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施名稱 優待特點 交通 營業時間 休息日

1 近鐵百貨海闊天空總店 大阪阿部野橋站下車步行1分鐘
10:00～20:00（地下2樓～3樓營業至20:30、12

～14樓餐廳街11:00～23:00營業）
1/1

2 近鐵百貨店 上本町店 大阪上本町站下車步行1分鐘
10:00～19:00（地下2樓～2樓、10、11樓營業

至20:00，12樓餐廳街營業至22:00）
1/1、不規則

3 HARUKAS 300

HARUKAS 300(觀景台)的門票打折成團體票價

成人1,500日圓→1,350日圓、高中初中生1,200日圓→

1,080日圓、兒童700日圓→630日圓、幼兒(4歲以

上)500日圓→450日圓

大阪阿部野橋站下車步行1分鐘 9:00～22:00（最晚入館21:30）
全年無休  ※由於特別營業等，會有不能

入場的情況。詳情請查看設施主頁。

4 BIC CAMERA（必酷) 難波店 大阪難波站下車步行5分鐘 10:00～21:00 全年無休

5
BIC CAMERA（必酷) 阿倍野Q's

Mall店
大阪阿部野橋站下車步行3分鐘 10:00～21:00 全年無休

6 江戶川 難波Walk店 大阪難波站下車步行1分鐘 9:00～20:00 不規則（依照難波Walk）

7 江戶川 阿倍野HARUKAS Dining店 大阪阿部野橋站下車步行1分鐘 9:00～20:00 1/1

8
大阪市內定期觀光巴士

OSAKA SKY VISTA

從平常車費成人折扣200日圓、兒童折扣100日圓

（3歲以下的小孩不可乘坐）

乘車處：JR大阪站北門大廈1樓

從JR大阪站中央剪票口步行1分鐘

大阪站JR高速巴士總站 10:30出發、13:20出

發、15:40出發、18:20出發（依季節增加班

次）

無休

暴風雨時停駛

9 上方浮世繪館
門票 成人500日圓→450日圓、初中生小學生300日圓

→250日圓（同伴4人為止）
大阪難波站下車步行5分鐘 11:00～18:00（最晚入館17:30） 星期一（若逢節日則改為次日）

10 BIC CAMERA（必酷） JR京都站店 免稅價格加上7％的折扣 京都站下車步行2分鐘 11:00～21:00 全年無休

11 京都塔 門票 770日圓→700日圓 京都站下車步行2分鐘 9:00～21:00（最晚入館20:40） 無休

12 江戶川 近鐵京都站店
一人用餐1,500日圓(含稅)以上時，贈送一杯軟飲料

（但是，每一人僅限一杯）
京都站下車步行1分鐘 9:00～20:00 無休

13 城南宮 對參觀神苑的遊客贈送紀念品 竹田站下車步行15分鐘 9:00～16:30（最晚受理16:00） 無休

14 近鐵百貨店 奈良店 近鐵大和西大寺站下車步行3分鐘 10:00～20:00 1/1、不規則

15 近鐵百貨店 橿原店 近鐵大和八木站下車步行5分鐘
10:00～19:00（地下2樓～2樓營業至19:30、7

樓餐廳街營業至21:30）
1/1、不規則

16 馬醉木之鄉 對購物或飲食1,000日圓以上的顧客贈送微薄禮品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8分鐘
10:00～17:00（冬季）

10:00～18:00（夏季）
不規則

17 GOTO－CHI 奈良店 購買金額在3,240日圓(含稅)以上時折扣5％ 近鐵奈良站下車即到 9:00～20:00（顧客多時會延長營業時間） 全年無休

18 月日亭 近鐵奈良站前店 一次結帳為2,000日圓(含稅)以上的餐飲折扣5％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1分鐘 11:00～15:00、17:00～21:00 12/31

19 烏龍亭 近鐵奈良站前店 一次結帳為2,000日圓(含稅)以上的餐飲折扣5％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1分鐘 11:00～19:00 全年無休

20 江戶川 奈良町店
一人用餐1,500日圓(含稅)以上時，贈送一杯軟飲料

（但是，每一人僅限一杯）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10分鐘 9:00～20:00 全年無休

21 東大寺繪馬堂茶屋 一次結帳為2,000日圓(含稅)以上的餐飲折扣5％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20分鐘 11:00～16:00 12/28～12/31

22 奈良國立博物館 特別展、名品展均可以一般團體門票入場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15分鐘
9:00～17:00 ※名品展為每星期五、六至20:00

為止（入館時間截至閉館前30分鐘）
星期一（若逢節日則改為次日）

23 元興寺
參觀費 成人500日圓→400日圓

特別展 成人600日圓→540日圓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12分鐘 9:00～17:00（最晚受理16:30） 無休

24 春日大社
萬葉植物園(神苑)參觀費 成人500日圓→400日圓

國寶殿參觀費 一般500日圓→400日圓

近鐵奈良站→奈良交通巴士10分鐘「春日

大社本殿」下車步行3分鐘

萬葉植物園(神苑)（受理截至16:00） 9:00～

16:30國寶殿10:00～17:00（受理截至16:30）

無休 但是萬葉植物園(神苑) 依季節有休

園日 國寶殿 展覽替換期間休館

25 興福寺
國寶館參觀費 600日圓→500日（國寶館至2017/12/31

休館）東金堂參觀費 300日圓→250日圓
近鐵奈良站下車步行5分鐘 9:00～17:00（受理至16:45）

無休 ※國寶館因抗震工程至2017年12月

31日休館。

26 大安寺
成人400日圓→360日圓 高中生300日圓→270日圓

初中生200日圓→180日圓 兒童100日圓→90日圓

近鐵奈良站→奈良交通巴士「大安寺」下

車步行10分鐘
8:30～17:00（16:00最晚受理） 12/31

27 十輪院 正殿參觀費 成人400日圓→350日圓
近鐵奈良站→奈良交通巴士4分鐘「福智

院町」下車步行3分鐘
9:00～16:30 星期一（若逢節日則改為次日）

28 西大寺 正殿參觀費 成人400日圓→350日圓 大和西大寺站下車步行5分鐘 8:30～16:30（入殿截至16:00） 無休

29 唐招提寺
成人600日圓→480日圓 高中初中生400日圓→320日圓

兒童200日圓→160日圓
西之京站下車步行8分鐘 8:30～17:00（最晚受理16:30） 無休

30 藥師寺

玄奘三藏院伽藍（非公開時）成人800日圓→720日圓

高中初中生500日圓→450日圓 小學生200日圓→180日

圓（公開時） 成人1,100日圓→1,000日圓　高中初中

生700日圓→630日圓　小學生300日圓→270日圓

西之京站下車即到 8:30～17:00（最晚受理16:30） 無休

31 寶山寺 贈送紀念品
生駒站→生駒纜車寶山寺站下車步行10分

鐘

8:00～16:30（4/1～9/30）

8:00～16:00（10/1～3/31）
無休

32 生駒山上遊樂園 通票 成人、兒童均折扣200日圓 生駒站→生駒纜車生駒山上站下車即到 10:00～17:00
星期四（節日、春假暑假期間營業)、冬

季有休園期間

33 長谷寺
成人500日圓→450日圓 高中初中生500日圓→350日

圓兒童250日圓→200日圓
長谷寺站下車步行15分鐘

4～9月　8:30～17:00

10～3月　9:00～16:30
無休

34 室生寺 成人600日圓→500日圓　兒童400日圓→300日圓
室生口大野站→奈良交通巴士15分鐘「室

生寺」下車步行5分鐘

4月～11月　8:30～17:00

12月～3月　9:00～16:00
無休

35 談山神社 成人600日圓→550日圓　兒童300日圓→250日圓
櫻井站→巴士25分鐘「談山神社」下車即

到
8:30～17:00（最晚受理16:30） 無休

36 安倍文殊院
成人700日圓→630日圓

兒童無折扣

櫻井站→巴士10分鐘「安倍文殊院」下車

即到
9:00～17:00 無休

37 岡寺
成人400→320日圓 高中生300日圓→240日圓

初中生200日圓→160日圓　※兒童免費

橿原神宮前站→奈良交通巴士「岡寺前」

下車步行10分鐘

3月～11月　8:00～17:00

12月～2月　8:00～16:30
無休

38 橘寺
成人350日圓→300日圓 高中初中生300日圓→250日

圓兒童150日圓→100日圓

橿原神宮前站→奈良交通巴士「岡橋本」

下車步行3分鐘
9:00～16:30 無休

39 壺阪寺
成人600日圓→500日圓 兒童無折扣

※成人為18歲以上(兒童為17歲以下)

壺阪山站→奈良交通巴士 「壺阪寺前」

下車即到
8:30～17:00 無休

40 金峰山寺藏王堂
成人500日圓→450日圓 高中初中生400日圓→360日圓

兒童300日圓→270日圓 ※特別參觀期間費用不同
吉野站→步行 8:30～16:30（受理截至16:00） 無休

41 吉水神社
成人400日圓→360日圓 高中初中生300日圓→270日圓

兒童200日圓→180日圓
吉野站→步行 9:00～17:00（最晚受理16:30） 無休

42 竹林院
成人400日圓→360日圓 高中初中生300日圓→270日圓

小學生200日圓→180日圓
吉野站→步行 8:00～17:00 無休

43 如意輪寺
成人400日圓→360日圓 高中初中生200日圓→180日圓

兒童100日圓→90日圓
吉野站→步行 9:00～16:00 不規則

44 近鐵百貨店 四日市店

一次結帳為2,000日圓（稅金另計）以上的購買，可以

免稅並加上5％的折扣（食品、減價品等有部分商品不

打折扣）

近鐵四日市站下車步行1分鐘
10:00～18:30（地下樓丸善～2樓營業至

20:00，9、10樓餐廳街11:00～22:00營業）
1/1、不規則

45 御在所空中纜車 乘車費打七折
湯之山溫泉站→三重交通巴士10分鐘「三

交湯之山溫泉」下車步行10分鐘

9:00～17:00（4～11月）

9:00～16:00（12～3月）

暴風、天氣惡劣時會停駛

6月中因檢查有停駛日

京

都

奈

良

一次結帳為2,000日圓(稅金另計)以上的購買，可以免

稅並加上5％的折扣（食品、減價品等有部分商品不打

折扣）

三

重

地區

大

阪

一次結帳為2,000日圓(稅金另計)以上的購買，可以免

稅並加上5％的折扣（食品、減價品等有部分商品不打

折扣）

免稅價格加上7％的折扣（如是KRP 1day，阿倍野Q's

Mall店除外）

一人用餐1,500日圓(含稅)以上時，贈送一杯軟飲料

（但是，每一人僅限一杯）



設施名稱 優待特點 交通 營業時間 休息日地區

46
日本租車（Nippon Rent-a-car）

松阪營業所
松阪站下車即到

8:00～20:00（平日）

8:30～18:30（星期六、日及節日）
無休

47
日本租車（Nippon Rent-a-car）伊

勢志摩、近鐵宇治山田營業所
宇治山田站下車即到 8:00～20:00 無休

48 伊勢海洋樂園
成人1,600日圓→1,440日圓　兒童  800日圓→720日

圓　幼兒  400日圓→200日圓

宇治山田、鳥羽站→三重交通巴士50分

鐘、15分鐘「夫婦岩東口、二見海洋樂園

前」下車即到

9:00～17:00（因季節有所變更） 2017年 12/13、14

49 賓日館 門票 300日圓→270日圓

宇治山田、鳥羽站→三重交通巴士50分

鐘、15分鐘「夫婦岩東口」下車步行15分

鐘

9:00～17:00（最晚入館16:30） 星期二（若逢節日則改為次日）

50 伊勢、安土桃山城下街

入國票據 成人(18歲以上)(免費設施和溫浴設施一套)

3,600日圓→2,800日圓 通行票據 成人(18歲以上)(免

費設施和收費設施、溫浴設施、變身一套) 4,900日圓

→4,100日圓

宇治山田、鳥羽站→三重交通巴士40分

鐘、30分鐘「伊勢、安土桃山文化村」下

車即到

9:00～17:00（入館時間截至閉館前1小時） 無休

51 鳥羽水族館
門票 成人2,500日圓→2,400日圓 7歲～15歲 1,250日

圓→1,200日圓 3歲～6歲 630日圓→600日圓
鳥羽站下車步行10分鐘

9:00～17:00（入館時間截至閉館前1小時）

※7/20～8/31為8:30～17:30
無休

52 御木本真珠島
門票 成人 1,500日圓→1,200日圓　7歲～15歲 750日

圓→600日圓
鳥羽站下車步行5分鐘

1月～3月、11月  8:30～17:00　4月～10月

8:30～17:30　12月  9:00～16:30

※因季節有所變更

2017年 12/12、13、14

53 巡迴鳥羽灣與海豚島
乘船費 成人 1,800日圓→1,700日圓、兒童1,000日圓

→950日圓

乘船處：鳥羽站下車步行10分鐘(鳥羽海

洋碼頭)
9:00～16:00 2018年 1/15～2/9

54 伊勢灣渡輪 旅客船費打八折
乘船處：鳥羽站下車步行15分鐘「鳥羽港

(渡輪碼頭)」
8:00～17:40 無休

55 海之博物館 門票 800日圓→640日圓

鳥羽站→海鷗巴士35分鐘「海之博物館

前」下車即到。　※（部分海鷗巴士「海

之博物館東」下車步行12分鐘）

9:00～17:00 6/26～30、12/26～30

56
日本租車（Nippon Rent-a-car）伊

勢志摩、近鐵鳥羽站前營業所
租車費用打七折 鳥羽站下車即到

9:00～18:00

8:30～19:00（夏季）
無休

57 志摩西班牙村（PARQUE ESPANA） 通票、2DAY通票、月光通票約打八五折
鵜方站→直達巴士13分鐘「志摩西班牙

村」下車即到

9:30～17:00

※因季節有所變更
2018年 1/15～2/9

58
伊勢志摩近鐵水上別墅酒店

Aquapalace
成人折扣300日圓、兒童折扣100日圓 賢島站下車→免費定期接送巴士25分鐘 10:00～19:00 無休

59 志摩海洋公園
門票 成人1,400日圓→1,120日圓、兒童600日圓→480

日圓
賢島站下車步行2分鐘

9:00～17:00

※因季節有所變更
無休

60 賢島西班牙巡遊（英虞灣遊覽）
乘船費 成人1,600日圓→1,500日圓、兒童800日圓→

750日圓

乘船處：賢島站下車步行2分鐘（賢島

港）

3/21～10/31 9:30～16:30

11/1～3/20  9:30～15:30

無休（大型遊覽船「Esperanza(希望)」

在2018年2/13～2/25期間因定期檢查停

駛，停駛期間以小型遊覽船行駛。）

61
日本租車（Nippon Rent-a-car）伊

勢志摩、近鐵鵜方站前營業所
租車費用打七折 鵜方站下車即到

8:30～18:00

8:30～19:00（夏季）
無休

62
香樹休閒渡假城俱樂部（COCOPA

RESORT CLUB）
入浴費（稅金另計）1,200日圓→680日圓 榊原溫泉口站→免費接送巴士15分鐘

6:00～9:30　12:00～24:00

星期二、五為6:00～9:30　14:00～24:00
無休

63
美伊娜多青山度假村　霧生溫泉

“香樂之湯”

入浴費 1,000日圓→600圓

※消費稅、入湯稅150日圓另計

伊賀神戶站或榊原溫泉口站→免費定期接

送巴士35～40分鐘（需要預約）
10:00～16:00 冬季有關閉期間

64 青山花園度假酒店 Rosa Blanca

入浴費　成人　星期六、日及節日：1,600日圓→

1,100日圓，平日：1,300日圓→800日圓　兒童4歲～

小學生 星期六、日及節日：850日圓→550日圓，平

日：700日圓→400日圓

伊賀神戶站或青山町站→定期接送巴士5

分鐘～10分鐘

10:00～21:00（最晚受理20:00）

星期三為14:00～21:00
冬季有維修停業期間

65 伊賀流忍者博物館 門票 成人756日圓→594日圓 兒童 432日圓→324日圓 伊賀鐵道上野市站下車步行7分鐘 9:00～17:00（最晚入館16:30） 12/29～1/1

66 BIC CAMERA（必酷) 名古屋站西店 近鐵名古屋站下車步行2分鐘 10:00～21:00 全年無休

67
BIC CAMERA（必酷) 名古屋JR Gate

Tower店
近鐵名古屋站下車步行2分鐘 10:00～21:00 全年無休

68 名古屋波士頓美術館 當天門票折扣200日圓（不可與其他的優惠同時使用）
近鐵名古屋站→搭名鐵3分鐘到金山站下

車，南口前

10:00～19:00（星期六、日及節假日截至

17:00，最晚入館時間為閉館前30分鐘)

星期一（若逢節日則改為次日）、年底年

初及換展期間

69 津機場線
成人2,690日圓→1,980日圓

兒童1,350日圓→1,000日圓

從中部國際機場（新特麗亞）步行10分鐘

「新特麗亞港客船碼頭」
6：30～22：00 無休

※特別展覽等的入場費可能與平常不同。另外，寺院神社可能會有因特別儀式等而不能入內參觀的情況。

※營業時間及休息日因季節而異，暴風雨時可能會臨時變更。

名

古

屋

免稅價格加上7％的折扣

三

重

租車費用打七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