料公司曾推出一款大火的飲料瓶設計，創意是當飲料瓶中的飲料

喝完後，透過透明的瓶身會出現兩側人物同屏的畫面，消費者紛紛評論”喝完我

要收藏空瓶“。這種讓人眼前一亮的匠心產品功能和外觀設計，正中日本人的

心。

再次，在日本老齡化和少子化並行的背景下，寵物成為日本民眾的精神慰

藉。2019年日本寵物市場規模約為1029億人民幣2，寵物用品日益成為採購的

必須。



4）網購風靡

日本人普遍有網上購物的習慣，網購滲透率達70%，平均每人每年網

購花費近1,500美元3。購買力強、退貨率低、复購率高是日本網購消費者

的三大特徵6。日本網購消費者一般喜歡在晚上下班之後和周末購物，還喜

歡在節日大促時購買打折的產品。日本公司一般每年在7月和12月發兩次獎

金，領取獎金後日本人也免不了在網上大購物“剁手”4。日本網購消費者非

常關心產品質量，也關心產品的一些細節，包括包裝、標籤甚至購物憑

證。也更注重商品的評論，推薦延伸產品，同類產品之間的比較等。

預計到2022年日本的電商零售額將達到近1600億美元5。根據2019年

日本各大電商平台瀏覽量對比顯示，亞馬遜日本站月均流量高居第一7。對

很多賣家來說，想要抓住日本網購消費風潮的商業紅利，拓展亞馬遜日本

站業務都是首選。



1.2.1
日本時尚文化：

他們在追什麼? 從和服到西裝，從原宿風到簡約風。

服飾早已不只為了滿足取暖遮體，更是文化、身份、自我個性的表現。日

本服飾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改變，這種變化絕非“閉關”式的自我摸索，而是在與

中國、歐美等外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斷交匯、融合和演變。“日系”一詞

的誕生，很大程度上說明日本的時尚文化已經自成體系。

從日本傳統服飾和服的改良簡化，到上班族“標配”西裝、學生族的製服，

從凸顯個性的原宿風到性冷淡簡約風，反映出日本社會的結構、日本人的特殊

性格，體現了日本傳統與歐美西方的兼容並蓄，共性中包容著個性的獨特時尚

文化。

1）和服

和服是日本最耀眼的文化資產之一，是日本服飾的瑰寶。直至今天，在冠

婚葬祭、傳統節日、饗宴，以及進行傳統藝能等重要節日和場合下，不少日本

人都會穿和服8。和服的雛形與中國吳越長衫和唐朝服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和服以繁複精巧、注重細節出名，不僅構造複雜，種類、花色、質地的式樣千

變萬化，穿著時更有一套繁冗的規矩，儼如一件藝術品。和服的基本構造由掛

衿、共衿、本衿、地衿、左前片、右前片、袖、袂、左衣領、右衣領、劍先、

身丈、絎丈、肩幅、袖幅、袖丈、袖口、袖付等16個部分組成8。



絹是日本和服最常用的面料，順滑且富有光澤。此外，棉、麻、羊毛、化纖

也是和服常用的面料。麻布透氣性好、耐水洗，棉質和服更親和肌膚、穿著舒

適，羊毛製成的和服具備保暖性，化纖則價格親民、耐洗耐磨9。

男式和服色彩比較單調，偏重黑色，款式較少，腰帶細，附屬品簡單，穿著

方便。女式和服色彩繽紛艷麗，腰帶很寬，而且種類、款式多樣，還有許多附屬

品8。

和服雖美，日常穿著略顯繁複，現如今改良和服或和服元素的服飾受到了很

大的歡迎。將腰帶部分改成皮帶樣式，搭配各種帽子，內搭蕾絲底衫，小皮鞋，

靴子，或者將和服的羽織（はおり，類似於和服最外面的外套）單獨改良成可以

外穿的外套搭配T卹牛仔。和服元素也擴展到了全球時尚設計中，比如丹麥瑪麗王

妃就曾經身著以和服為風格元素改制的連衣裙出席活動，不僅古風古韻，而且還

體現出一股貴族氣質。

2）制服

在日本，滿眼都是西裝，甚至出租車司機，洋裝店售貨員也是西裝筆挺，

微笑服務。為什麼舉國上下都會對幾乎毫無個性可言的西裝情有獨鍾？首



先，這和日本人“不要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意識息息相關。“面子功夫”是最基本

的不給別人添麻煩的表現，畢竟衣服穿得邋遢不體面，是對別人的不尊重，也會

給別人添麻煩。乾淨得體的西裝自然就成了日本人的首選。其次，日本人注重

“和”文化。這裡的“和”，既有跟他人和睦相處，盡量不產生矛盾糾紛的意思，也

有在各種場合禮儀上盡量保持一致性，不標新立異，不做出頭鳥，不做異類的意

思。再次，日本人極其嚴謹，大小事務都非常注重細節，這也導致了他們在日常

中會有很多規矩禮節要去遵守，也因此誕生了很多所謂的“正式場合”，比如開學

典禮、畢業典禮、成人式、考試、婚喪、面試這些都屬於正式場合，相應的就必

須要穿正裝。

男性西服的基本服飾包括長袖外套、相配的長褲、長袖襯衫、領帶。女性

西服更多樣化，基本包括外套、相配的裙子或褲子、女裝襯衫。一般西裝顏色

為海藍、淺灰色、黑色、深灰色，通常無圖案、細條紋或格紋10。西服常用面

料包括毛料、羊毛、羊絨、滌綸、綢緞等。由於夏天的炎熱容易導致中暑，每

年夏天，涼爽類面料的襯衫甚至假襯衫領應運而生。



學生上學穿制服也是日本獨有的文化象徵。學生的製服，甚至帶動了JK

文化，每一個學校有自己的校服，而從校服面料及款式的好壞，也成了辨識

私立還是公立學校的默認方法。學校會統一分配相同樣式的製服，一些學生

會私自改變裙子的長度，以此挑戰規矩，彰顯個性。她們會在短襪、襯衫、

領結、書包甚至是別針等小細節等上“下功夫”，滿足個性化的需求。

3）原宿風

在抹殺個性化的西裝橫掃日本時尚文化的現實下，“原宿風”以誇張高調

的設計、極度追求個性的潮流異軍突起，在當代日本文化中成為一抹不可忽

視的亮色。以東京都澀谷原宿區為據點，一群身穿“奇裝異服”的街頭青年頭

髮染成五顏六色，服飾色彩絢麗，打扮前衛隨性，和中國早年的“非主流”有

異曲同工之處。

獨特的日本原宿風的形成，一方面由於二戰後美國扶持日本重建，日本

時尚受“美國化”影響，另一方面，日本人戰後渴望展現自我，張揚個性，原

宿風應勢而生並引領潮流。藉由美式風格演變而來的原宿風，一度成為日本

時尚的代表，反向輸出西方、影響全球11。

原宿風代表了日本街頭文化，基本包括五顏六色的染髮/各種款式誇張的

帽子、寬鬆圖案前衛的T卹，可愛風的針織上衣、彩色或者有團的絲襪，自



己更改加工過的牛仔褲，蕾絲繁複的裙子。原宿風著重於色彩的亮眼，撞色

搭配的協調12。從電影《下妻物語》開始流行的洛麗塔風，以及電影

《nana》開始流行的朋克風，年輕偶像“彭薇薇”帶動的“Kawai”可愛極致的

潮流都是屬於原宿風的一種。

現在雖然沒有了當年的武裝到皮膚顏色的誇張原宿風，但是，圖案誇張

特別，內衣外穿，改良羽織外套，暗黑系的服飾等等照樣受到一票年輕人的

追捧。

はらじゅく



4）簡約風

不同於70年代到21世紀初追求品牌、大肆消費、通過商品展現自我的個

性化品牌化消費傾向，現階段日本人更追求簡單、樸素、休閒以及環保的消

費觀念1。日系簡約風看似款式樸素簡單，但是在服裝的版型，以及細節處

理上都符合日本的求同存異，不太過顯眼，但是又能顯示自己品味的小心

機，目前在日本比較受歡迎的Urban Research ，Heather，MUJI都是走的簡

約風格，包括優衣庫也推出了U系列的簡約風格。日本最大的時尚集合線上

商場Zozotown旗下囊括的品牌大部分都是走簡約風格。

歐美風風格上比較奔放、隨性，設計上更加大膽，喜歡亮色和飽和度高

的色彩。日系簡約風則更注重保守、素雅的風格，設計元素簡單，顏色上淡

雅、飽和度低，黑、白、藍、黑、駝色之間互相搭配，即便有印花圖案，也

只是小圖案。簡約風重視材質，採用羊絨、真絲、純棉等面料。



1.2.2
日本服飾設計及用料：原來他們都喜歡這樣的服飾設計/面料

日本上班族格外重視職場禮儀，因而對職業套裝要求都很高，他們更偏愛

暗色和淺色，避免過於花哨，更要求通勤服飾材質好、符合身形、細節到位。

注重面料，及外套的多功能性（例如防雨，防風，保暖）可以一衣多季節的會

比較受歡迎。

居家服

居家服：長裙，長袖套裝，可愛系的T+短褲，

面料：全棉，絨布類（能給到女生安全感的），

款式：套裝，短袖寬鬆長T，T+短褲，吊帶+短褲（寬鬆舒適款式為主）

TIPS：日本人比較好面子，即便在家裡也是成套的家居服，所以對於家居服的

需求相對比較高。舒適度為首要購買動機。女生帶胸墊的款式會比較受歡迎，

男士的家居服常見長袖套裝，或T卹+短褲，舒適為主。



女性上裝

女性上裝：短袖、長袖、針織衫和毛衣等

款式：寬鬆輕薄服裝更受青睞；廓形有質感

材質：純棉、蕾絲、雪紡、晴綸等，其中苧麻針織衫、苧麻、滌棉襯衫、苧麻棉

連衣裙等天然材質更受歡迎。棉麻成分

價格區間：1680-7000日元（2500-15000日元）

春夏款式：簡約的T卹，垂墜感的襯衫，透明防曬的襯衫外套，緊身可內搭的

針織衫，復古風短款襯衫，帶花邊等設計小心機的襯衫或T卹

秋冬款式：針織開衫，厚有質感的毛衣，衛衣套衫，牛仔外套

裙子款式

裙子款式：以修身版型為主（A字型顯身高的款式最受歡迎），垂墜感比較好

的裙子（近兩年長裙成為潮流趨勢，穿短裙越來越少）

熱銷材質：棉質、針織、牛仔，仿真絲等

價格區間：半裙價格在3000-20000日元，連衣裙價格在4000-20000日元

春夏款式：褶皺裙、針織包臀半裙、A字長裙、前開襟長裙，兩種以上面料拼接

不規則長裙，可疊穿吊帶長裙。

秋冬款式：厚長裙（牛仔布等面料）羊毛長裙，針織長裙，運動長裙，絲質長裙

（可內搭），襯衫型連衣裙



女士外套

女士外套：呢子大衣、羽絨服，羊羔絨外套、棉服等

熱銷款式：修身款和寬鬆版兩種，講究廓形版型的大衣，棒球外套（講究面

料和刺繡圖案），修身型的棉服和羽絨服。

常用材質：棉質、羊毛、羊絨、尼龍等

價格區間：15000日元-50000日元



男士上衣

男士上衣：T卹、衛衣、休閒襯衫、運動上衣等

常用材質：棉、聚酯纖維，尼龍，滌綸

款式 ：日系的款式偏向半袖，寬鬆，不緊身，有設計感

價格區間：T卹價格在1000-3000日元，衛衣價格在2000-5000日元，襯

衫價格在1000-3000日元



男士褲裝

男士褲裝：休閒褲、吊襠垮褲（山本耀司係列）、工裝褲，牛仔褲，西褲

款式：傾向於休閒、舒適、合身等

常用材質：棉、聚氨酯等，顏色以黑色、灰色、棕色，卡其色等素色為主

價格區間：4000-15000日元

男士秋冬外套的選擇上，日本男性追求簡潔、便利和功能性，款式設計偏向歐

美風格，羽絨服重視偏西服化，與日常穿著的運動類羽絨服分開。保暖、防水、抗

風等特性，大衣通常配合西裝穿搭，強調質感、時尚感及工藝細節，夾克類追求輕

量保暖。夾克的話，多口袋、多功能性、運動類的外套都是多數日本男士的選擇。



1.3.1
日本料理文化：對飲食的追求不止於味

1)對食物器具形/色/設計的高度講究

日本人堅信美食首先是從眼睛開始品嚐，因此對食物裝盤時的形狀、色

彩搭配、擺盤等都特別講究13。每一道料理都如同藝術品，不僅是大飽口

福，其“藝術性”和“優雅感”也讓人大飽眼福。他們喜歡當季的時鮮物，和當

季最美味或最具代表性的食材。

對食物形與色的追求，使得他們格外重視飲食器皿。根據每道菜品的不

同，以及季節和節氣的不同，搭配的碗碟皿盞都不盡相同。例如，許多餐具

都會和季節或食材搭配，圖案上會用一支紅梅、櫻花來點綴。比如，晶瑩剔

透、清新淡雅的碗配上一碗白米飯，長條形的壽司盤整整齊齊地把壽司依次

排列下來，瞬間讓人食慾大開。



2）雜食習慣帶來的巨大餐具需求

日本人認為萬物均以"平衡"為第一要義，由於各種食物均有"陰陽"之

分，因此自古以來始終貫徹雜食的原則14。以會席料理為例，一頓正宗“日

料”，按照上菜的順序，就有著十幾種不同的餐具：①先付（前菜），體

現季節性的開胃小菜，擺盤會比較講究季節感和色彩；②先碗，一般都是

清淡的湯品；③刺身，一般是我們所熟知的生魚片；④燒物/烤物，大多

為魚，也有些會提供龍蝦等；⑤炸物，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天婦羅；⑥溫

物，熱乎乎的食物往往是烏冬面或者雜炊、小鍋或者涮鍋；⑦蒸物，大多

是茶碗蒸或者土瓶蒸；⑧主食的飯+味增湯+醃漬菜；⑨最後甜品15。

而更加家常的“日式定食”，也對餐具有著多樣化的需求。 “日式定食”

和中國的套餐類似，一般以一個菜為主，配合小菜、米飯、鹹菜和醬湯。

這也意味著他們普通一餐需要碗、盤、碟、筷子、湯匙等幾種不同的餐

具。

在壽司店，不同價格的壽司也會擺放在不同顏色的盤子中。懷石料理所

用的器皿甚至會請出名的瓷藝師專門打造，同時上多道菜的時候，會按照從

右到左從低到高的順序使用器皿，方便客人用餐。圖案上，大多數會採用日

本現今比較流行的美濃燒、波佐見燒、津輕燒、有田燒、九谷燒等器皿，當

然好看的中國瓷器也在漸漸被接納采用。對於大多數日料店以及溫泉酒店來

說，選擇適合的菜餚器皿是一門學問，體現了商家的“匠心”和審美。



3)日本茶道文化

日本的茶道自南宋末年，由中國傳入。現在的日本茶道分為抹茶道與煎

茶道兩種，飲茶時涉及茶會、茶具和茶禮16，看似簡樸素雅的茶道背後有一

套極為繁瑣的禮儀和規矩，將生活休閒活動提升到了精神意識層次。茶壺、

茶碗、茶罐、火爐、掛物、用於取茶的茶杓、圓筒竹刷茶筅、包覆茶的布袋

等產品具備一定的市場。細節考究，圖案精美的茶具會比較受日本歡迎。

除了飲食之外，茶道的精神還延伸到茶室內外的佈置，品鑑茶室的書畫

佈置、庭園的園藝及飲茶的陶器都是茶道的重點。日本茶道的一個特點，即

是“季節性”。什麼季節喝什麼樣的茶，搭配什麼樣的茶碗，茶室裡掛什麼樣

的捲軸內容，配上什麼樣的和菓子，以及旁邊所插的花，這些都形成了日本

茶道的精髓。



1.3.2
日本人飲食習慣：這些商品才能上得餐廳，入得廚房

1）現代化的廚房用具

日本的廚房幾乎都是開放式的，主要原因是傳統日式料理都是蒸煮為

主，沒有油煙的困擾，再者操作檯面向客廳方便與家人溝通。保留著傳統

飲食文化的同時，日本人也欣然接受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西式飲食方式。

廚房用具會包括冰箱、微波爐、電飯煲、電水壺、爐灶面、攪拌機、輕便

電爐等小家電，以及搗蒜器、蛋黃分離器、刨絲器等小工具。

日本廚房也偏愛原木色系，為保證房間整體顏色的一致性，白色、原

木色、米灰色等百搭的顏色是日式廚房的心頭好。

廚房很容易藏污納垢，日本人又尤其重視收納，能夠將物品掛起來的商

品會很受歡迎，例如廚房掛鉤、方便懸掛的廚具等，還有各種儲存食材的收

納罐子、藏在抽屜裡的收納格子、節省空間的收納隔板、掛在櫥櫃門後的收

納籃子等等。此外，高櫃可以作為電器櫃，也可以作為普通的儲藏櫃，滿足

日本人對形狀大小各異電器的收納需求。



2）營造儀式感的餐廳用品

餐廳用具通常包括桌子、椅子、綠植、紙巾盒、杯墊、餐具盒等。餐桌基本

是規則的長方形，日本人不喜歡鋪桌墊，一般會用餐墊，甚至會根據家庭成員來

購買不同顏色圖案的餐墊，或者根據餐具進行搭配。餐桌餐椅一般使用原木色，

和室內其他櫥櫃顏色保持一致。餐桌上會擺放綠植裝飾，還會用木製收納架來收

納一些小物品。

日本是橫著擺放筷子，筷著的存在也是日本獨有的用餐特色。另外，桌面的

木質紙巾盒、一些收納餐具的小物件也是營造溫馨家庭氛圍的關鍵。

日本的食器與光滑潔白的中國瓷器有所不同，多是厚重、粗糙甚至不規則

的，有很多還是手工製作的。日本食器手感上帶有明顯的顆粒感、粗糙感，顏色

上多保留材質的原色，而較少做繁瑣的修飾。



3）早餐文化

日本人很重視早餐，傳統的日式家庭早餐以米飯為主食，搭配烤魚味增

湯、醃漬菜等。煮飯搭配的小道具、簡化的醃漬菜缸、實用的雞蛋處理小道

具等都很受主婦們的歡迎。對於現代家庭而言，年輕人喜歡快速的洋食，烤

麵包機、咖啡機、煮蛋機、三明治機等各種方便快速完成早餐的小型家電十

分收到年輕人的喜愛。

4）便當文化

日本的用餐文化里，比較獨特的是便當文化。小孩上學、老公或者自己

上班都會帶自己製作的便當，所以和製作便當相關的小道具有很大的需求，

例如分蛋器、便當盒、保溫保冷袋、形狀可愛的牙籤，可以製作可愛飯糰或

者印製圖案的印章等，都是日本家庭主婦必備的工具。



5）日本主婦的“戰場”：烘焙點心

日本家庭主婦喜歡在家做烘焙，特別是家庭居住社區的聚會（類似中國

的居委會）或者婦女會等聚會，能夠拿出自己製作的精美的點心，成為家庭

主婦之間的暗自較量。因此，烘焙工具是日本家庭的常客，比如切麵包的

刀、烤麵包的各種模具、奶油裱花的道具等。



1.4.1
日本居住環境與文化：從這三大特徵領略日本居住文化

1）公寓、高層住宅、一戶建

日本目前的居住環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公寓，相對來說單身人士選

擇公寓房的比較多。這種公寓一般以兩層樓為主，房間小而緊湊，所以他們

對於住宅內收納功能強大的櫃子及多功能的小家電等物件需求比較高，比如

暖爐桌，又可以吃飯，冬天可以取暖，鋪著被子也可以直接睡覺。

第二類為高層住宅區，往往是小家庭、情侶或者經濟條件還可以的工薪

階層的首選。高層住宅區往往是裝修完整的房間，配備自動化的電器。對於

這樣的居民來說，使居住環境變的更能表現自己風格的物品，例如各種擺

設、享受型的唱片機、或者休閒用品，甚至是小型的健身器械也變成了日常

需求的物品。



第三類為經濟小康之家的一戶建，分為市區內和郊外相對比較大的帶

停車位的一戶建，房間相對來說空間比較大，而且分為樓上樓下，房間的

分配利用也比較明確。清潔清掃用品、自己動手修修補補家庭的用品工具

甚至急救儲備用品也變成了日常儲存的用品之一。另外，日本富人區的大

房子一般都自帶庭院，花園裡的各類工具也成了他們的必需品，例如樹

剪、花灑、園林保養等各類花園用品。

2）收納文化

由於戶型面積小，日本通過收納整理，將每一個區域和空間的價值發揮

到極致。他們精於把室內物品互相穿插，收拾放置在不佔空間的壁櫃裡，從

而產生了巧妙的“收納文化”。如此，既讓室內生活起居十分寬敞明亮感，同

時也可省去不少清潔的麻煩。這一文化使得收納盒、收納櫃、精巧的家具、

掛扣等物件，成為日本消費者的心頭愛。

3）坐文化

榻榻米能夠節省室內空間，平時可以將床被收納在櫥櫃中，有更大的空

間活動和招待朋友。日本人習慣盤腿屈膝，坐在榻榻米上無拘無束地交談、

飲食。席地而坐時，人的視線會跟著下降，室內的空間也顯得更加高大。日

本人一般會選擇較為低矮的家具樣式，如蒲團、矮桌、矮櫃、榻榻米等，營

造出平和簡淡的意境的同時，能夠有效破除空間上的壓抑感。



1.4.2
日本居家行為習慣：藏在日式家庭裡面的選品啟示

1）居家家具

日本人居家必不可少的家具有桌椅、收納架、沙發、書架、衣架、各式櫃

架等，顏色多以原木、白、棕、駝色等淡雅色係為主，設計簡單不宜複雜，且

易組裝性的商品更受歡迎。由於日本戶型面積小以及日本人的坐文化，他們購

買家具用品時更偏愛小尺寸、可折疊、不佔空間的家具。

2）居家日用品

日本居家的日用品包括毛巾、肥皂、牙刷、洗臉盆、拖鞋、晾衣架、拖把、

衣架、雨傘等，日本人同樣更偏愛便於收納整理的產品設計，比如，清潔工具的

頭與桿分開，保證靈活購買、物盡其用。很多產品都有採用滾輪卡扣，可以懸掛

在牆壁上。



3）愛收納、“潔癖”的日本家庭主婦

日本的家庭主婦往往需要將家內佈置的井井有條以及收拾的干乾淨

淨，幾乎每天都需要擦洗。與之相呼應的，小到麵包封口包裝，大到

衣服被子，收納工具是每個日本家庭必備的用品。各類清潔工具，光

廁所、廚房的清潔用品都可以細分出十幾種，除臭、除黑漬、除尿

漬、管道清潔、日常除菌、馬桶清潔、浴缸清潔等細分的清潔工具一

應俱全，甚至細微到頭髮收集、鏡面除霧，只要是能夠幫助保持乾淨

的，都會成為日本家庭選擇採購的物品之一。此外，為方便收納整理

和空間利用，伸縮衣架、可折疊盆、收納盒、折疊籃、置物架等可折

疊的家居小物是日本人必然會購買的物品，甚至會統一購買保證整體

的和諧一致。



1.5.1
日本出行/戶外文化：對自然的「敬畏」之心，騎行、露營、滑雪

1）出行文化：騎行、地鐵

日本人口密度高、道路窄，出租車費、自駕車停車難及停車費用昂貴，東

京等大都市的堵車情況嚴重，相對來說線路四通八達，而且出行時間有保證，

對準時守時非常看重的日本人來說，地鐵是出行的第一大選擇。日本人更願意

以騎行配合地鐵的方式上班，效率更高也更健康。搭乘地鐵的時候，空蕩的地

鐵上看書的日本人到現在都保留了這個習慣，所以書套、書皮一直是在日本是

非常獨特的一項消費品。另外在擁擠的地鐵裡刷手機的人，防偷窺屏幕貼紙也

變的很重要。日本人不給人添麻煩的習慣，也使得他們在下雨天習慣性進地鐵

收起雨傘，防止弄濕身邊的人，所以帶有傘套的雨傘，會比較受青睞。

2）戶外文化：露營、垂釣

與美國人渴望征服大自然不同，日本人更多是以“敬畏”之心尋求人與自

然的共存，自然與城市生活的融合18。日本多森林，周圍海洋資源豐富，為

日本人戶外文化提供了天然的條件。日本處於板塊交匯處，經常受地震影

響，逃生技能和戶外生存技能格外受重視。因此，戶外文化深深根植於日本



人心中，而且日本多節假日，露營、徒步、登山、垂釣、衝浪、滑雪等活動早已

成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旅遊度假的時候，日本人也會選擇自駕出行。

日本人參加戶外活動，也是既守規則又有條不紊的。帳篷、旅行背包、登山鞋、

雨衣、折疊小板凳、帽子、毛巾、斜挎包、睡袋、防潮墊、便攜小冰箱、便攜電

扇等商品成為戶外潮流人士提前半年就開始準備的必需品，兼具潮流和實用的單

品會受到這些人士的追捧。



1.5.2
TOP級出行/戶外好物：都市與自然共存下的商機

日本人日常通勤以地鐵為主，防漏音耳機、公務包、手帕、卡套、書皮、長

柄傘、手機扣等小物件成為他們的常用的物品，顏色選擇上多以黑、白、灰、深

藍、軍綠等顏色為主。日本人還以騎行配合地鐵出行，除了自行車需求量大之

外，車鎖、手機架、騎行服、智能手錶等騎行類的配件同樣有巨大的市場。

日本人对户外休闲活动的追求，使得鱼竿、冲浪板、帐篷、便携厨具、野

餐墊、BBQ燒烤架、派對遊戲、小冰箱等商品成為眾多賣家的選品秘訣，具備

較大的市場潛力。

在旅遊、外出等行李較多的時候，日本人會採用自駕出行，也經常使用折

疊式購物車，此外，車內導航儀、行車記錄儀以及車內音響等品類也有商機。

當然，戶外旅行同樣離不開相機等拍攝“硬件”，而相機的配套設備如穩定器、

三腳架等輔助設備也是他們會購買的產品。



戶外衣著用品方面，吸汗快乾、攜帶輕便等功能也是受歡迎的重大因

素，款式商務但兼具輕便型、功能性的上衣或者外套是大多數商務人士的

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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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駐亞馬遜日本站，把握家門口的商機！

掃碼入駐日本站經理聯繫你送福袋
（注意：填表郵箱一定要用沒登記過的全新郵箱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