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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關西
享受美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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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山

堺

鳥取

兵庫

德島

關西廣域聯合

日本茶頂級品牌「宇
治茶」的產地。有日
本三景之一「天橋
立」的京都北部，海
產品也很豐富。

府

歡迎蒞臨關西 !
享 受 美 食 之 旅
關西，千餘年來一直是日本的中心。在此背景下，「和食」、「茶湯」等當

介紹

京都

滋賀
縣

有日本最大的湖「琵琶
湖」。獲得豐富的水之
恩澤，自古以來以「米
鄉」聞名。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歷
史城市。在作為千年
之都的歷史之中也發
展了飲食文化。

地傳統飲食文化日益精湛，流傳至今。與此同時，甜品和日式拉麵等現代飲食
又注入了新的元素，這裡可感受不同檔次、類型的日本飲食文化。這本小冊子

京都

介紹有趣的、好吃的、與飲食相關的體驗。請出門踏上感受日本飲食文化之旅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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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

吧！

府

關西國際機場
也位於此，是
西日本的產業
中心。以豐富
的美食聞名遐
邇。

鳥取
鳥取
縣

京都

神戶
市

大阪
市

●

京都

兵庫

滋賀

兵庫
縣

神戶

鳥取縣的螃蟹漁獲量為日
本第一，海產非常豐富。
還有日本唯一的一座以梨
子為主題的博物館。
有據稱是日本最古老的溫
泉「有馬溫泉」。已風靡
世界的「神戶牛」及「神
戶甜點」也非常受歡迎。

德島

關西國際機場

有仁德天皇陵古墳。是閒 ©Osaka Convention & Tourism Bureau
寂茶的集大成者－千利 有「吃不倒不罷休的城
休的誕生地，故很盛行茶 市 」 「 天 下 的 廚 房 」 之
稱，美味可口的食物應
道。
有盡有。

●

堺

大阪

奈良

奈良

縣

和歌山
縣

德島
德島縣有世界三大海流之
一的「鳴門渦潮（鳴門漩
渦）」及大步危小步危等
富饒的大自然，美味的食
物也很豐富。

市

●

兵庫縣有世界遺產「姬路
城」。是日本數一數二的
釀酒處，請與配酒的「下
酒菜」頭等食材一起品
嘗。

縣

堺

大阪

●

和歌山
是日本最古老的京城，也
是日本酒和素麵的發祥
地。
有日本最大級的瀑布「那
智瀑布」。作為「水之
國」有豐饒的大自然和農
產品等。

1 藤居本家

5 AJIWAI 館

6 伏見酒造組合（公會） 7 三佳屋

傳統飲食文化
關西，千餘年來作為日本的中心而繁榮興盛，
孕育了傳統的飲食文化。
以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的「和食」為首，
還有「茶道」「日本酒」「日式點心」等等，
道地的日本飲食文化在此落地生根。

參觀釀酒廠

參觀京都食文化的展覽

參觀釀酒酒窖廠、品酒等

體驗烏龍麵手工製作

也可試飲使用源自近江湖東之鈴鹿山
脈的愛知川底流水、與「玉榮」等近
江產的最適合釀酒的稻米，加上能登
釀酒師發揮最高技術而釀造出的手製
美酒。

可以學習有關京都食文化的博物館。
在展示室，可參觀展品和影像、試飲
高湯、試飲用市場的新鮮水果等製成
的果汁，此外還銷售各種土特產。

伏見清酒受到豐饒大自然水土的恩惠，
經過京都文化的千錘百鍊。在這具日
本代表性的釀酒處有許多釀酒酒窖廠，
您可邊參觀邊試飲邊購物，此外，還
可參觀博物館。

邊聆聽 1987 年創立的烏龍麵店名師傅
的有趣講解、邊挑戰一直支持日本人
健康的烏龍麵之製作。可沾 2 種不同
的沾汁（鰹魚、咖哩）來品嘗。

京都

滋賀
 愛知郡愛莊町長野793
 9:00～17:00 全年無休 免費入場
 需要至少於2天前預約
 http://tw.biwako-visitors.jp/spot/
detail/207

叶匠壽庵
2 壽長生之鄉

Washoku
8 Home Cooking

宇治市營茶室

3 鮎家之鄉

 京都市下京區中堂寺南町130 京都
鮮蔬水果中心 3樓 8:30～17:00 每
星期三（節日除外）及年底年初（12/31
～1/4） 免費入館 不需預約 http://
kir021606.kir.jp/pdf/english.pdf

4 對鳳庵

京都

大阪

①月桂冠大倉紀念館 京都市伏見區南濱町
247 9:30～16:30（受理截至16:15） 8/13
～16、年底年初 成人：300日圓、高中初中
生：100日圓附贈紀念品（純米酒(180ml)或美
術明信片） 依據體驗內容有的需要預約。 
http://www.gekkeikan.co.jp/china-tw/products/
museum/ ②黃櫻伏水藏 京都市伏見區橫大
路下三栖梶原町53 10:00～16:00 年底年
初 免費入館 需要以電話預約（075-6444488） http://www.fushimi.or.jp/sake_guide/

道具屋筋
9 產品製造體驗

 大阪市中央區難波千日前9-17 星期
一、星期三、星期五的15:00～和16:00
星期四、1月1日 1.5小時課程：4,800
日圓（含稅）3小時課程：6,800日圓（含
稅） 需要至少於2天前預約 https://
miyoshiya.osaka/experience/udon.php

10 堺利晶之杜

製作日式點心

參觀工廠、試吃

體驗點茶

體驗家庭料理和用餐禮儀等

壽司師傅體驗

立禮式呈茶、茶室點茶

可在滋賀縣的日式點心老舖叶匠壽庵
體驗道地的日式點心製作。位於自琵
琶湖流出的瀨田川河畔的設施，可享
受茶會、餐飲、散步的樂趣。

可以參觀滋賀縣鄉土風味的湖魚佃煮
( 鹹烹海味 ) 等製造過程，也可試吃。
在現代化的設備中，手藝人用精選的
食材手工製造。

靠近世界遺產「平等院」的正宗地道
的茶室，以當地的宇治茶點茶並附上
應時的點心。首次前來的顧客也可以
輕鬆地光臨惠顧。

可以體驗茶道的點茶方式，及製作家
庭料理、壽司、大阪燒、章魚燒。有
在國外擔任日語教師經驗的真智子老
師在自己家開的講習班。溫和親切的
細心教導。

在人氣店「TOKI 壽司」學習道地的壽
司製作。在道具屋筋的廚刀店聆聽日
式廚刀的解說，在制服店換穿壽司師
傅的服裝，然後開始體驗。

介紹誕生於堺的茶聖千利休、歌人與
謝野晶子功績的文化觀光設施。您可
坐在椅子上品嘗抹茶和日式點心、或
在茶道三千家的指導下體驗自己點茶。

滋賀

滋賀

 大津市大石龍門4-2-1 星期二、星期
四、星期六的10:45～12:15※依據季節
會有所變更。（15名以上的預約可以商
量其他星期） 2,700日圓（含稅）
需要至少於各舉辦日4天前預約 http://
tw.biwako-visitors.jp/spot/detail/85

 …設施地點

京都

 野洲市吉川4187 營業日：元旦和
1月底的3天除外9:00～17:00 可在
平日的白天參觀工廠（12：00～13：
00除外） 免費 不需預約 http://
tw.biwako-visitors.jp/spot/detail/43

 …可體驗的日期和時間

 …停業日

大阪

 宇治市宇治塔川2 1/10～12/20的
10:00～16:00 期間中無休 500日圓
起 依據體驗內容有的需要預約 http://
www.kyoto-uji-kankou.or.jp/

 …費用

 …需要預約與否

 …URL

 地鐵堺筋線、中央線「堺筋本町」站
 11:00～18:00 不定期、12月28日
～1月4日 8,100日圓 或 5,400日圓
（含稅）6歲以下的幼兒1名免費 需要
至少於2天前預約 http://washoku-hc.
com/

大阪
 大阪市中央區難波千日前10-11 店
鋪停業日以外每天10:00～和11:30～
每月2次 成人（10歲～）4,980日圓
（含稅）兒童（6～9歲）3,240日圓（含
稅） 需要至少於7天前預約 http://
designpocket.net/tourism/osakataiken/
osakataiken_syokunin/

※這裡所登載的是截至2017年3月1日的資訊。出門時，請在主頁等確認最新資訊。

堺
 堺 市 堺 區 宿 院 町 西 2 - 1 - 1 1 0 : 0 0 ～
17:00 第3個星期二（若逢節日則改為
次日休息）及年底年初 立禮式呈茶：成
人500日圓 等 立禮式呈茶不需預約。茶
室點茶體驗需要至少於一個月前預約。
http://www.sakai-rishonomori.com/wp/wpcontent/uploads/2016/03/leaflet-t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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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食文化館

13 出石蕎麥麵

12
9 素麵之鄉

17 喝茶去 庵

18 今西酒造

19 湯淺醬油有限會社

參觀日式點心製作

參觀細分工作的當場表演

體驗手打蕎麥麵

茶道、茶會

品酒

參觀工廠、試吃

展出並銷售與堺有因緣的傳統產業製
品等的設施。您可感受近在眼前的「刀
具」「線香」「日式點心」「地毯」等手
藝人的工匠技巧。也定期舉辦菜刀研
磨和菜刀重磨的當場表演。

可以體驗受到日本全國人們喜愛的「手
拉素麵揖保乃糸」的傳統技巧和風味
的設施。參觀結束後，請在餐廳品嘗
素麵料理。

盛在美麗白磁的出石燒小碟子上的蕎
麥麵是出石的名物。為了讓遊客享受
此手打小碟蕎麥麵而誕生了蕎麥麵道
場。請來品嘗您自己製作的出石小碟
蕎麥麵。

可以非常合理的價格體驗正式的茶會。
為了讓顧客品嘗真正的抹茶美味，使
用講究的水、抹茶、茶碗，一碗一碗
認真地點。

大神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供奉
眾人虔誠信仰的酒神，而今西酒造是
大神神社跟前唯一現存的老舖釀酒廠。
聽完造酒的說明以後，可以品嘗數種
類的酒。

在這被稱為醬油發祥地的紀州湯淺，
湯淺醬油有限會社是精心製造醬油的
釀造廠。您可一邊嘗試醬油和金山寺
味噌的味道、一邊購物，還可品嘗醬
油霜淇淋。

堺

兵庫

 堺市堺區材木町西一丁1-30 每月第
1個、4個星期日的13:30～15:00 年底
年初（其他，有臨時停業） 免費 不
需要 http://www.sakaidensan.jp/en/

兵庫

 龍野市神岡町奧村56 1天5次(11:00
～、12:00～、13:00～、14:00～、
15:00～)(所需時間5～10分鐘） 星期
一、年底年初 成人300日圓、高中初
中生200日圓、兒童100日圓 不需預約
（團體需要以電話預約） http://www.
ibonoito.or.jp/english/

奈良

 豐岡市出石町  因店鋪而異。
 一人1,600日圓～3,000日圓左右
 需要預約
 http://www.izushi.co.jp/en/makingsoba/

奈良

和歌山
 有田郡湯淺町湯淺1464 9:00-16:00
 年底年初 免費參觀 需要預約
 http://www.yuasasyouyu.co.jp/
multilang/en/

 奈良市公納堂町6 10:00～17:30
 星期三 一人900日圓＋消費稅～
 不需預約 https://www.visitnara.jp/
venues/A00185/

 櫻井市大字三輪510 釀造期（10～
3月）除外 平日的10:00～17:00 不定
期休息 １人 500日圓 需要至少於
前一天預約 https://www.visitnara.jp/
venues/S01138/

20 中野 BC 株式會社

21 中田食品株式會社 22 大步危祖谷溫泉鄉

寧樂菓子司

14 灘之酒

16 中西與三郎

15 慈光院

參觀釀酒廠、品酒、購物

茶道

製作日式點心

製作梅酒、參觀工廠

參觀工廠、試吃

製作鄉土料理

灘之酒是在作為原料的米和宮水、釀
造技術、適合造酒的氣候與水土都齊
全的條件下誕生的。日本數一數二的
釀酒處「灘五鄉」有好幾家釀酒酒窖廠，
您可愉快地參觀、品酒。

由於奈良是閒寂茶的發祥地，慈光院
是可欣賞茶道的綜合性演出的寺院。
您可在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的
書院之席位上品嘗抹茶。

在古老的町屋 ( 鋪面房 ) 鱗次櫛比的奈
良町，直接利用有 130 年歷史之町屋
的店鋪。您可用五感享受製作日式點
心的樂趣，並與抹茶一起品嘗。也可
帶回家去。

可以體驗使用特產的紀州南高梅中 4L
尺寸的大粒梅子製作梅酒、梅子糖漿。
還可一邊試飲一邊購物、參觀日本庭
園。

在梅子的主要產地－紀州製造與銷售
梅干、梅酒的公司。可以試吃梅干、
試飲梅酒，還可購買各式各樣的商品、
觀賞約 15 種的梅花。

可以品嘗祖谷蕎麥麵、醬烤芋頭等大
步危、祖谷的鄉土料理。此外，還有
可體驗蕎麥麵製作等大步危、祖谷之
鄉土料理的設施。

神戶

奈良

 神戶市灘區、東灘區     因
釀酒廠而異 http://www.nadagogo.ne.jp/

 …設施地點

奈良

 大和郡山市小泉町865 9:00～17:00
 全年無休 參觀費（包括抹茶招待）
小學生以上 1,000日圓 不需預約
 http://www1.kcn.ne.jp/~jikoin/Englishtop.html

 …可體驗的日期和時間

 …停業日

和歌山

 奈良市脇戶町23 大約每月一次，
11:00～ 不定期休息 一人 2,160
日圓 需要至少於2天前預約 https://
www.visitnara.jp/venues/S01120/

 …費用

 …需要預約與否

 …URL

海南市藤白758-45①11:00
～ ②13:00～ ③15:00～ 年底年
初 免費參觀、試飲 梅酒、梅子糖
漿1,620～2,160日圓（含稅） 需
要預約 http://www.nakano-group.
co.jp/cantonese/

和歌山
 田邊市下三栖1475 小賣店 8:30～17:00
（全年無休）參觀工廠 8:30～16:00（中午1
個小時、15時起15分鐘、星期日和節日及每
月一次星期六工廠停工）※可以參觀。年底年
初可能會有縮短營業時間等的變更。 免費
參觀、試飲 電話預約：0739-22-2858
http://www.nakatafoods.co.jp/global/

※這裡所登載的是截至2017年3月1日的資訊。出門時，請在主頁等確認最新資訊。

德島
 三好市內
  因設施而異。請在網頁等確認。
 因設施而異 需要預約
 http://www.oboke-iya.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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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保乃糸 資料館

11
8 堺傳統產業會館

25 神戶牛肉
用餐

購物、用餐

關西，是在傳統之上創造出新文化的新進且朝氣蓬勃的地區。

是神戶美食的象徵、也是成為聞名世界
品牌的「神戶牛肉」，每天持續不斷地讓
造訪神戶的人們心滿意足。請來飽享這
全世界都認同的神戶美味。

神戶甜點是把透過神戶開港從西歐帶來
的味道和技術，加上創意巧思而發展起
來的。神戶的市街，美味的西式點心店
星羅棋布。

神戶  神戶市內各處    因店鋪而異。 http://www.
kobe-niku.jp/en/contents/about/legend.html

神戶  神戶市內各處    因店鋪而異。 http://www.
feel-kobe.jp/lp/kobe-sweets/

泡麵也是誕生於關西而擴展到了全世界。
在這裡您可享受各式各樣的美食，如牛排、甜點、大阪燒、章魚燒等。

23 道之驛 丹後王國「美食之都」

24 泡麵發明紀念館

親手做麵包等、收穫農作物、品嘗丹後美食

製作原創的「杯裝泡麵」

丹後地區的美食主題樂園，設有附帶溫
泉的飯店。此外，還有市場區、以及可
與動物接觸的動物園。希望體驗自己做
壽司等午餐的顧客，請提前咨詢。

為 1958 年誕生於大阪的泡麵而設立的紀
念館。您可在自己設計的杯子裡，加上
從 4 種類中選擇的最喜歡的湯、以及從
12 種類中選擇的 4 種食材。

京都  京丹後市彌榮町鳥取取123 定期舉辦麵包、餅乾、冰淇
淋製作等。 無休（12～3月中旬星期二公休） 免費入園（親手做麵包
體驗1,000日圓等） 預約者優先 http://tango-kingdom-howto.com/en/

大阪  池田市滿壽美町8-25 9:30～16:00 星期二（若逢節
日則改為次日休息）、年底年初 1份300日圓（含消費稅） 不需預
約 http://www.instantramen-museum.jp/tw/
JA 近江富士農夫市場 (Farmer's Market)

29 Ohminchi

巡遊拉麵店

南阿波丼、直銷市場

和歌山的拉麵通稱「中華麵」。各家店舖
推出自家精心製作、口味獨特的拉麵，
請您一家家地去實地品嘗看看。

德島縣南部是食材的寶庫。這裡有加上
豐饒大自然所培育的特產品的「南阿波
丼」蓋飯，以及許多可購買特產品等的
直銷處。

和歌山  車站和觀光設施的周邊    因店鋪而異
 http://www.wakayamakanko.com/china_h/

德島  縣南部  因設施而異。請在網頁等確認。  因設施
而異  http://shikokunomigishita.jp/docs/2011110400022/

34 大山牧場牛奶之鄉

35 境漁港

收穫蔬菜、烹飪教室

製作冰淇淋等

購買海產品、用餐

滋賀縣內最大規模的農產品直銷處。您
可使用在設施內農園採收的安全、新鮮
蔬菜來烹調。設施內還有當地食材自助
餐角。

大山是中國地區的最高峰，其附近一帶
被指定為國家公園。您可使用剛擠出來
的鮮牛奶，親手製作冰淇淋等。也有使
用當地農產物的餐廳。

是根據季節也有螃蟹、鮪魚等卸貨的漁
港，也有導覽服務。附近有好幾個海產
直銷處，您可以購買或品嘗新鮮的海鮮。

滋賀  守山市洲本町2785 可以收穫蔬菜的時期。（一整年中，只
要當時有可收穫的蔬菜就可體驗。） ①農業體驗500日圓～（根據收穫量而
異。）②烹飪教室＋便當製作2,000日圓～（可當場吃便當） 需要提前預約
（若有可收穫的蔬菜，前一天預約亦可） http://tw.biwako-visitors.jp/spot/
detail/19

鳥取  西伯郡伯耆町小林2-11 10:30～、14:00～ 每月第
2、第4個星期二 500日圓左右 需要至少於一星期前預約  http://
www.tottori-tour.jp/zh-tw/sightseeing/223/

鳥取  境港市昭和町9-7 8:00～16:00 星期二 免費入館
 不需預約 http://www.tottori-guide.jp/tourism/tour/view/768

關西有豐饒的大自然及高超的栽培技術，
從山地、鄉村、大海獲得四季各異的大自然恩澤。
或品嘗自己收穫的新鮮產品、
或與當地的人們交流，這就是旅遊的樂趣。

28 四國右下方↗（往右上方）

27 和歌山拉麵

30 水果王國 YASAKA

31

道之驛

美山交流廣場

37

36 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

“賀露市場”

鳥取港海鮮市場

收穫桃子、葡萄、梨子等

購買當地物產

了解梨子、品嘗梨子

購買海產品、用餐

位於豐饒大自然的丹後半島的觀光果樹
園。從夏天到秋天可以體驗吃到飽的水
果採收。在喝茶角，也可品嘗果汁和冰
淇淋等。

美山町因草頂民房之鄉而聞名。販賣時
令食材和特產的「漫遊梅山」商店、直
售美山鮮奶的「美山牛乳工房」都有霜
淇淋和義大利冰淇淋供應，大受人氣。

只有在二十世紀梨產量日本第一的鳥取
縣才有的、日本唯一以梨子為主題的博物
館。一整年都可以品嘗多種不同的梨子。
還有介紹世界各地梨子專區、梨子園。

鳥取市賀露港剛卸貨的海產應有盡有的
市場。除了可品嘗新鮮的海鮮菜餚之外，
在鄰接的農產物直銷處，還可購買品牌
牛肉和農產物。

京都  京丹後市彌榮町木橋2194 8～11月的9:00～17:00
 開園期間無休 成人=1,990日圓（含稅）、兒童=1,500日圓（含
稅）※在園內為吃到飽。無時間制限。 需要預約。也可當天預約。
 http://www.fruits-oukoku.jp/

京都  南丹市美山町安掛下23-2 4～9月=8:30～18:00、10～
3月=8:30～17:00 1～2月的第2個、第4個星期三及年底年初（12/31
～1/3） 免費入場 不需預約  http://www.miyamanavi.net/kan0005/

鳥取  倉吉市駄經寺町198-4 9:00～17:00 每月第1、3、5
個星期一（若逢節日則改為次日休息）、年底年初（12/29～1/3）
 成人300日圓、中學和小學生150日圓 不需預約
 http://www.tottori-tour.jp/zh-tw/sightseeing/336/

鳥取  鳥取市賀露町西3丁目27-1 8:00～17:00
 因店鋪而異 免費入館 不需預約
 http://www.tottori-tour.jp/zh-tw/sightseeing/115/

道之驛

32 採摘水果

神戶

33 但馬的 Mahoroba

38 阿波地美榮

39 德島農林漁戶民宿

收穫葡萄、梨子、柿子、草莓

購買當地產品、用餐

品嘗地美榮料理

收穫山珍海味、品嘗農林漁戶的菜餚

透過實際採果感受神戶水果的甜美。在
這裡，您可享受剛採下來的由生產者們
細心栽培的美味水果。

以古墳時代的古代官廳為主題的建築物，同
時設有朝來市埋藏文化財中心。當地的特
產品種類豐富應有盡有，在 Trip Advisor（貓
途鷹）的日本道之驛排行榜榮獲第二名！

德島縣的大自然培育出的食材－野豬、
野鹿被稱為“阿波地美榮（Awajibie）”。
縣內各地都可以品嘗得到。

透過農戶民宿、林戶民宿、漁戶民宿所
提供的菜餚，可以接觸當地居民傳承下
來的飲食文化。

 神戶市內    因店鋪而異。 http://harvestkobe.

兵庫  朝來市山東町大月92-6 8:30～20:00 全年無休 免
費入場 不需預約  http://green-wind.co.jp/

jp/en/

  …設施地點

  …可體驗的日期和時間

  …停業日

  …費用

  …需要預約與否

  …URL

德島  縣內所有地區  因設施而異。請在網頁等確認。
  因設施而異 http://www.pref.tokushima.jp/chouju/awa-gibier/
english/

德島  縣 內 3 7 個 設 施   因 設 施 而 異 。 請 在 網 頁 等 確
認。 因設施而異 需要預約 http://www.pref.tokushima.jp/
docs/2014091000250/

※這裡所登載的是截至2017年3月1日的資訊。出門時，請在主頁等確認最新資訊。

收穫山珍海味

收穫山珍海味

26 神戶甜點

新的飲食文化

新的飲食文化

地圖和交通圖
交通方式

A 和歌山

B 大阪

C堺

D 奈良

E 京都
F 天橋立
G 大津
H 神戶
I 城崎溫泉
J 鳥取
K 德島

37

35

36

34

鳥取

天橋立

F

J
鳥取

13
33

JR
南海
機場巴士
JR
南海 ( 難波 )
機場巴士
JR
南海
JR
南海 + 近鐵
機場巴士
JR(HARUKA)
機場巴士
JR + JR(KONOTORI) + TANTETSU
JR(HARUKA) + JR
JR
機場巴士
BAY SHUTTLE(Jet Ferry)
JR + JR(KONOTORI、HAMAKAZE)
JR + JR(SUPER-HAKUTO)
機場巴士

民營鐵路

京都

所需時間

35min
35min
40min
65min
43min
50min
42min
32min
80min
85min
85min
75min
85min
195min
85min
85min
65min
30min
230min
204min
165min

※所需時間為目標值，不包括轉乘時間。

JR

30 23
1

I

各地與關西國際機場之間的交通方式
出發地點 / 到達地點

關西地區地圖和交通圖

關西地區

城崎溫泉

31

兵庫

29 3

京都

L

5 E
6
12

25 26 32
14

24

1
滋賀

G 大津

4

2

神戶
大阪

H

11
10

關西
國際機場

B

7
8 9

C堺

16
17
15

D 奈良

18

大阪
奈良

27

A 和歌山

20

德島 K

19
22

38 39

和歌山

德島

28

21

機場巴士

⋯傳統飲食文化
⋯新的飲食文化
⋯收穫山珍海味
※ 這裡所登載的是截至2017年3月1日的資訊。出門時，請在主頁等確認最新資訊。

主要的旅遊詢問處
關西觀光資訊中心

關西國際機場

關西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1 樓中央
關西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 1 樓

電話 +81-(0)72-456-6160
電話 +81-(0)72-456-8630

 7:00-22:00無休
 11:30-19:30無休

A

B

C

和歌山市
旅遊問詢處

大阪旅遊服務中心
2017 年 3 月中開張

堺站
觀光諮詢服務處

從南海和歌山市站或 JR 和歌山站
搭乘巴士到「市役所前」下車即到。
8:30-17:15 12 月 29 日∼ 31 日

JR 大阪站內 1 樓中央大廳
旅遊服務中心大阪內
7:00-23:00 無休

南海堺站大樓 1 樓
9:00-18:00
年底年初

電話 +81-(0)73-435-1185
D

電話 +81-(0)6-6345-2189
E

電話 +81-(0)72-232-0331
L

奈良縣
猿澤 INN

京都綜合旅遊指南所
( 京 NAVI)

京都市河原町三條
旅遊資訊角

從近鐵奈良站步行約 10 分鐘／
從 JR 奈良站步行約 15 分鐘
8:00-21:00無休

JR 京都站 2 樓
8:30-19:00
無休

中京區河原町通三條上惠比須町 427
京都朝日會館 1 樓
10:00-18:00 年底年初

電話 +81-(0)742-81-7461
F

電話 +81-(0)75-343-0548
G

H

天橋立站
旅遊指南所

大津站
旅遊詢問處

丹鐵天橋立站
9:00-18:00
無休

從大津站步行 1 分鐘
9:00-18:00
無休

電話 +81-(0)772-22-8030
I

神戶資訊
（市政嚮導 ·旅遊嚮導）

電話 +81-(0)77-522-3830

J

城崎溫泉區觀光問訊處
（SOZORO）
從 JR 城崎溫泉站步行約 10 分鐘
9:00-18:00
無休

電話 +81-(0)796-32-0013

電話 +81-(0)75-213-1717

JR 三宮站東口出去南邊就是、
港灣人工島線三宮站的樓下
 9:00-19:00無休（年底年初縮短時間）

電話 +81-(0)78-322-0220
K

鳥取市
國際遊客支援中心

德島縣
國際交流協會

從 JR 鳥取站北口往東步行 1 分鐘
8:30-17:30
年底年初

JR 德島站大樓 CLENENT 廣場 6 樓
10:00-18:00
年底年初

電話 +81-(0)857-22-7935

電話 +81-(0)88-656-3303

免費
!!

關西廣域聯合
KANSAI Free Wi-Fi
操作簡單，只要註冊一次就可以連結至
關西地區自治團體所提供之數個 Wi-Fi
的 APP。

www.kouiki-kansai.jp/tourist_info/food_tourism/
※這裡所登載的是截至2017年3月1日的資訊。出門時，請在主頁等確認最新資訊。

關西國際觀光YEAR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