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時間 行程 參考費用（家族兩大一小）日期

住宿 

住宿、晚餐  

最鮮日本 #62

* 使用「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指定席需另追加費用

* 使用「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單程 230 圓日幣

單程 180 圓日幣

* 使用「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參觀費用：1,000 圓日幣

1 晚含早餐　10,000 圓日幣起

9:10

14:14

14:52

晚餐

→

→

→

→

→

→

12:50

14:48

15:08

15:30

16:30

17:15

19:00

21:30

早餐後 Check out

大阪站→敦賀站（JR 特急雷鳥 7号）

敦賀站前租車自駕

↓移動（約 27km ／約 40 分）

彩虹之路（收費公路）

三方五湖（山頂公園 )

↓移動（約 23km ／約 35 分）

若狹河豚料理（四季之宿　Kawahara）

↓移動（約 8km ／約 15 分）

磨筷體驗（御食國若狭小濱飲食文化館）

↓移動（約 41km ／約 45 分）

醬汁豬排蓋飯（敦賀歐洲軒　站前店）

↓移動（約 94km ／約 1 時間 20 分）

越前松島水族館

↓移動（約 11km ／約 25 分）

蘆原溫泉站（還車）

〈移動〉搭乘接駁車約 10 分

蘆原溫泉　旅館 Check in  

* 使用「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福井縣內（敦賀站－蘆原溫泉站）

基本費用 12 小時 7,020 圓日幣起（油費另計）

使用金額會因車種而有所不同

公路收費：1,040 圓日幣（一般小客車）

入園費用：800 圓日幣

（含搭乘纜車、吊椅費用）

磨筷體驗費用：900 圓日幣

參觀費用：2000 圓日幣

蘆原溫泉美松、三國觀光飯店　

1 晚 含晚餐及早餐 12,000 圓日幣起

8:10

午餐

9:36

10:30

12:00

13:15

14:45

16:00

18:00

關西、北陸、關東特集（前篇）　旅程表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CI152）

＊在關西機場站購入「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關西機場站→天王寺（JR 特急 haruka30号）

天王寺站→大阪（JR 大和路快速）

大阪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梅田站→難波站（地下鐵御堂筋線）

〈移動〉步行約 10 分

難波八阪神社

〈移動〉步行約 10 分

道頓堀周遭觀光

章魚燒（Acchichi 本舗　道頓堀店）

難波站→鶴橋站（地下鐵千日前線）

鶴橋燒肉（白雲台 鶴橋站前店）

鶴橋站→大阪站（JR 環状線）

〈移動〉步行約 10 分

梅田藍天大廈 空中庭園展望台

大阪站周遭飯店



第
三
天

交通方式／推薦的優惠票劵資訊

■大阪、東京「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從大阪、東京到北陸地區（石川縣、富山縣、福井縣）皆可使用的 JR 優惠周遊劵。

可乘坐從關西或成田、羽田機場前往北陸地區的新幹線及特急列車，連續 7 天無限次數搭乘，

日本購入 : 成人 25,000 圓日幣　海外購入：成人 24,000 圓日幣

http://hokuriku-arch-pass.com/tc/（繁體中文）

■大阪地鐵・巴士 1 日乗車券（OSAKA 1day pass）

大阪市營地下鐵・巴士全線 1 日無限搭乘。

提供超過 30 處的熱門觀光景點的折價優恵。

平日 :800 圓日幣　六日國定假日 :600 圓日幣

http://www.kotsu.city.osaka.lg.jp/foreign/chinese-trad/osaka1daypass_chinese_trad.html（繁體中文）

■租車（從敦賀站出發－蘆原溫泉站歸還的情況）

TOYOTA 租車：https://rent.toyota.co.jp/zh-tw/

日產租車：https://nissan-rentacar.com/tc/

日本租車：https://www.nrgroup-global.com/tw/

■北鐵巴士１日乗車券

貼有辨識貼紙的觀光巴士和路線巴士全線 1 日無限搭乘。

提供金澤市內約 30 處的觀光景點優惠。

費用 :500 圓日幣

http://www.hokutetsu.co.jp/tc（繁體中文）

合計（參考價格）    1 名

＊機票、餐費、租車油費另計

61,240圓日幣∼

住宿

→

→

→

早餐後 Check out

搭乘接駁車或計程車約 10 分

蘆原溫泉站→金澤站（北陸本線 白鷺51號）

金澤站觀光導覽所（宅配行李服務）

金澤站東口

↓巴士移動（約 20 分）

兼六園

↓巴士移動（約 15 分）

近江町市場

↓巴士移動（約 20 分）

東茶屋街散步

午餐（十月亭）

貼金箔體驗（Kanazawa Bikazari Asano）

↓巴士移動（約 10 分）

香林坊逛街購物

↓巴士移動（約 10 分）

金澤站

金澤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移動〉步行前往

迴轉壽司（Morimori 迴轉壽司　金澤站前店）

9:26

午餐

晚餐  

10:05

10:45

13:00

14:30

15:45

19:00

* 使用「北陸拱型鐵路周遊劵」

1 件 600 圓日幣起

* 使用「北鐵巴士 1 日乘車劵」

* 使用「北鐵巴士 1 日乘車劵」

* 使用「北鐵巴士 1 日乘車劵」

* 使用「北鐵巴士 1 日乘車劵」

* 使用「北鐵巴士 1 日乘車劵」

1 晚含早餐　7,000 圓日幣起

＊2 名合計 約 122,480 圓日幣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