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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桃園與關西國際機場往來的LCC（廉價航空）開航後，前往日本關西

地區旅行也變得更加經濟實惠。就讓人氣部落客郭憲銘（小寶）帶著大家

逛逛距離我們更近的大阪、神戶與京都等地區的話題景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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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LCC來去 日本短期旅行 關西篇

郭憲銘
（小寶）

特派記者

▶部落格 ▶臉書

UPDATE 2013.9.20

喜愛旅遊喜愛生活，透過旅遊充實自己，分享推廣各國文

化風情。擅長旅遊及美食的記事。以自己的觀點發表文章

於個人部落格，累積的瀏覽人數已超過1,400萬人。最近除

了部落格的撰寫外，也受邀出演了旅遊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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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at’s 關 西 ？
座落於關西地區的中心地，擁有日式串炸與章魚燒等獨

特豐富地方美食的大阪、充滿異國風情魅力的海港都市

神戶，以及從1000年前起就以政治、文化中心而繁榮

的京都。這三個擁有完全不同特色的都市，其實比想像

中近得多，彼此相距搭乘電車僅約30分鐘的距離，單趟

的旅行中就能一次遊覽三個都市。此外，最近幾年具有

話題性的新景點也陸續開放，相當地受到大家的關注。

樂桃雖然是廉價航空，但是服務跟流程確是一點都不廉價唷，天天都有航班

直飛關西，短短的兩小時飛行就可以直達關西機場了，只要把事先旅遊規畫

做好，越早訂票越便宜唷。

搭 乘 LCC出 發！

關 西

這次的旅程許多都是第一次，造訪關西的次數也算滿多了，但是每次到關西總是

有新的變化，總是有吃不完的美食，賞不完的景點，每次都有不同的新鮮感，也

讓我更認識了關西的多彩多姿，這次來關西搭的廉價航空樂桃也是第一次，尋遍

了最新景點，最夯的人氣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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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陽新幹線

東海道新幹線

大阪環狀線

阪和線

京都

新大阪新神戶

大阪

關西國際機場

至大阪

至岡山
座落於關西地區的中心地，擁有日式串炸與章魚燒等獨

特豐富地方美食的大阪、充滿異國風情魅力的海港都市

神戶，以及從1000年前起就以政治、文化中心而繁榮

的京都。這三個擁有完全不同特色的都市，其實比想像

中近得多，彼此相距搭乘電車僅約30分鐘的距離，單趟

的旅行中就能一次遊覽三個都市。此外，最近幾年具有

話題性的新景點也陸續開放，相當地受到大家的關注。

http://www.wretch.cc/blog/alotirl0208&category_id=12490862
https://www.facebook.com/alotirl28


阪急梅田總店在2012年整修完畢，只要拿護照到外國顧客服務處申請，就可以

拿到95折卡，買完後還可以辦理退稅。

　在地下一樓還有約百公尺為西式蛋糕店林立的「甜點街」，隨處都有桌椅可以

馬上品嚐美味的甜點。Mon cher的「堂島Roll」可以在這裡購買大阪最有人氣的

Roll Cake，我們當然也沒錯過，入口的濃郁與香氣瞬間融化我的心了。

　 另外，位於二樓的化妝品品牌Les Merveilleuses LADURÉE，在大阪地區只

有這裡有在販售。深受喜愛華麗公主風的造型女孩歡迎，所以也不容錯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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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網站：

大阪府大阪市北區角田町8番7號

無固定公休日

從阪急梅田站走路約3分、從JR大阪站走路約4分

http://www.hankyu-dept.co.jp/honten/chinese-02/index.html/（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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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FRONT OSAKA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網站：

大阪府大阪市歸宅大深町

依店舖而異

連結JR大阪站中央北口(地下1樓或是2樓atrium廣場)

http://www.grandfront-osaka.jp/index（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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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田的新地標「GRAND FRONT OSAKA」的商店＆餐廳位於南北館，擁有流行、

雜貨、美食等266家店舖，喜歡逛街的人喜愛美食的人也可以來這邊尋找，被綠與

水包圍，乾淨明亮的空間，讓人可以盡情地購物及品嚐美食。到訪時剛好有浴衣活

動正在舉行，在這裡可以隨時看到各項活動舉行。

值得注意的是位於北館地下一樓的「世界啤酒博物館＆世界葡萄酒博物館」，世界

各國的啤酒可以在這邊享用到，在這異國風情的餐廳裡，享用美食大口喝酒，是人

生的一大享受。

OSAKA大 阪大 阪



神戶人氣的甜點店，使用丹麥進口的生起司，所製作的手工起司蛋糕

非常有名，烤爐所烘焙而成的蛋糕，趁著熱騰騰時趕緊享用。起司蛋

糕350圓日幣(可外帶)。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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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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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東川崎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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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00(最後點餐21:30)

無休

http://www.kannonya.co.jp/（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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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神戶漫步起來不同於大阪跟京都，連空氣都變得不一樣，身為日本第一大海港城市，

神戶處處充滿異國風情，舊歐式建築也非常的多，這次來到了新的購物城「神戶

HARBORLAND umie， 空間及視野非常遼闊可一覽神戶港，還能盡情享受美食與購

物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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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店舖而異

從JR神戶站走路約5分

http://umie.jp/（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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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戶HARBORLAND umie

KOBE神 戶神 戶

新世界是大阪非常繁華的區域，展望塔「通天閣」就位於中央。新世界有滿多小巷

子，藏非常多的阪美食店家唷。新世界是串炸的發源地，許多知名串炸店舖都在這

邊，新鮮的食材裹上薄粉，高溫油炸後沾上密製醬汁，口味十分迷人。但切記醬汁

只能沾一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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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沾一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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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insek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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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幕且以麵包超人為主題的博物館&購物中心，目前

是神戶的人氣景點，非常適合親子家庭一起遊玩，還有

販售以角色為概念所製作而成的造型麵包，非常受到小

朋友的喜愛。角色造型麵包 (麵包超人、吐司超人)各

300圓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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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可能臨時公休)

從JR神戶站走路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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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戶麵包超人親子博物館&購物中心

烏 龍麵博物館

小寶非常喜愛烏龍麵！所以就造訪了祇園的烏龍麵博物館。這邊可以品嚐到全日本

的烏龍麵，店家還把日本地圖上放上該區的特色烏龍麵，我才知道原來烏龍麵的種

類有那麼多，我分別點了菜單上人氣第一名的栃木縣「耳朵麵」跟第二名的群馬縣

「紐革烏龍麵」，兩者都是第一次品嚐，非常感動。

耳朵麵

還保存著傳統街道風情的宮川町通是我非常喜愛的一條路，這是鮮少遊客知

道的一個地方，是京都歷史的景觀保全修景地區。小街小道漫步其中，時間

彷彿回到江戶時期，是個私房景點。此外，藝妓及舞妓的表演演奏場所「茶

屋」至今仍保存著，如果幸運的話說不定還會遇到哦！

地址：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宮川町

從京阪本線清水五條站走路7分

http://www.miyagawacho.jp/

http://www.kobe-anpanman.jp/

（日文）

（日文）

地址：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宮川町

從京阪本線清水五條站走路7分

地址：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宮川町

從京阪本線清水五條站走路7分

http://www.miyagawacho.jp/（日文）

宮 川町散步

KYOTO京 都京 都



日 式甜點「京輪」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下弁天町51-2塔大樓1F

11:00～19:00

無固定公休日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0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下弁天町51-2塔大樓1F

11:00～19:00

無固定公休日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0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下弁天町51-2塔大樓1F

11:00～19:00

無固定公休日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0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下弁天町51-2塔大樓1F

11:00～19:00

無固定公休日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0分

位於八坂神社附近的「京輪」，熱騰騰的抹茶甜甜圈加上抹茶冰淇淋的「hantoro 

ice 烤甜甜圈」相當受歡迎。入口冷熱交替，濃郁的抹茶香氣在嘴裡散開，相當特別

的口感，一口就足以讓你銷魂。

京 都貓咖啡廳 貓會議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御池大東町590御池加納大樓2F

11:00～20:00 (入店19:00止)

週二

第一個小時800元日幣，每延長30分鐘會追加400元日幣。※中學生以下不可入店

從京都市營地下鐵京都市役所前站走路3分

http://www.nekokaigi.com/index.htm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御池大東町590御池加納大樓2F

11:00～20:00 (入店19:00止)

週二

第一個小時800元日幣，每延長30分鐘會追加400元日幣。※中學生以下不可入店

從京都市營地下鐵京都市役所前站走路3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御池大東町590御池加納大樓2F

11:00～20:00 (入店19:00止)

週二

第一個小時800元日幣，每延長30分鐘會追加400元日幣。※中學生以下不可入店

從京都市營地下鐵京都市役所前站走路3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御池大東町590御池加納大樓2F

11:00～20:00 (入店19:00止)

週二

第一個小時800元日幣，每延長30分鐘會追加400元日幣。※中學生以下不可入店

從京都市營地下鐵京都市役所前站走路3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御池大東町590御池加納大樓2F

11:00～20:00 (入店19:00止)

週二

第一個小時800元日幣，每延長30分鐘會追加400元日幣。※中學生以下不可入店

從京都市營地下鐵京都市役所前站走路3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御池大東町590御池加納大樓2F

11:00～20:00 (入店19:00止)

週二

第一個小時800元日幣，每延長30分鐘會追加400元日幣。※中學生以下不可入店

從京都市營地下鐵京都市役所前站走路3分

http://www.nekokaigi.com/index.htm

這次來到京都體驗到不一樣的樂趣，來到貓咖啡廳喝下午茶，貓咖啡廳非常

受到日本人及外國人歡迎，可以近距離的與可愛的貓咪共度一個愉快的下午

時光。環境非常的乾淨，也沒有異味，因為太可愛了結果只專注於拍照。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238-2

11:00～22:00 (最後點餐21:30)

無休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分

http://udon.mu/（日文）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238-2

11:00～22:00 (最後點餐21:30)

無休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238-2

11:00～22:00 (最後點餐21:30)

無休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238-2

11:00～22:00 (最後點餐21:30)

無休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分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網站：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238-2

11:00～22:00 (最後點餐21:30)

無休

從京阪本線祇園四條站走路約1分

http://udon.mu/（日文）
紐革烏龍麵

郭憲銘（小寶） 部落格也有刊載哦！

http://www.wretch.cc/blog/alotirl0208/27161018


日本三大祭-祇園祭初體驗

日本三大祭典之ㄧ的祇園祭，是有著千百年傳統歷史的八坂

神社的祭祀，每年7月1日～31日舉行為期1個月的祭典。 這

次也參加了此祭典。其中7月14日～16日的「宵山」可以看到

與平時不一樣的夜晚的河原町。幾乎是整個河原町封路，許

多攤販店家也一起共襄盛舉。幾乎成了一個不夜城，非常地

熱鬧。在祇園祭中可以看見許多感動，至今祇園祭的音樂跟

吶喊聲似乎還在我耳邊響起。

祇園祭網站：

HANKYU TOURIST PASS：

（有繁體中文說明）

HANKYU TOURIST PASS（周遊券）＆Hankyu Tourist Center, OSAKA-UMEDA

針對前來日本的外國人遊客所發行的HANKYU TOURIST PASS，可搭乘行駛於大阪、京都、神戶的阪急全線列車乘車券，

非常的好用，可於「Hankyu Tourist Center, OSAKA-UMEDA」等地購入，2日券也只要1,200圓日幣，如果來大阪京都絕對

不能沒買這張券。對於阪急全線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問Tourist Center，這邊中文應對都是沒問題的。這次就使用此票券，前

往了神戶及京都。

Hankyu Tourist Center, OSAKA-UMEDA：

                                     （日文、英文）

※Hankyu Tourist Center也在京都·阪急河原町車站內。

神戶有阪急三宮站「阪急電鐵服務中心」（雙方有中文

服務）。

http://rail.hankyu.co.jp/en/hankyu_tourist_pass.html

http://rail.hankyu.co.jp/tourist/

http://www.kyokanko.or.jp/gion/（日文）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index.asp

關 西 的 旅 遊 便 利 手 冊

關西國際機場（關空）
關西空際的入口處。提供著台北―關西國際機場航班

的樂桃航空（PEACH）等LCC（廉價航空），皆以第

二航廈為專用。

樂桃航空（PEACH）
連結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台北（桃園）的廉價航

空公司。每天提供兩次來回，共四個航班。

中華航空
台北（桃園）―關西國際機場的航班每日提供，高雄

機場起飛的航班則每週提供兩班（週二、週五）。

長榮航空
每天提供兩次來回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台北（桃

園）的四個航班。

http://www.flypeach.com/tw/home.aspx

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index.html http://www.evaair.com/zh-tw/index.html

交通

從令人驚聲尖叫到適合小朋友的遊樂

設施，皆一應俱全的遊樂園。平常被稱

為Hirapa（日文發音），是關西人相當

熟悉的遊樂園。夏天有泳池、冬天則有

冰上溜冰，可以盡情享受玩雪的樂趣，

一年四季都有相當多遊客造訪。

枚方遊樂園（Hirakata Park）（大阪）枚方遊樂園（Hirakata Park）（大阪）枚方遊樂園（Hirakata Park）（大阪）

大阪府枚方市枚方公園町1-1

10:00～17:00（可能因季節有所異動）

不定

全票&入園費／成人4,300圓日幣，小學生3,700圓日幣，

幼童（2歲～幼稚園）2,200圓日幣

於京阪電氣鐵道枚方公園站出站，走路約3分

（日文）http://www.hirakatapark.co.jp/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2012年3月正式開幕。以「與水相連

、生命。」為概念，設置成讓遊客可

以邊玩邊學的環境。水族館內有受歡

迎的企鵝、海豹與海豚表演等，另外

設有充滿夢幻的大水族箱。

京都水族館（京都）京都水族館（京都）京都水族館（京都）

京都市下京區觀喜寺町35番地之1

9:00～17:00（但可能因GW<<黃金週假期>>、暑假、過

年期間而有所變動）

全年無休（可能臨時休館）

成人2,000圓日幣，高中生1,500圓日幣，中小學生於JR

京都站中央出口出站，走路約15分

於JR京都站中央出口出站，走路約15分於JR京都站中央出口出站，走路約15分

（繁體中文）
http://www.kyoto-aquarium.com/cn_han/index.html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集合了手塚漫畫所有作品的「圖書館

」、播放原創電影作品的影片觀賞廳「

ATOM VISION」，以及可體驗動畫製作

的「動畫工房」等，讓您充分體驗手塚

治虫的魅力。

寶塚市立手塚治虫紀念館（兵庫）寶塚市立手塚治虫紀念館（兵庫）寶塚市立手塚治虫紀念館（兵庫）

兵庫縣寶塚市武庫川町7-65

9:30～17:00（最後入館時間至16:30為止）

每週三、過年期間（12月29日～31日）※有維護休館、

臨時休館日

成人700圓日幣，中學生及高中生300圓日幣，小學生

100圓日幣

於JR、阪急寶塚站出站，走路約8分於JR、阪急寶塚站出站，走路約8分

（日文）

(繁體中文)

http://www.city.takarazuka.hyogo.jp/tezuka/

地址： 

營業時間： 

休館日：  

費用： 

交通：

網站： 

位於神戶的山麓，被稱作是關西的「奧

座敷」（意為內廳）的溫泉街。自古以

來即是皇族與武士們所愛用的日本三

大古湯之一。不僅泉水品質佳，具有

懷舊風情的街景與櫻花、楓葉等隨四

季變化的風景也能讓您充分享受。

有馬溫泉（兵庫）有馬溫泉（兵庫）有馬溫泉（兵庫）

兵庫縣神戶市北區有馬町

於神戶電鐵有馬線有馬溫泉站下車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http://www.arima-onsen.com/chu1/index.html

地址： 

交通：

網站：

多加一天的時間，推薦一遊的景點。MORE!



樂天旅行
日本最大規模的飯店預約網站。無論是大阪還是京都、

神戶各區的住宿資訊，其搜尋方面皆相當便利。

復興航空
每天提供一次來回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台北（桃

園）的兩個航班。

日本航空
每天提供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台北（桃園）的航班。

 (繁體中文，一部分為英文)

http://www.tna.com.tw/index.aspx
http://www.tw.jal.com/twl/zhtw/ 

http://www.japanican.com/Traditional-Chinese/index.aspx

JAPANiCAN.com

可預約關東地區的住宿。另外，還可藉此預約便利的觀

光巴士團體旅行。

京都觀光Navi
傳遞著京都的深蘊魅力。無論是各種活動還是開花資

訊、設施資訊等等，提供著許多京都觀光的好用情報。

OSAKA-INFO

由大阪觀光局提供著大阪觀光資訊的網站。刊載著有關

美食、購物景點到觀光推薦行程。

JNTO
由日本政府觀光局提供著相關資訊。針對個人旅行方

面，徹底地介紹著關西交通及觀光勝地等資訊。

神戶正式觀光網站Feel KOBE

在此處可搜尋到觀光設施、美食、購物、活動、觀光推薦

行程等，所有關於神戶的觀光資訊。

http://travel.rakuten.com.tw/住宿

神戶正式觀光網站Feel KOBE

在此處可搜尋到觀光設施、美食、購物、活動、觀光推薦

行程等，所有關於神戶的觀光資訊。

http://www.osaka-info.jp/ch_t/ http://www.kyoto.travel/tw/

http://feel.kobeport.org/_tw/ http://www.welcome2japan.tw/index.html

交通觀光資訊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ANA
每天提供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台北（桃園）的航班。

http://www.ana.co.jp/asw/wws/tw/ch/ 

JR西日本
刊載著運行於西日本地區的JR電車資訊、及訪日外國遊客

專用的優惠票券等情報。

http://www.westjr.co.jp/global/tc/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阪急電鐵
連結大阪、京都與神戶的私營鐵路。可以用最合理的價格

一次造訪關西地區三個都市。

http://rail.hankyu.co.jp/

SURUTTO KANSAI
刊載大阪、神戶、京都的私鐵、地下鐵、巴士等，可以使

用加盟交通機關的優惠票券。

http://www.surutto.com/tickets/kansai_thru_hantaiji.html(日文、英文)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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