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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芊芊

嘗試多元化拍攝題材及風格的自由攝影師，工作為專業攝影與

教學以及廣告設計整合等，常以美景總是值得靜靜的等候來勉

勵自己，對於攝影的主張為：開心拍照 快樂分享。

2009年開始接受輔大及台積電、台塑、微星、廣達、南電等
攝影社等攝影講座邀約。在海峽兩岸眾多攝影雜誌、書籍以及網站中經常有作品及專題發 
表。2013推出個人著作「楓花雪夜 -芊芊的旅遊攝影手扎」。
部落格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luratracy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uratracy

關西 -芊芊老師

部落客介紹

What's 關西

E  大阪 -南部
關西最繁華的購物及美食聚集

地！一到夜晚霓虹看板五光十

色越夜越美麗。此外也別忘了

嚐嚐絕品美食「元祖炸串」。

A  京都 -中央
推薦將 「府立植物園」當作京都旅程的起
點，四季皆有不同景色，有各種種類的植

物可以欣賞。接著就前往被登錄於世界文

化遺產的「二條城」，進入後就予人一種時

光倒流的錯覺，時間彷彿回到了江戶時期！

F  大阪 -港灣地區
此區有可以全家同樂的主題樂園。除

了生動再現電影裡妙生橫趣的娛樂

設施，還能與人氣卡通人物親密接

觸。一到夜晚，光輝燦爛的夜間遊

行讓您的照相機快門停都停不了！

B  京都 -嵐山
京都賞櫻賞紅葉名所的嵐山，

這裡的美麗景色為劉芊芊最喜

愛的拍攝景點。除此之外充滿

歷史氛圍的寺廟及美食景點也

非常多哦。

G  兵庫 -神戶
神戶港的美麗夜景為劉芊芊喜

愛的拍攝景點。遊覽完北野異

人館之後，就去品嚐美味的神

戶牛吧！

C  京都 -東山
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清水

寺」絕對不能錯過。在東山參道

散步就能感受古都的歷史氛圍。

此外悠閒地散步造訪一間間的

土產店也是不錯的選擇哦！

H  兵庫 -明石
明石海峽大橋及瀨戶內海的美

麗景色絕對不能錯過。夕陽西

下的美麗風景實在令人陶醉！

也別忘了到「孫文記念館」看

看哦。

D  京都站周邊
晚上的京都除了可以從京都塔

眺望夜景，也可以在京都站前

欣賞音樂水舞秀。如果肚子餓

了，就前往聚集許多拉麵店的

「拉麵小路」享用美食吧！

劉芊芊造訪的關西景點

在關西，大阪、京都、神戶這三大都市的地理位置都相當接近，即使停留時間不長，還是可以有效率的遊覽關西地區。

神社寺廟比鄰而立且可以感受和式傳統風情的京都、充滿活力及許多美食的大阪、處處散發著異國情懷的摩登都市神戶。

可充分體驗每個城市不一樣的獨特魅力，來趟豐富的歷史、文化、美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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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芊芊、攝影／劉芊芊

世界遺產、絕美風景、美食料理 盡在關西
在日本旅遊中，讓我覺得最好玩也最好拍的莫過於關西地區了，其中京阪神最適合小型出走，五天的行程安排就可以讓我

們吃得滿意、玩得開心、拍得過癮囉，最後當然還要好好的血拼一番，帶回很多精美又實用的戰利品啦 !!!

日本歷史 皇都縮影 -京都
京都是我在日本旅行中最念念不忘也最喜愛的一個城市，它在 794年時就已成為日本的首都，當時名為 [平安京 ]，而在
悠久的日本歷史中，歷經戰亂與改朝換代也讓京都有著許多的歷史色彩，目前日本的首都雖已移至東京，然而遷都前的這

1000個多年頭裡，京都卻一直是日本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因此京都可以說是整個古日本文化的縮影，眾多國寶與重要文
化財產、慶典儀式、神社寺廟仍留存至今；以至於整個京都的建築也都仍保留著古都的風情與傳統色彩，在京都還有 17
處的城堡、神社與寺廟已被登錄在世界遺產中，這個見證著日本古王朝歷史的古都，絕對是日本文化深度觀光的首選。

清水寺與清水坂可以結合東山參道（二年坂、三年坂、寧寧之道至圓山公園），成為一條饒富和風味的京都散步道，除了

看看知名的世界遺產清水寺外，在這邊也可以換上和服，走在富有古都氣息的石板古街上，恣意悠閒的感受古京都的風情，

在秋楓或春櫻的時節，更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京都楓葉及花都的魅力，嵐山地區則是尋幽探密、感受世外桃源般美景的好去 
處，嵐山渡月橋與世界遺產天龍寺是最知名的景點，而在典籍小說 [源氏物語 ]中曾出現的野宮神社及其周邊的野宮竹也
值得一探，另外在秋楓時節能搭上浪漫小火車或是手搖船沿著保津峽欣賞山谷間的彩林與紅葉的美景，則更是引人入勝。

天下廚房 購物天堂 -大阪
大阪是西日本中最大的城市，其適中的地理位置與廣大便利的交通網，使得大阪非常適合作為關西地區的旅遊基地，周

古都巡禮 海港風情 關西京阪神
旅 遊 心 得

邊的旅遊勝地京都、神戶與奈良等，都可以在一日內來回。在歷史建築的部份，有著天下第一名城的大阪城可說是不容錯

過的古蹟名勝，尤其在櫻花季時節，壯麗的古城與櫻花的景色相當美麗而壯觀。而遊樂方面的選擇也相當多，在這要首

推的是佔地 39公頃的環球影城，它是環球影城在亞洲建立的第一個主題公園，內含了八大電影主題區，還有我們所熟悉
的卡通主題館，以及許多的遊樂設施與歐美建築街道的造景等，不僅是適合玩樂也很適合拍照取景，另外這裡也有許多

精彩表演與夜間的花車遊行，熱鬧非凡又璀璨動人，可說讓小孩到大人都能夠盡情的玩樂上一整天。

而心齋橋及道頓堀一帶則是關西最負盛名的購物與美食天堂，在這裡除了有高級的精品百貨與名牌專櫃等，心齋橋購物

街更是有著大大小小的時尚精品店舖與藥品美妝連鎖店，可說是應有盡有；另外在夜裡來到道頓堀可以欣賞與拍攝許多

大型的霓虹招牌看板，每一個都各有其風格，可說相當有特色，而這裡由於匯集了日本各地的美食料理，因此在自古以來

便有天下廚房的美譽，經典章魚燒、大阪燒、海鮮料理、拉麵與火鍋等，在這裡都可以滿足您挑剔的味蕾。

異國風情 絕美港都 -神戶
神戶是兵庫縣的第一大城市，並且也是日本十大城市之一，神戶市的位置恰好在日本國土的正中央，在四季分明的日本來說，

神戶的年平均的溫度約在 17度左右，是一個冬暖夏涼、氣候宜人的城市；神戶市背山面海的景色也相當迷人，從六甲山
上可以俯瞰整個神戶港的迷人夜色，藍調的夜裡點綴著素有百萬夜景的璀燦燈火，有如七彩珠寶箱一般的閃耀，觀景台一

旁的六甲枝垂自然體感展望臺，在遇上有點燈的時節裡，也宛若一枚大鑽石般的耀眼。

神戶塔儼然就是神戶港一個最耀眼的座標，位於港灣旁的神戶臨海樂園（Harborland），是利用神戶中央區舊國鐵“湊川
貨物站”為基地，經過一連串開發，並以 [創造成為連結到海的文化中心 ]為主題而成為的新興區域，在其中的Mosaic
商城裡的數個面海餐廳，都能邊用餐邊欣賞神戶港的美麗港灣夜色，白天泡泡知名的有馬溫泉，夜間來到神戶港用餐看

夜景也真是值得推薦的行程。

另外位於舞子的明石海峽大橋則是世界上最長的懸索橋，這裡可以飽覽瀨戶內海與大橋的優美景致，從夕陽時分至傍晚

時的不同景色，也都美的讓人感到留連忘返。

最後北野異人館則是明治時代因神戶港開港後，使得外國人不斷增加，而使北野區逐漸開發成為外國人的住宅區，這一個

區域的建築完全充滿著異國的風情，目前異人館區已由神戶市政府整理成為了數個主題館來開放給遊客參觀，當然參觀

完後一定要找一間知名的餐廳來享用一下日本第一的神戶牛，這樣感覺上行程才是完整的呀 !

1  清水寺無論春夏秋冬，白天夜晚來訪，總能捕捉到美好的照片。→東山 p7　 2  若有幸於櫻花季來到京都，「山科疏水」是一個
十分適合追櫻的好所在。絕對是行程首選。　 3  電影「藝妓回憶錄」的拍攝場景之一就在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著名參觀景點 
「千本鳥居」是一定要拍照收藏之處。　 4  嵐山的野宮神社總是會見到來回穿梭的人力車，透露出濃濃的歷史味。→嵐山 p7

5  在道頓崛除了買東西和吃東西外，別忘了停下腳步，夜景也十分迷人。→大阪（南部）p8　 6  明石海峽大橋除了是日本的交通建
設的驕傲外，也是許多旅人拍照取景的好地方。→兵庫（明石）p9　 7  來到神戶，喜歡夜拍的朋友，六甲山的「百萬夜景」絕對要
收入征服清單內。　 8  入口即化的肉質搭配濃郁的肉汁，神戶牛排絕對是一生必嚐一次的美味。→兵庫（神戶）p09

1 52 63 74 8

54
部落客推薦！　日本旅遊活動導覽書　關西版



推薦！ 關西旅遊行程

京都這座古城，一年四季都能

展現不同風貌，每座古城、街

角都藏著一段故事。當您甫來

到京都，別忘了先在京都車站

前購買一張 500圓日幣的公車
一日券，或是公車 +地鐵的 1
∼ 2日券，就可以無限暢遊各
個知名景點，可說是非常划算

呢！

DAY 1 旅程第一天前往美麗的植物園及代表古都 -京都的二條城。

京都府立植物園建於 1924
年，在二次大戰時曾被聯合

國佔領，1961年重新開放，
超過 240,000平方公里的
占地，超過 4,500種的植
物可供觀賞，園區也隨著

四季變換展現不同的色彩，

另外，園內還有開放參觀的溫室，熱愛「拈花惹草」之人千萬別錯過。

地 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下鴨半木町　電 075-701-0141　營 9:00∼ 17:00
（入園最晚時間 16:00） 溫室展覽時間 10:00 ∼ 16:00（溫室最晚入園時間
15:30）　休 每年 12月 28日∼隔年 1月 4日，其餘全年無休　費 一般 200圓
日幣，高中生 150圓日幣　 HP  http://www.pref.kyoto.jp/plant/index.html

占地頗大的園區，相機隨手舉起都能記下美景。

1  京都府立植物園　 京都市

二條城本身就是一本歷史課本，

記錄了日本江戶時代「德川家

康」家族的興衰，1994年，被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列入

世界遺產中的古都京都的文化

財之一，其中二之丸庭園與清

流園都是推薦必訪之地。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二條通堀川西入二條城町 541　 電  075-841-0096 
營  8:45∼ 16:00（閉城 17:00） 二之丸御殿參觀時間 9:00∼ 16:00　休  每年 12月 28
日∼隔年 1月 4日，每年 12月、1月、7月、8月每週週二　費  一般 600圓日幣，國高中
生 350圓日幣，小學生 200圓日幣　 HP  http://www.city.kyoto.jp/bunshi/nijojo/

/ 護城河、城牆、莊嚴的日式建築，搭配庭園山水⋯。光庭
園造景和建築之美也足以成為入城的理由了！

2  二條城　 京都市

DAY 2 嵐山與清水寺周邊，在充滿京都風情的景色中悠閒地散步吧。

來到京都，嵐山定是必遊景點，除了徒步，搭

人力車的方式更為有味道，別擔心不諳日文

無法溝通正確下車地點，出發前就會有詳細

的的圖和價目表供遊客選擇，有 10分、30
分、60分等等的車程可以選擇，想要體驗古
式人力車旅遊的朋友，絕對值得搭乘一次。

人力車 EBISUYA　地 嵐山車站、渡月橋附
近、野宮神社等皆可上車　電 0120-58-4444 
費 依距離、人數、時間約 2,000∼ 30,000圓日 
幣，最小單位 10分，2,000圓日幣 /人，3,000
圓日幣 /2人　 HP  http://www.ebisuya.com/

掛著親切笑容的車伕，雖然快步跑著，車子卻異常平穩，

時不時還會回頭用英文夾雜著日文親切的導覽和對談。

3  嵐山人力車　 嵐山

主打「良緣祈願」和「進

學開運」的野宮神社，

是許多學子和日人慕名

參拜之地，除此之外，

使用保留樹皮的木材所

建成的「黑木之鳥居」

十分值得一看，神社周

邊茂密的竹林，是為遠近馳名的「野宮竹」，和神社搭配起濃濃

的歷史味。

地 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嵯峨野宮町 1　電 075-871-1972　營 9:00
∼ 17:00　 HP  http://www.nonomiya.com/index.html

這份浪漫總是讓按快門的手停不下，也是一來再來的理

由之一。

4  野宮神社　 嵐山

位於天龍寺附近和竹林

小徑的入口處，露天擺

放著幾張桌椅，販賣著

京都有名的豆腐和各式

湯麵料理、包子等熱食，

非常適合走累的旅人歇

歇腳，補充能量。

地 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嵯峨天龍寺立石町 2-1　營 8:00∼ 18:00　
中 有店員可對應中文

豆皮蕎麥麵是我的最愛，Q彈的麵身，搭配清淡的湯頭
和一大塊豆皮，滋味簡樸卻美好。

5  嵯峨豆腐三忠　 嵐山

1 2

3 4 5

6 7

8

清水寺建立於西元 778
年，主要供奉千手觀音，

經過多次焚毀，現存的樣

貌是西元 1633 年重建
後一直保存到現在，也在

1994年被聯合國教育科
學文化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中的古都京都的文化財之一，現在更是觀光客來到京都的必訪之處。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清水1-294　電 075-551-1234　營 6:00起，
關門時間依季節變換有所不同。　費 成人 300圓日幣，中小學生 200
圓日幣　 HP  http://www.kiyomizudera.or.jp/lang/02.html

一走進清水寺就可以看到的仁王門，朱紅色廟體搭配旁

邊的三重塔，氣勢如宏，也是取景的好所在。

6  清水寺　 東山

東山參道以知恩院為主的

「智慧之道」，直通高台寺

的「寧寧之道」和八坂神

社的「神幸道」為主，加

上「寧寧的小徑」、「夢見

坂」、「石塀小路」、「安井

通」所連成的散步路線，

此時再加上清水坂跟清水寺就能構成一條 [京都散步道 ]；在京都
古意盎然的建築與街道的包圍下，享受古都散策帶來的悠閒感受。

東山參道地圖　http://www.kodaiji.com/sight/images/map.pdf

二年坂、三年坂可說是散步道裡最精華路段，美食、和風

小物、陶器及禮品店家可說齊聚在此古街上。

7  京都散步道　 東山

京都塔在 1964年啟用，高高的
聳立在京都車站的正對面，互相

遙望著，成為京都知名地標之一。

京都塔的基座建築包含了百貨商

場、飯店等等，在最高層的展望

台，可以從 100公尺高的高度俯
瞰京都市，享受居高臨下的感受。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七條下東鹽小路町 721-1　電 075-361-
3215　營 展望台 9:00∼ 21:00（最終入場時間 20:40）　費 成人 770
圓日幣，高中生 620圓日幣，中小學生 520圓日幣，3歲以上兒童 150
圓日幣　 HP  http://www.kyoto-tower.co.jp/kyototower/index.html

只要走出京都車站，總會見到京都塔的身影，對於多次造

訪京都的旅人，是一種親切的存在。

8  京都塔夜景　 京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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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關西旅遊行程

前兩天在京都感受歷史、古城，

來到大阪就準備好荷包逛逛，

然後前往環球影城釋放壓力。

最後前往神戶，神戶牛的好滋

味一定是必訪美食，愛拍照的

朋友，夜間的神戶港塔，則一

定要捕捉，增加旅遊攝影的版

圖。

DAY 3 第 3天盡情享受大阪美食及主題公園。

心齋橋是大阪最知名的商店街，心齋

橋興建於江戶時期，這條商店街已經

有超過 300年的歷史了，經過時間
更迭卻越顯熱鬧繁榮，成為大家熟

知的藥妝店激戰區、流行服飾和小

物的集中區，甚至還身藏許多百貨公

司，是旅客到大阪的必訪之地。

HP  http://www.shinsaibashi.or.jp/

/ 心齋橋除了多到數不清的「激安」藥妝店，還有比起台灣便宜的 H&M、
LOWRYS FARM等知名品牌，小巷裡面還有許多特色咖啡廳，可以歇歇腿呢！

9  心齋橋　 大阪（南部）

道頓崛這個和心齋橋齊名

的大阪商店街，歷史比起

心齋橋更為久遠，1615
年完工至今快要 400年
的歷史，其中劇場、商店

林立，這裡有許多的大型

霓虹看板是許多觀光客到

此必拍的地標物，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固力果跑者的招牌了，到了

這裡除了享受美食與購物之外，道頓崛川的夜色也十分怡人喔。

HP  http://www.dotonbori.or.jp/

道頓崛真的是美食吃不完，有知名的炸串、拉麵、壽司、

大阪燒、章魚燒等等。

10 道頓崛　 大阪（南部）

日本環球影城 ®是個闔家

歡樂之處，不僅有刺激的

雲霄飛車、回到未來，也

有視覺超享受的蜘蛛人、

魔鬼終結者等等，2012年
起還新推出了「Universal 
Wonderland」，把 Hello 

Kitty、Snoopy和芝麻街齊聚一堂，讓環球影城更添致命魅力。
地 大阪府大阪市此花區櫻島2-1-33　電 0570-200-606　營 http://www.
usj.tw/parkguide/201306.html　費 12歲以上 6,600圓日幣，4∼ 11歲
兒童 4,500圓日幣，65歲以上 5,900圓日幣　 HP  http://www.usj.tw/

/ 營業結束前會有場超漂亮的「魔幻星光大遊行」，搭配表
演人員的舞蹈，超級有看頭，夜拍起來超美的！

11 日本環球影城 ®　 大阪（港灣地區）

DAY 4
在摩登的神戶街道，

飽覽各個知名景點。

創業超過 130年的 Mouri 
ya，以鐵板燒的方式調理
神戶牛排，烹調前廚師會將

要料理的牛排展示給客人，

並展現嫻熟的烹調技術調

理牛排、蔬菜，讓牛排吃進

口前，眼睛先享受美味。

地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北長狹通 1丁目 9-9 第一岸大樓 3F　電 078-
321-1990　營 11:30∼ 21:30 （午餐 11:30∼ 15:00）　休 第 3個
週三　 HP  http://www.mouriya.co.jp/sannomiya/

/
若時間許可，建議中午前來享用，Mouriya推出午套餐十分划算，讓
饕客們用較低的價格，也能享受神戶牛的美味。若有預算，一定要來

吃一次神戶牛排，感受一下入口即化、香氣豐厚，神戶牛排的絕美滋味。

12 Mouriya三宮店　 神戶

明石海峽大橋是連接著日

本神戶和淡路島間的跨海

公路大橋，橫跨了明石海

峽，耗時了10年的工時，
總長 3911公尺，是目前
世界跨距最大的橋樑。也

成了神戶的重要景點之一。

地 兵庫縣神戶市垂水區東舞子町 4-11　 電 078-331-8181　 
HP  http://www.jb-honshi.co.jp/bridgeworld/index.html

除了到舞子公園拍攝壯闊的明石海峽大橋外，若有時間也可到「舞

子海上散步道」體驗步行一小段的明石海峽大橋，其中一小段路還

特別用玻璃地面，讓遊客以 47公尺的高度俯瞰海平面，十分新鮮。

13 明石海峽大橋　 明石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孫文記念館，又名移情閣，

此棟建築原本歸華僑富商

吳錦堂所有，前身為「松海

別莊」，在 1913年國父孫
中山來到神戶，華人的政

商人士就在此接待了國父。

後來為紀念國父就將此建

築改名「孫文記念館」，裡面展出許多與國父相關的文獻和史料。

地 兵庫縣神戶市垂水區東舞子町 2051番地　電 078-783-7172　 
營 10:00∼ 17:00　費 成人 300圓日幣，兒童 150圓日幣，65歲以
上 200圓日幣　 HP  http://sonbun.or.jp/ch/

明明身處國外，卻能見如此熟悉的歷史人物的記念館，感

覺十分特殊。夜裡的景色更是如同明信片一般美妙。

14 孫文記念館　 明石

來到神戶港，可以逛

逛 umie 購物中心，從
umie中的MOSAIC購
物中心延伸出去的港邊，

還能觀賞「神戶港塔」，

其外型仿造日本鼓所設

計，建築物的外圍用了

32支的紅色鋼架包圍，並裝上 7000個 LED燈，夜晚點燈之
後十分美麗。

地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東川崎町 1丁目 7番 2號　電 078-382-
7100　營 10:00∼ 22:00 （依店舖而異）　 HP  http://umie.jp/

白天的神戶港塔雖然亮麗，但是越夜越迷人，在夜空中變

換著不同的色彩。

15 神戶港神戶 HARBORLAND umie　 神戶

DAY 5
旅程最後一天前往擁有豐富歷史

背景、西洋建築林立的異人館地區

神戶港在 1868年開放
國外貿易，許多外國人

選擇在北野落腳，當時

有超過 200棟的西洋建
築出現在北野，當時的

外國人被日本人稱為「異

人」，因此現今開放 20
幾棟開放參觀的建築被稱為異人館。

地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北野町山本街　電 078-251-8360（北野觀光
詢問處）　 HP  http://www.ijinkan.net/

每一棟「異人館」因為國別不同而有不同的建築風格，若是想要

多逛幾棟，也可以購買 3館、4館甚至更多館的共通券，更為划算。

16 北野異人館　 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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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景點 ＋ 美食

三條河原町　 京都市

來到京都除了神社廟宇，還可以逛逛三條

河原町一帶，這裡沿著潺潺小河有著多

間依親水設計而成的建築，名家安藤忠

雄所設計的 TIME'S也在其中，若在櫻
花時節造訪，在滿開櫻花的親水河畔喝

杯咖啡，那還真是一大享受，非櫻花季時

雖少了櫻花的美姿，但也多添了一份靜謐，

可說無論甚麼時節都很值得到這裡走走，

感受下京都不同的一面哦！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三條通河原町

17

Cafe Dining AVOCADO Mexican
京都店　 京都市

此餐廳最值得前往之處，就是他落座於

安藤忠雄大師的建築 TIME'S一樓。當
然店如其名，賣的就是墨西哥菜，口味十

分不錯，墨西哥餅還有許多口味的沾醬可

以選擇，另外，一進店內最顯眼的就是吧

檯了，怎麼能不選一杯調酒來小酌呢！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中島町 92 TIME'S
大 樓 1F　 電 075-231-0100　 營 11:30 ∼ 
23:00　 HP  http://www.mexican-avocado.
com/

18

手作工房京豆奄 本店　 嵐山

來到京豆庵買豆腐冰淇淋別急著大口品

嚐，一定要學海報上把冰淇淋倒轉，因為

夠綿密，絕對不有冰淇淋跌落地面的慘

劇，玩夠了再輕輕舔下，豆香立刻盈滿口

腔，雖說是豆腐冰淇淋，但口味更像香濃

的豆漿，到了嵐山別忘了這品好吃又好玩

的豆腐冰淇淋哦！

地 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嵯峨天龍寺立石
町 2-1　 電 075-881-3560　 營 10:00 ∼
18:00　費 250圓日幣 -350圓日幣　
HP  http://www.kyouzuan.com/

19

茶寮都路里 高台寺店　 東山

來到京都，抹茶製品一定不能放過，茶寮

都路里這個創業超過 30年的抹茶甜品
店，菜單上每一項甜點看起來都好好吃，

若選擇聖代類，可以吃到抹茶蛋糕、栗子、

紅豆、白玉、抹茶鮮奶油、抹茶凍、香草

冰淇淋等等超多單品組成的迷人聖代，

每一口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幸福滋味。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高台寺寧寧之道 京
洛市「寧寧」　電 075-541-1228　營 11:00
∼ 18:00（最後點餐時間 17:00）　 HP  http://
www.giontsujiri.co.jp/saryo/

20

寺子屋本舖 清水寺參道店　 東山

寺子屋本舖這個仙貝連鎖名店，除了是伴

手禮的好店外，賣店外用透明櫥窗販賣著

多種現吃的仙貝，經過很難不停下腳步，

七味粉十分夠味，傳統的醬油口味，米

香和醬香搭配絕妙，店員則是強力推薦

芥末醬油口味，現場吃完別忘了帶幾包回

去分送親朋好友吧！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清水　 電 075-
525-7141　 營 9:00 ∼ 18:00　 HP  http://
mochiyaki.jp/

21

清水坂玻璃館　 東山

位於清水寺附近的琉璃飾品店，店內的

琉璃原料是來自義大利威尼斯，由京都

的女設計師設計，飾品纖細精致的日本

味，且造型也跟的上時尚流行，不管是搭

配和服或時裝都能展現不同的風情，店

內的髮簪、耳環、項鍊等都精巧華麗，是

女孩子們絕對不能錯過的小店。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五條坂白糸町 569-9
電 075-532-0661　營 9:00 ∼ 19:00（隨
季節變動）　 HP  http://www.kyoto-glass.
com/pub/index.html　中 有店員可對應中、
英文

22

坂內食堂 京都店　 京都市

如果你是個無肉不歡的肉食主義者，那

麼來到京都拉麵小路內，絕對不要錯過

連鎖店「坂內食堂」的拉麵，秘製的湯頭

以豚骨為底，雖帶著醬色卻十分清透，夠

味卻不死鹹，「燒豚拉麵」上的燒肉絕不

吝嗇，鋪滿整碗看不見下面的麵，入口軟

嫩燉煮入味，讓人十分滿足的一品絕妙

拉麵啊！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鹽小路下東
鹽小路町 901 京都站大樓 10F（京都拉麵
小路內）　電 075-365-5070　營 11:00 ∼
22:00（最後點餐時間 21:00）　 HP  http://
www.kyoto-ramen-koji.com/（日文）

23

元祖炸串 DARUMA 道頓堀店　
大阪（南部）

大阪必吃的美食之一就是炸串，「元祖炸

串 DARUMA」是超高人氣的名店，除了
道頓崛店還有許多分店，但是道頓崛店

外觀就有一個超大的兇巴巴人偶招牌十

分吸睛。菜單中超過 40種品項的炸串，
根本就是炸物天堂，其中道頓崛店限定

的雞肉大蒜炸串，別忘了一定要點一份！

地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道頓堀 1-6-4　
電 06-6213-8101　營 11:30∼ 22:30　
費 1,500圓日幣∼ 2,500圓日幣　 HP  http://
www.kushikatu-daruma.com/

24

Chante Clair 奶油麵包棒　
神戶

在人潮眾多的 JR三之宮站中，隱藏著平
民美食奶油麵包棒，在中央口前一台小

小的餐車，長長如棒子般的麵糰下鍋油

炸起鍋後，在熱騰騰且奶香四溢的麵包

上，均勻的刷一層甜而不膩的糖漿，香鬆

又酥脆的口感令人回味，一根 90圓日幣
的庶民價格，讓甜麵包棒在這裡成為了

排隊美食。

地 JR三之宮站中央口前　費 1根 90圓日幣

25

嚇一跳驢子 神戶 HARBORLAND
店　 神戶

「嚇一跳驢子」是日本以漢堡排知名的連

鎖店，美式的懷舊風格讓店面頗具特色，

神戶 HARBORLAND店因為靠近神戶
港，靠窗的位置直接就能觀賞漂亮的神

戶港塔。來到「嚇一跳驢子」漢堡排一定

是必點，多汁厚實的漢堡排立刻撫慰旅

程的疲勞，再來一杯啤酒佐著窗外美麗

的夜景，此趟旅程夫復何求。

地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東川崎町 1-6-1 神戶
HARBORLAND MOSAIC 2F　 電 078-366-
6808　 營 10:30 ∼ 24:00（ 最 後 點 餐 時 間
23:30）　 HP  http://www.bikkuri-donkey.com/

26

看完前面的推薦行程，其實還有許多美食和伴手禮的店想要分享給喜歡關西的朋友，寺子屋本舖和茶寮都路里來

到清水寺一帶可別忘記要品嚐，還有個人也特別推薦隱藏在三宮車站的平民美食甜麵包棒，絕對值得一吃；「嚇一

跳驢子」則是能一邊品嚐美食一邊觀賞神戶港灣塔的好地點，推薦給大家參考哦！ 

※此網頁上所刊載景點的詳細地理位置請於 P23的地圖查詢。

小筆記

關西地區幅員遼闊廣大，五天四夜的行程

儼然無法一一走遍，但是希望在此篇所安

排的行程與景點，都能讓大家的肚子、相

機、以及心情都感到十分滿足。京都站、大

阪環球影城和神戶港塔等都是十分適合夜

拍的地點，想要拍出美麗的夜景，穩固的

腳架與快門線（或遙控器）則可是不可或

缺的必備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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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哦！ 關西的推薦行程

DAY 1

關西國際機場

可以品嚐到和牛壽喜燒

及涮涮鍋的料理店。夏

天還可以在納涼床上邊

欣賞鴨川沿岸美景邊享

用餐點哦！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
木屋町通三條上上大阪町

531　 電 075-231-5118
　（預約 0120-77-0298）

營 11:30 ∼ 16:00（最後點餐 15:00） 17:00 ∼ 23:00（最後點餐
22:00） 週六、日、例假日 11:30∼ 23:00（最後點餐 22:00）　休 年
末年初　 HP  http://www.moritaya-net.com/ （日文）

d  森田屋 木屋町店　 京都市

12:00

7.3公里的路程約 25分
鐘。春天可飽覽山櫻和

新綠、夏天則有蟬叫及

河川潺潺流水聲陪伴、

秋天可賞楓、冬天還有

美麗雪景哦！

地 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嵯
峨天龍寺車道町　電 075-
861-7444　營 3月1日∼

12月 29日　休 週三公休　※如果週三碰上例假日、春假、黃金週、
暑假、賞楓期則照常行駛　費 單程 600圓日幣　 HP  http://www.
sagano-kanko.co.jp/（日文）

e  嵯峨野 Torroko號　 嵐山

14:00

DAY 2

江戶時代後期創業的老

字號店鋪。不僅可以參

觀工作坊還可以體驗製

作迷你和傘（須預約）。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
寺之內通掘川東入百百町

546　 電 075-441-6645 
營 10:00∼ 17:00　休 年 
末年初　費 參觀工作坊

（5∼）525圓日幣，製作迷你日本和傘體驗（2∼）大人 4,200圓日 
幣，學生 3,990圓日幣　 HP  可上網預約 http://www.wagasa.com/
en/taiken/（英文）

f  京和傘 日吉屋　 京都市

10:00
京都的代表花街。小巷

裡茶屋及料理店一間間

比鄰而立，或許還會巧

遇舞妓哦♪
HP  h t tp: //w w w.g ion.
or.jp/ （日文） http://www.
ponto-chou.com/ （日文）

a  祗園 -先斗町　 京都市

15:00

能品嚐到新鮮湯豆腐及

豆腐皮的名店。吃飽後

還能到點上美麗燈光的

雅致庭園散步哦。

地 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南
禪寺門前　 電 075-761-
2311　營 11:00 ∼ 21:30 
（最後點餐 20:00）　休 無
固定公休日 　 HP  http://
www.to-fu.co.jp/

b  南禪寺 順正　 京都市

18:00

START!!

START!!

5分

東山

嵐山

引人注目的鮮紅鳥居，

約 1萬坪的神苑四季皆
有不同的風情。

地 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岡
崎西天王町　電 075-761-
0221　 營 2 月 15日∼ 3
月 14 日 6:00 ∼ 17:30，
3 月 15 日 ∼ 9 月 30 日
6:00 ∼ 18:00，10 月

6:00∼ 17:30，11月 1日∼ 2月 14日 6:00∼ 17:00　費 可免費參
拜（只限神苑 大人 600圓日幣，孩童 300圓日幣）　 HP  http://www.
heianjingu.or.jp/ （日文、英文）

c  平安神宮　 京都市

10:00

20分

20分

占地 6萬坪大的寺廟為
賞楓的名所。從通天橋

可一覽 2,000株的紅葉。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本町
15丁目778　電 075-561-
0087　 營 4月∼ 10月底
9:00 ∼ 16:00，11月∼ 12
月上旬 8:30 ∼ 16:00，12
月上旬 ∼ 3月底 9:00 ∼
15:30　費 通天橋＆開山堂 

400圓日幣（中小學生 300圓日幣），方丈八相庭園 400圓日幣（中小
學生 300圓日幣）　 HP  http://www.tofukuji.jp/index2.html （日文）

g  東福寺　 東山

13:00

搭乘利木津巴

士前往京都

電車

電車

電車

電車

地下鐵東西線

走路

巴士

1小時 30分

20分

25分

5分

電車

30分

DAY 3

START!!

巴士

25分

大阪和京都雖然地理位置上很相近，卻各有各的魅力。如果想要沉澱心靈，就選擇擁有豐富歷史背景，

古老寺廟、古樸街道還有漂亮自然景緻的京都吧。如果想感受繁華氣氛，則可以選擇觀光設施豐富充

滿元氣的大阪。為了體驗關西地區多樣化美食及豐富文化的魅力，依目的地分為幾個推薦路線。

Plan 1
如果想要遠離塵囂，享受悠閒的旅程

體驗京都傳統美及料理之旅

除了在豐富歷史背景的寺廟裡體驗莊嚴氣氛，前往風情萬種的祗園又彷彿掉入了電影場景。稍微延伸腳步，還能欣賞

到嵯峨野的美麗自然風光。藉由京都限定的美景與美食，充分感受古都魅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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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哦！ 關西的推薦行程
從流行時尚到藝術、音

樂、美食等，這裡為關

西年輕人的流行指標。

HP  http://americamura.
jp/tw/

d  美國村　 大阪（南部）

12:00

魚類、京都蔬菜、魚乾

菜乾、醃製物、小菜等，

滿滿盡是京都當地的食

材♪
地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
錦小路通　營 8:00 左右 
∼ 18:00左右（依店舖不同
而異）　休 依店舖不同而異 
HP  ht tp://www.kyoto-
nishiki.or.jp/（日文、英文）

g  錦市場　 京都市

13:30

宛如置身主題樂園中，

大阪的私密景點 「新世
界」與「通天閣」。接著

再前往「JANJAN橫丁」
大口大口的吃炸串吧！

通天閣　 HP  http://www.
tsutenkaku.co.jp/ （日文）

e  新世界、通天閣　 大阪（南部）

走路

走路

電車

DAY 3

在茶屋改裝而成的精緻

空間裡，享用用當季蔬

菜製成的「家常菜午餐」。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
園町南側 570-119　
電 075-531-4776　
營 11:30 ∼ 21:00（最後
點餐）　休 週二　
HP  h t t p : // w w w.o k u -
style.com/ （日文）

f  和風酒吧 OKU　 東山

11:30

匯集了所有與食生活相

關的器具。章魚燒、壽司、

冰淇淋等與實品相似的

食品模型也非常受遊客

青睞！

地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
難波千日前　 營 9:00 ∼
18:30（依各商店而異）　
休 依各商店而異　
HP  http://www.doguya 
suji.or.jp/ （日文）

c  千日前道具屋筋　 大阪（南部）

10:00

難波

1小時

搭上觀光船漫遊在位於

大阪市中心的大川，穿

越無數座橋梁，來趟名

勝、古跡之旅吧！全程約

60分。
電 0570-03-5551（大阪
水上巴士預約中心）　營 
10:00 ∼ 16:00（ 每 隔 1
小時出航，會依季節或星期

而所有不同）　休 不定期公休（天候欠佳時則停駛）　費 Aqua-Liner 
「大阪城 -周遊中之島路線」1,700圓日幣（春季特別期間 1,880圓日
幣），水都號 AQUA mini「大阪城 -道頓堀路線」單程 1,000圓日幣 
HP  http://suijo-bus.jp/language/chinese/

a  大阪水上巴士（Aqua-Liner）　 大阪（南部）

13:30

內餡裡包覆著肥滋滋的

章魚，老店所製做的章

魚燒又大又軟，最後再

淋上香味四溢的醬汁就

可以開動囉！

地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道
頓堀 1-10-5 白亞大樓 1
樓　 電 06-6212-7381　
營 12:00 ∼ 23:00，週六

11:00∼ 23:00，週日、 例假日11:00∼ 22:00　休 無休　 HP  http://
www.shirohato.com/kukuru/doutonbori.html（日文）

b  章魚家 道頓堀 kukuru本店　 大阪（南部）

15:30

創業 40年的老店。在非
常有京都風情的房屋內，

嚐嚐因祖傳湯汁而聞名

的湯豆腐吧。

地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
園町北側圓山公園內

電 075-541-0002
營 12:00 ∼ 21:00（最後點 
餐 20:00）　休 無固定休假日

h  祇園 篝火　 東山

18:00

10分

10分

10分

電車

START!!
難波

DAY 1

關西國際機場

START!!

電車

10分

50分
搭乘利木津巴

士前往京都

電車

20分

走路

DAY 2 START!!

15分

走路

Plan 2
比較大阪與京都美食的不同之處

享用大阪 B級美食 ＋ 京都料理之旅
相較於大阪平民的大眾口味，京都料理則是兼具傳統及創造力，這是個兩者都不能錯過的美食之旅！在大阪當然不能

錯過最道地的章魚燒及炸串，而京都則是善用素材原味製成一道道的料理，不僅是味蕾連視覺也是一大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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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哦！ 關西的推薦行程

＊京都站租借自行車

http://www.kctp.net/taiwan/
http://kanko.city.kyoto.lg.jp/bicycle/ （日文、英文）

巨大的水槽周圍走一遭，

可以觀賞到各種特別的

展覽哦！17點以後還可
以欣賞到夢幻的「夜之

海」。

地 大阪府大阪市港區海岸
通 1-1-10　 電 06-6576-
5501　營 10:00∼20:00
（最後入館∼ 19:00，依

季節而有所變動）　休 在 1月、2月、6月份中，一年有 7天不定期公
休　費 入館費用 2,300 圓日幣　 HP  http://www.kaiyukan.com/ 
language/chinese_traditional/

d  海遊館　 大阪（港灣地區）

14:00

在視野良好的茶室裡，

邊欣賞茶道的點前表演，

邊品嚐和菓子及薄茶。

（須預約）

地 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岡
崎最勝寺町 6-3 細見美術
館內　 電 075-752-5555 
營 11:00∼ 17:00　休 無
固定休假日　費 茶之湯體

驗（2人∼ 4人）2000圓日幣、5人以上 1500圓日幣　※要在前
一天的中午之前事先預約　 HP  http://www.artcube-kyoto.co.jp/
koko-an/index.html （日文）

a  古香庵　 京都市

15:00

這裡集結了最道地的口

味，不僅便宜又好吃！在

這個充滿活力的大阪廚

房裡，除了有新鮮魚類，

還有蔬果及衣服等 170
家五花八門的店舖。

地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日
本 橋 2-4-1　 營 9:30 ∼
18:00（依各商店而異）　休 
依各商店而異　 HP  http://
w w w.kuromon.com/ 
（日文）

e  黑門市場　 大阪（南部）

16:30

電車

電車

自行車 

自行車 

在大阪的搞笑殿堂體驗

日本第一的幽默表演。

表演內容有故事情節，

很容易就可以投入劇情

裡哦。

地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難
波 千日 前 11-6　 電 06-
6641-0888　營 依公演而
異　休 無休　

HP  http://www.yoshimoto.co.jp/  （日文）

f  難波花月劇場　 大阪（南部）

10:00

360度無死角的展望台
可將整個天空映入眼中，

在 173公尺的展望台上
吹著涼風眺望眼前美景

吧！

地 大阪府大阪市北區大淀
中 1-1-88 梅田藍天大廈
39、40樓、屋頂上
電 06-6440-3855

營 10:00∼ 22:30（最後入場 22:00，依季節而有所變動）　
休 無休（一年中有 2天因維修而休館）　費 入場費用 700圓日幣　
HP  http://www.kuchu-teien.com/tc/

g  梅田藍天大廈‧空中花園展望台　 大阪（南部）

14:00

15分

不僅樣式豐富的和服，

腰帶、手提包、木屐等配

件全都可以租借。快穿

上和服到八坂通界隈走

走吧。

地 京 都 府 京 都 市 東

山 區 祇 園 町 北 側 300  
ACROSS八坂大樓４F　 
電 075-561-9410

營 9:00 ∼ 20:00（ 租 借 時 間 到 晚 上 6 點 為 止）　※ 若 多 付
1000 圓日幣的話，可以隔天再歸還或在旅館歸還　 休 無休 
HP  http://yumekyoto-kimono.com/china_han/

c  夢京都　 東山

9:00

走路

走路

四條河原町

DAY 3 START!!
難波

DAY 1

關西國際機場

START!!

搭乘利木津巴

士前往京都

1小時 30分

15分

DAY 2 START!!

5分

1小時 10分

電車

20分

沿著鴨川沿岸散步，盡情

體驗京都風情。5∼ 9月
則可以在納涼床上吹著

沁涼晚風，邊享用餐點。

鴨川納 涼 床　 HP  http://
www.kyoto-yuka.com/ 
（日文）

e  鴨川　 京都市

17:00

Plan 3
藉由茶道與和服體驗，更深入了解日本。

一窺從古至今的日本文化之旅

趁著來日本旅遊，當然要把握機會更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的精髓。除了傳統的茶道，也可以穿著和服散步於街道上。此外，

最終日還要前往體驗大阪的搞笑文化！讓旅程更添加樂趣的體驗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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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資訊 關西版
該如何前往關西呢？抵達機場後該搭乘哪種交通工具比較好？所謂優惠周遊券擁有什麼樣的優惠

呢？能在關西地區盡情享受自助旅行樂趣的基本資訊集。

POINT 1  從台灣搭乘直航班機前往關西！
從台灣到關西，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有直航班機前往關西國際機場，非常的便利。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關西國際機場

・ 中華航空：每週 17班　2小時 50分

・ 長榮航空：每週 7班（部份航班與全日空聯合營運）2小時 55分

・ 日本航空：每週 14班　2小時 50分

・ 復興航空：每週 7班　2小時 35分

・ 國泰航空：每週 7班　2小時 50分

・ 捷星航空：每週 11班　2小時 55分

・ 樂桃航空：每週 14班　2小時 55分

高雄國際航空站∼關西國際機場

・ 中華航空：每週 5班　3小時

（2013年 7月的資訊）

POINT 2  如果行李太多，就搭乘利木津巴士
抵達機場後，首先先前往當日的下塌飯店吧。關西國際機場有前往關西地區主要都市的移動巴士，攜帶行李多的人可

多加利用。

● 巴士行駛日程表確認／乘車券購買處
・ 第 1航廈 1F正面有開往各地的巴士乘車處。

・ 乘車券可於 1F外的售票機購買。

 新大阪約 60分 /大阪梅田約 50分 /難波約 48分 /京都約 85分 /奈良約 85分 /和歌山約 40分 /
 淡路島約 120分 /三宮約 65分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access/index.html
 http://www.kate.co.jp/pc/index_h.html
 http://www.okkbus.co.jp/en/（英文）

POINT 3  從機場出發的電車或高速船也很方便
另外，搭電車或高速船做為移動交通工具也非常便利。從關西國際機場出發的 JR「特快 Haruka」及「關西機場快 
速」、南海電鐵「Rapit」等可以搭乘。

● 機場出發電車一覽表
・ JR「特快 Haruka」→新大阪 約 50分，京都 約 75分

 https://www.jr-odekake.net/train/haruka/（日文）

・ JR「關西機場快速」→大阪（梅田） 約 65分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access/train/index.html
・ 南海電鐵「機場特快 Rapit」→大阪（難波）　約 34∼ 43分

 　　　　 「機場特快」→大阪（堺、難波）　約 32分∼ 43分

 http://www.howto-osaka.com.t.iv.hp.transer.com/top/top.html

● 機場出發的高速船
・ 「Bay Shuttle」→神戶機場　約 30分

 http://www.kobe-access.co.jp/tc/index.php
 乘車券可於第 1航廈 1F的高速船售票櫃檯購買。

● 關西國際機場前往各地的交通辦法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access/index.html

・ 適用於海外觀光客的 IC乘車券「ICOCA&Haruka」

 連結關西國際機場與京都、大阪、神戶的特快「Haruka」折扣票及超值套票販售中。（單程 3,000圓日幣、來回 4,000圓日幣）

JR關西機場站有販售。

 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travel-information/pass/icoca-haruka/
・ JR-WEST RAIL PASS「關西WIDE Area Pass」

 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travel-information/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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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4  依目的地，選擇搭乘的電車
關西是個鐵道網非常發達的城市。如果想從大阪前往京都、神戶、奈良、兵庫、和歌山等地也相當方便，所以依前往

的目的地選擇搭乘的電車吧。另外如果想縮短乘車時間，推薦利用新幹線或是特急電車前往。

● 關西周圍的主要鐵路公司

目的地 電鐵

京都 京阪電鐵（Keihan Railways）
神戶 阪急電鐵（Hankyu Electric Railways）、阪神電鐵（Hanshin Electric Railways）
奈良 近鐵／近畿日本鐵道（Kintetsu Railways/Kinki Nippon Railway）
和歌山 南海電鐵（Nankai Electric Railways）
關西國際機場方向 南海電鐵（Nankai Electric Railways）

在關西的市中心區移動時方便的地鐵
大阪市營地下鐵（Osaka Metro）、京都市營地下鐵（Kyoto Metro）、
神戶市營地下鐵（Kobe Metro）

● 前往關西方面的代表性新幹線 -特急列車
・	JR山陽新幹線

 連接新神戶、京都方面的新幹線。從新大阪站至新神戶、京都
站所需的時間約為15分。

 http://www.jreast.co.jp/tc/routemaps/naganoshinkansen.
html

・	JR關西特快 Haruka
 連結關西國際機場與京都、滋賀（琵琶湖）的特快

 http://www.jr-odekake.net/train/haruka/ （日文）

・	JR特快 kuroshio
 連結京都、新大阪、和歌山的特快

 http://www.jr-odekake.net/railroad/kuroshio/ （日文）

・	南海電鐵 特快 koya、特快 sazan
 連結大阪、和歌山（高野山）的特快

 http://www.howto-osaka.com.t.iv.hp.transer.com/
top/top.html

 http://www.nankai.co.jp/traffic/exticket.html （日文）

POINT 5  聰明活用優惠 PASS。但是有些優惠 PASS需事前申請或預約。
JR及各私鐵公司有發行針對海外觀光客的優惠周遊券。不過因為有一部分的優惠周遊券需事先預約或申請，請先上
各家公司的網站確認。

● 便宜又超值的周遊券情報
・	JR-WEST RAIL PASS（JR西日本）

 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travel-information/
pass/

・	青春 18旅遊通票（JR東日本）

 http://www.jreast.co.jp/tc/pass/seishun18.html
・	優惠的票卷、車票（關西國際機場、大阪交通局、南海電鐵）

 http://www.howto-osaka.com.t.iv.hp.transer.com/
top/ticket/

・	Surutto KANSAI 大阪周遊卡（大阪）

 http://www.osaka-info.jp/osp/cht/
・ Surutto KANSAI3day、2day票券 （大阪、京都、奈良、兵庫、
和歌山、滋賀）

 http://www.surutto.com/tickets/kansai_thru_hantaiji.
html

・	Hankyu Tourist Pass（阪急電鐵）

 http://rail.hankyu.co.jp/en/hankyu_tourist_pass.html
・	KANKU ACCESS TICKET （Hanshin Line version）（阪
神電鐵）

 http://www.hanshin.co.jp/global/tw/ticket/#KANKU
・	大阪 1日車票

 http://www.kotsu.city.osaka.lg.jp/foreign/chinese-
trad/ticket/visitors.html

・	奈良的鐵道、巴士周遊券（奈良交通株式會社）

 http://www.narakotsu.co.jp/rosen/ticket/index.html
（日文）

・	京都市 市內巴士、地下鐵 1日、2日乘車券

 http://www.city.kyoto.jp/koho/eng/access/transport.
html（英文）

航空公司 　從台灣有直航班機至關西國際機場的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http://www.china-airlines.com/
長榮航空 http://www.evaair.com/
日本航空 http://www.tw.jal.com/twl/zhtw/
復興航空 http://www.tna.com.tw/ 
國泰航空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omepage/
捷星航空 http://www.jetstar.com/hk/zh/home/
樂桃航空 http://www.flypeach.com/tw/

機　場 　關西地區的國際機場

關西國際機場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index.asp

電　車 　關西主要的都市鐵路

JR西日本 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
JR東海 http://english.jr-central.co.jp/index.html（英文）
南海電鐵 http://www.howto-osaka.com.t.iv.hp.transer.com/top/top.html
京阪電鐵 http://www.keihan.co.jp/tcn/
阪急電鐵 http://rail.hankyu.co.jp/en/index.html（英文）
阪神電鐵 http://www.hanshin.co.jp/global/tw/
近畿日本鐵道 http://www.kintetsu.co.jp/foreign/chinese-han/index.html
大阪市營地下鐵 http://www.kotsu.city.osaka.lg.jp/foreign/chinese-trad/
京都市營地下鐵 http://www.city.kyoto.jp/koho/eng/access/subway.html（英文）
神戶市營地下鐵 http://www.city.kobe.lg.jp/life/access/transport/（日文）
神戶新交通 http://knt-liner.co.jp/en/index.html（英文）

巴　士 　關西的巴士情報

關西機場交通 http://www.kate.co.jp/pc/index_h.html
CLUB TOURISM http://www.yokoso-japan.jp/tc/index.htm
WILLER TRAVEL http://willerexpress.com/tw/

住宿預約 　可使用中文預約住宿的網站

JNTO 日本酒店 /旅館搜尋 http://www.jnto.go.jp/ja-search/chc/index.php
JAPANiCAN.com http://www.japanican.com/Traditional-Chinese/index.aspx
日本國際觀光旅館聯盟 http://www.ryokan.or.jp/tw/

餐廳預約 　日本的人氣美食網站

GURUNAVI http://www.gnavi.co.jp/tw/

觀光資訊 　日本或關西的觀光網站

日本政府觀光局 JNTO http://www.welcome2japan.tw/
日本旅遊活動 VISIT JAPAN CAMPAIGN http://visit-japan.jp/
大阪觀光局 http://www.osaka-info.jp/ch_t/
京都市觀光協會 http://www.kyoto-magonote.jp/ch/
神戶正式觀光網站 http://www.feel-kobe.jp/_tw/
奈良市觀光協會 http://narashikanko.or.jp/tw/
和歌山市觀光協會 http://www.wakayamakanko.com/china_h/
滋賀縣公式觀光網站 http://tw.biwako-visitors.jp/
兵庫觀光網站 http://www.hyogo-tourism.jp/traditional/

旅行的便利小幫手　便利的關西地區自助旅行轉乘交通工具連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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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西區域路線圖

● p10∼11中所介紹的景點

　 17 三條河原町
　 18 Cafe Dining AVOCADO Mexican京都店
　 19 手作工房京豆奄 本店
　 20 茶寮都路里 高台寺店
　 21 寺子屋本舖 清水寺參道店
　 22 清水坂玻璃館
　 23 坂內食堂 京都店
　 24 元祖炸串 DARUMA 道頓堀店
　 25 Chante Clair 奶油麵包棒
　 26 嚇一跳驢子 神戶 HARBORLAND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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