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時間 行程 參考費用（家族兩大一小）日期

最鮮日本 #60

桃園機場→中部國際機場（CI154）

中部國際機場站

〈名鐵空港線μ-SKY〉中部國際機場站→名鐵名古屋站

〈移動〉步行約 10 分（名古屋站內）

＜名古屋臨海高速鐵道清波線〉名古屋站→金城埠頭站

Maker's Pier
（「奥山安藏商店」午餐、採珍珠體驗）

＜名古屋臨海高速鐵道清波線〉金城埠頭站→名古屋站

名古屋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名古屋站附近吃名古屋美食（鰻魚蓋飯三吃、炸蝦）

住宿 

晚餐  

單程：成人 1,230 圓日幣
（乗車券 870 圓日幣＋特別列車 360 圓日幣）

單程：成人 350 圓日幣

體驗費用：1,620 圓日幣
＊飾品加工費用另計

單程：成人 350 圓日幣

1 晚含早餐約 8,000 圓日幣～（單人房）

＊價格依照入住時間會有所變動

7:30

11:50

12:07

13:00

13:30

16:14

→ 11:15

→ 12:35

→ 13:24

→ 16:00

→ 16:37

飯店出發

〈移動〉步行前往名古屋站名鐵巴士中心

〈三重交通「伊賀高速巴士」〉

名古屋站名鐵巴士中心→上野市站

〈移動〉步行約 5 分

花車會館（忍者變身體驗等）

〈移動〉步行約 5 分

伊賀流忍者博物館（參觀忍者屋敷、觀賞忍者秀等）

〈移動〉步行約 10 分

午餐：豆腐田樂（田樂座 WAKAYA）

〈移動〉步行約 10 分

MURAI 萬香園（忍者貓茶茶、忍者甜點等）

〈移動〉步行約 10 分

伊賀傳統傳承館 伊賀編繩中心 組匠之里（編繩體驗）

〈移動〉步行約 5 分

〈伊賀鐵道　忍者列車〉上野市站→伊賀神戶站

〈近鐵　急行〉伊賀神戶站→松阪站

松阪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松阪牛燒肉（迴轉燒肉一升瓶）

住宿 

晚餐  

單程 410 圓日幣

單程：成人 1,850 圓日幣

入場費：成人 500 圓日幣
忍者變身體驗：1,080 圓日幣

入館費：成人 756 圓日幣
忍者秀：1 人 400 圓日幣

體驗費用：1,050 圓日幣

單程：成人 360 圓日幣

單程：成人 690 圓日幣

1 晚含早餐約 7000 圓日幣～（單人房）
＊價格依照入住時間會有所變動

8:15

8:45

11:00

11:30

12:30

14:00

15:00

17:05

17:37

→ 10:35

→ 17:30

→ 18:13

第
三
天

飯店出發

〈移動〉步行約 10 分

Utsukushiya 東村和服店

（松阪牛壽喜燒、松阪木棉和服體驗）

松阪木綿手織中心（松阪木綿編織體驗）

〈移動〉步行約 10 分

〈近鐵　特急〉松阪站→伊勢市站

〈三重交通　巴士〉
伊勢市站前→�宮前（�車時間：約 20 分）

午餐：史努比茶屋伊勢店

伊勢神宮�宮參道、托福橫丁散步

〈三重交通　巴士〉
神宮會館前→五十鈴川站（乗車時間：約 10 分）

〈三重交通　巴士〉五十鈴川站→山上廣苑
（乗車時間：約 25 分）

朝熊山山頂展望台（天空郵筒、足湯體驗）

〈三重交通　巴士〉

山上廣苑→五十鈴川站（�車時間：約 25 分）

〈近鐵　特急〉五十鈴川→近鐵名古屋站

名古屋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名古屋站附近晚餐

壽喜燒體驗基本費用：1人2,000圓日幣
＊松阪牛費用另計

（參考肉價格：1,500圓日幣/g大腿肉）
松阪木棉租借和服:1人3,000圓日幣

體驗費用：1,300圓日幣

單程：成人910圓日幣
（乗車券400圓日幣＋指定席510圓日幣）

單程：成人430圓日幣

8:30

9:00

11:30

12:23

13:30

14:30

16:25

16:55

17:15

18:11

→ 12:37

→ 16:51

→ 17:39

→ 19:36

飯店出發

〈移動〉步行約 10 分

Utsukushiya 東村和服店

（松阪牛壽喜燒、松阪木棉和服體驗）

松阪木綿手織中心（松阪木綿編織體驗）

〈移動〉步行約 10 分

〈近鐵　特急〉松阪站→伊勢市站

〈三重交通　巴士〉

伊勢市站前→内宮前（乗車時間：約 20 分）

午餐：史努比茶屋伊勢店

伊勢神宮内宮參道、托福橫丁散步

〈三重交通　巴士〉

神宮會館前→五十鈴川站（乗車時間：約 10 分）

〈三重交通　巴士〉五十鈴川站→山上廣苑
（乗車時間：約 25 分）

朝熊山山頂展望台（天空郵筒、足湯體驗）

〈三重交通　巴士〉

山上廣苑→五十鈴川站（乗車時間：約 25 分）

〈近鐵　特急〉五十鈴川→近鐵名古屋站

名古屋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名古屋站附近晚餐

壽喜燒體驗基本費用：1人2,000圓日幣
＊松阪牛費用另計

（參考肉價格：1,500圓日幣/g大腿肉）
松阪木棉租借和服:1人3,000圓日幣

體驗費用：1,300圓日幣

單程：成人910圓日幣
（乗車券400圓日幣＋指定席510圓日幣）

單程：成人430圓日幣

8:30

8:45

11:30

12:23

13:30

14:30

16:25

16:55

17:15

18:11

→ 10:35

→ 12:37

→ 16:51

→ 17:39

→ 19:36

中部、三重特集 行程表



第
四
天

交通方式／推薦的優惠票劵資訊

■中部國際機場站�名鐵名古屋站

快速急行、急行、準急、普通列車：870 圓日幣

μ-SKY（指定席特別列車）：1230円（乗車券 870 圓日幣＋特別列車 360 圓日幣）

http://www.meitetsu.co.jp/cht/（繁體中文）

■名古屋站名鐵巴士中心→上野市站（伊賀高速巴士）

http://www.sanco.co.jp/foreign/chinese-han/shuttle/igaueno/nagoya.html（繁體中文）

■KINTETSU RAIL PASS

本周遊券可以讓您在近鐵電車全線區域內自由上下車！

帶您輕鬆走遍大阪、奈良、京都、伊勢志摩及名古屋各地。

海外地區售價：大人 3,600 圓日幣

日本國內售價：大人 3,800 圓日幣

※近鐵電車、伊賀鐵道 5 天內自由乘坐

※乘坐特急列車時，需要 KINTETSU RAIL PASS 和特急車票。購買特急車票。

http://www.kintetsu.co.jp/foreign/chinese-han/（繁體中文）

■伊勢鳥羽 Michikusa 悠遊車票

可以乘坐伊勢周遭路線公車（包括電氣巴士、神都巴士）及 CAN 巴士（伊勢二見鳥羽周遊巴士）、參宮巴士。

1 日券：成人 1,000 圓日幣

2 日券：成人 1,600 圓日幣

※欲搭乘五十鈴川站→朝熊山展望台必須購買 2 日券。1 日劵無法搭乘。

http://www.sanco.co.jp/foreign/chinese-han/other/ticket/（繁體中文）

合計（參考價格）

※電車、巴士、渡船等的出發時間會有臨時變動的可能，請務必於出發前再次確認！

47,000圓日幣∼

飯店出發

〈名鐵空港線μ-SKY〉名鐵名古屋站→中部國際機場站

抵達中部國際機場

中部國際機場→桃園機場（CI155）

單程：成人 1,230 圓日幣
（乗車券 870 圓日幣＋特別列車 360 圓日幣）

9:00

9:20

10:00

12:15

→ 9:54

→ 14:30

飯店出發

〈移動〉步行約 10 分

Utsukushiya 東村和服店

（松阪牛壽喜燒、松阪木棉和服體驗）

松阪木綿手織中心（松阪木綿編織體驗）

〈移動〉步行約 10 分

〈近鐵　特急〉松阪站→伊勢市站

〈三重交通　巴士〉
伊勢市站前→�宮前（�車時間：約 20 分）

午餐：史努比茶屋伊勢店

伊勢神宮�宮參道、托福橫丁散步

〈三重交通　巴士〉
神宮會館前→五十鈴川站（乗車時間：約 10 分）

〈三重交通　巴士〉五十鈴川站→山上廣苑
（乗車時間：約 25 分）

朝熊山山頂展望台（天空郵筒、足湯體驗）

〈三重交通　巴士〉

山上廣苑→五十鈴川站（�車時間：約 25 分）

〈近鐵　特急〉五十鈴川→近鐵名古屋站

名古屋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名古屋站附近晚餐

住宿 

晚餐  

單程：成人 180 圓日幣

" 單程：成人 730 圓日幣
＊六日國定假日、8 月 13 日～ 8 月
15 日、12 月 30 日～ 1 月 4 日期間運行 "

單程：成人 730 圓日幣
＊六日國定假日、8 月 13 日～ 8 月
15 日、12 月 30 日～ 1 月 4 日期間運行

" 單程：成人 2,780 圓日幣
（乗車券 1,460 圓日幣＋指定席 1,320 圓日幣）

1 晚含早餐約 8,000 圓日幣∼（單人房）
＊價格依照入住時間會有所變動

8:30

9:00

11:30

12:23

13:30

14:30

16:25

16:55

17:15

18:11

→ 12:37

→ 16:51

→ 17:39

→ 19:36

飯店出發

〈移動〉步行約 10 分

Utsukushiya 東村和服店

（松阪牛壽喜燒、松阪木棉和服體驗）

松阪木綿手織中心（松阪木綿編織體驗）

〈移動〉步行約 10 分

〈近鐵　特急〉松阪站→伊勢市站

〈三重交通　巴士〉

伊勢市站前→内宮前（乗車時間：約 20 分）

午餐：史努比茶屋伊勢店

伊勢神宮内宮參道、托福橫丁散步

〈三重交通　巴士〉

神宮會館前→五十鈴川站（乗車時間：約 10 分）

〈三重交通　巴士〉五十鈴川站→山上廣苑
（乗車時間：約 25 分）

朝熊山山頂展望台（天空郵筒、足湯體驗）

〈三重交通　巴士〉

山上廣苑→五十鈴川站（乗車時間：約 25 分）

〈近鐵　特急〉五十鈴川→近鐵名古屋站

名古屋站周遭飯店 check in

名古屋站附近晚餐

住宿 

晚餐  

壽喜燒體驗基本費用：1人2,000圓日幣
＊松阪牛費用另計

（參考肉價格：1,500圓日幣/g大腿肉）
松阪木棉租借和服:1人3,000圓日幣

體驗費用：1,300圓日幣

單程：成人910圓日幣
（乗車券400圓日幣＋指定席510圓日幣）

單程：成人430圓日幣

單程：成人 180 圓日幣

單程：成人 730 圓日幣
＊六日國定假日、8 月 13 日～ 8 月
15日、12月30日～1月4日期間運行

單程：成人 730 圓日幣
＊六日國定假日、8 月 13 日～ 8 月
15 日、12 月 30 日～ 1 月 4 日期間運行

單程：成人 2,780 圓日幣
（乗車券1,460圓日幣＋指定席1,320圓日幣）

1 晚含早餐約 8,000 圓日幣∼（單人房）
＊價格依照入住時間會有所變動

8:30

8:45

11:30

12:23

13:30

14:30

16:25

16:55

17:15

18:11

→ 10:35

→ 12:37

→ 16:51

→ 17:39

→ 19:36

第
三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