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6 

2/26 大概行程：日本關西機場→廣島→住宿check in→廣島和平紀念館 
折價券 
... 
開車到嘟嘟房 
06：30  出門 
拿wifi iVideo 

07：35 去check in



 





＜關西國際機場限定＞T2必買【PEACH ROLL】│造型超治癒水蜜桃蛋糕捲 
http://kyoko1200.pixnet.net/blog/post/197859784-%EF%BC%9C%E9%97%9C%E8%A5%
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E9%99%90%E5%AE%9A%
EF%BC%9Et2%E5%BF%85%E8%B2%B7%E3%80%90peach-roll%E3%80%91%E2%94
%82%E9%80%A0 

● 搭乘樂桃航空，會在關西機場第二航廈入境，需先搭乘機場內的航

廈接駁車到aeroplaza，搭乘手扶梯上樓後，依照指示前往鐵道，

通過長廊後，可以順利抵達空港車站 

關西機場第二航廈到第一航廈接駁車 

http://kyoko1200.pixnet.net/blog/post/197859784-%EF%BC%9C%E9%97%9C%E8%A5%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E9%99%90%E5%AE%9A%EF%BC%9Et2%E5%BF%85%E8%B2%B7%E3%80%90peach-roll%E3%80%91%E2%94%82%E9%80%A0
http://kyoko1200.pixnet.net/blog/post/197859784-%EF%BC%9C%E9%97%9C%E8%A5%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E9%99%90%E5%AE%9A%EF%BC%9Et2%E5%BF%85%E8%B2%B7%E3%80%90peach-roll%E3%80%91%E2%94%82%E9%80%A0
http://kyoko1200.pixnet.net/blog/post/197859784-%EF%BC%9C%E9%97%9C%E8%A5%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E9%99%90%E5%AE%9A%EF%BC%9Et2%E5%BF%85%E8%B2%B7%E3%80%90peach-roll%E3%80%91%E2%94%82%E9%80%A0
http://kyoko1200.pixnet.net/blog/post/197859784-%EF%BC%9C%E9%97%9C%E8%A5%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E9%99%90%E5%AE%9A%EF%BC%9Et2%E5%BF%85%E8%B2%B7%E3%80%90peach-roll%E3%80%91%E2%94%82%E9%80%A0
https://www.bobblog.tw/?p=417


綠色窗口購買KANSAI ONE PASS https://nicklee.tw/?p=2285 
退卡地點：退卡可在 JR 西日本各車站的售票處（綠色窗口），或是有販售 ICOCA 的交通

業者售票處辦理退卡。 
(JR關西空港站的綠色窗口亦可辦理退卡，但是人多，不建議) 
退卡手續費：￥220 
說明： 
退卡時，若卡片還有餘額，就會扣除￥220的手續費後，再加上￥500的押金還你。 
若餘額低於￥220時，則只會退還￥500。 
(換言之，若你用到光，去退卡，他們也會還給你￥500) 
★ 如何跟日本人說退卡 ? 
★ 日文說：払いもどし (發音：HaRaI MoDoShi) 就可以了。 
(或是手寫給可以) 

嵐山小火車 
之後 到JR綠色窗口那邊  拿著你所註冊的信用卡還有 他給你的予約番號五個號碼 和你加入

會員時後 所註冊的電話號碼後四碼 
ps 如果有朋友想要座雙數號或單數號的座位!沒辦法在網路上購票上選喔! 只能在你在當地的

綠色窗口 取票時候 順便告知他跟他換就可以了 

午餐： 

https://www.bobblog.tw/?p=417
https://nicklee.tw/?p=2285


松屋的位置正好在機場航廈另一頭的Aero Plaza，機場航廈接著是JR及南海電鐵，再來才是

Aero Plaza，松屋就在Aero Plaza的3樓。 

日本關西機場→新大阪 ＨＡＲＵＫＡ 28特急京都 13：44 每30分鐘一班 車程約50分鐘 
新大阪→廣島 新幹線 車程約1小時25分 最快約15：59抵達廣島站 

廣島日出日落時間 
2019年01月26日 07:11:54 AM 05:33:17 PM 10h 21m 23s 

廣島和平紀念館 開放時間 16：30前進場 
[Dec.-Feb.] 8:30-17:00 
•By Streetcar / About 25 minutes 
Take a streetcar for Hiroshima Port , and get off at "Fukuro-machi". 
Take a streetcar for Nishi-Hiroshima , Eba or Miyajima-, and get off at "Genbaku Domu 
Mae". 
自廣島站搭乘廣島電鐵路面電車2號線「広電宮島口」方向，或6號線「江波」方向，於「原

爆ドーム前」下車。 
原爆圓屋頂前停留場 
 
 [廣島必吃美食] 廣島長崎堂，來晚肯定買不到!! https://gojp.tw/hiroshima-nagasakido/ 
 
八昌（廣島燒）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藥研掘10-6 
 082-248-1776 
 週二～六16:00～22:30／週日・例假日～21:00 
 全店可吸菸、無停車場 
 
陽氣（拉麵）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江波南3-4-1 
 082-231-5625 
 16:30～24:00 
 每月1・12・13・26日修 
 有停車場（大樓下可以停5台、對面可以停3台） 
 
 
廣島限定： 
【廣島購物】一站式買齊限定特產、零食、廣島手信 新幹線名店街 
https://maikudaily.com/%E5%BB%A3%E5%B3%B6%E6%89%8B%E4%BF%A1-%E9%9B
%B6%E9%A3%9F-%E7%89%B9%E7%94%A2-%E6%96%B0%E5%B9%B9%E7%B7%9A
%E5%90%8D%E5%BA%97%E8%A1%97/ 
瀨戶內地區限定的可口可樂，全日本只限中國及四國地區可以買到，可樂迷必儲。 
八朔蜜柑的啫喱，一包5個售1050円，八朔蜜柑是廣島尾道市特產，也有盒裝的選擇。 
八朔蜜柑的條子蛋糕。 
中國及四國限定的森永限定軟糖兩款：伊予柑、瀨戶內檸檬 
人氣第3位的檸檬味法式蛋白霜餅也有藍莓、草莓、柚子、蜜柑等味道，但一場來到廣島當然

是買檸檬味啦。 

https://gojp.tw/hiroshima-nagasakido/
https://maikudaily.com/%E5%BB%A3%E5%B3%B6%E6%89%8B%E4%BF%A1-%E9%9B%B6%E9%A3%9F-%E7%89%B9%E7%94%A2-%E6%96%B0%E5%B9%B9%E7%B7%9A%E5%90%8D%E5%BA%97%E8%A1%97/
https://maikudaily.com/%E5%BB%A3%E5%B3%B6%E6%89%8B%E4%BF%A1-%E9%9B%B6%E9%A3%9F-%E7%89%B9%E7%94%A2-%E6%96%B0%E5%B9%B9%E7%B7%9A%E5%90%8D%E5%BA%97%E8%A1%97/
https://maikudaily.com/%E5%BB%A3%E5%B3%B6%E6%89%8B%E4%BF%A1-%E9%9B%B6%E9%A3%9F-%E7%89%B9%E7%94%A2-%E6%96%B0%E5%B9%B9%E7%B7%9A%E5%90%8D%E5%BA%97%E8%A1%97/


無論來廣島多少次都是大包大包掃的「瀨戶內レモン イカ天」，是類似小老板的脆脆零食，

超級酥脆、檸檬味超濃，配啤酒無得輸，我是強烈推介～！ 
一樣的零食，但是使用尾道青檸，味道酸一點也清新點，沒黃色版本那麼重口味，雖然我的

最愛是黃色版本，但可以一買來比較！ 
辦公室之選！派手信最適合的蝦條、百力滋，可以慢慢分。 
廣島燒醬汁也是值得買的手信。 
廣島蠔醬油，有連同一瓶味付海苔的版本。 
類似Tabasco的檸檬味調味料。 
各種著名廣島拉麵的盒裝麵食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包括我曾經介紹的廣島第1拉麵陽氣（上

中）和辣沾麵爆彈屋（右下）。 
備受推介的燕麥曲奇和檸檬蛋糕。 
廣島著名的還有無汁担担麵。 
章魚飯素和廣島蠔飯素，適合買給長輩煮飯用。 
尾道的檸檬鹽、櫻花鹽、橄欖鹽。 
卡樂B的「じゃがりこ」薯條、廣島職棒「東洋鯉魚」版本的柿之種零食，一樣都是廣島燒

味。 
 
 
 
2/27  Hello Kitty 新幹線 →宮島半日遊約4小時 
早餐：【廣島－美食】廣島車站旁，一套只要日幣500元的朝定食，白飯還可免費加大且附咖

啡，C/P值超高．駅膳 500/人 
Doutor coffee (JR廣島車站新幹線口店) 西式早餐  
Bridges  
 
 

 

https://ireneslife.com/blog/post/%E9%A7%85%E8%86%B3
https://ireneslife.com/blog/post/%E9%A7%85%E8%86%B3
http://cindy032.pixnet.net/blog/post/151045640-doutor-coffee-%28jr%E5%BB%A3%E5%B3%B6%E8%BB%8A%E7%AB%99%E6%96%B0%E5%B9%B9%E7%B7%9A%E5%8F%A3%E5%BA%97%29-%E6%97%A9%E9%A4%90-


 
 
 



 
 
 



 
廣島→宮島口 山陽本線 ¥410(JR PASS可省） 
宮島口渡輪 ¥180(JR PASS可省） 
 

 
 
うえの（UENO）（星鰻飯） 
 廣島縣廿日市市宮島口1-5-11 



 0829-56-0006 
 飲食10:00～19:00，便當9:00～19:00 
 全年無休（週三僅賣便當） 
 全面禁菸、無停車場 
 http://www.anagomeshi.com/ 
 
島田水產 
 廣島縣廿日市市宮島口西1-2-6 
 0829-30-6356（牡蠣小屋專用電話） 
 10:00～16:00，17:00～19:00（週日無休息時間） 
 不定休 
 牡蠣直銷8:00～、週三僅上午營業 
 http://shimadasuisan.com/ 
 
紅葉堂 
 廣島縣廿日市市宮島町448-1 
 0829-44-2241 
 9:00～18:00左右（依據季節會有所調整） 
 不定休 
 http://www.momijido.com/ 
 
 
 
※廣島→新大阪 新幹線 新大阪→京都  

新大阪車站在來線月台配置 

月台 路線 目的地 備註 

3 S 關西機場線 關空特急「遙」(HARUKA) 關西機場方向 途經梅田貨物線 

W 紀國線 特急 白濱、新宮方向 

4 ■ 高山本線 特急 高山方向  

■ 北陸本線 特急 福井、金澤方向  

5、6 A JR京都線 茨木、高槻、京都方向 部分為4號月台 

7、8 A JR神戶線 大阪、尼崎、三之宮方向 部分於9號月台 

G JR寶塚線 寶塚方向 主要7號月台 

9、10 ■ 福知山線 特急 福知山、城崎溫泉、天橋立方向  

■ 東海道線、智頭急行線 特急 大阪、鳥取方向  

http://www.anagomeshi.com/
http://shimadasuisan.com/
http://www.momijido.c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6%A9%9F%E5%A0%B4%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9%E8%99%9F%E5%88%97%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6%A9%9F%E5%A0%B4%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5%E7%94%B0%E8%B2%A8%E7%89%A9%E7%B7%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0%E5%9C%8B%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6%BF%B1%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AE%AE%E7%AB%99_(%E6%97%A5%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B1%E6%9C%AC%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B1%E7%AB%99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9%B8%E6%9C%AC%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4%BA%95%E7%AB%99_(%E7%A6%8F%E4%BA%9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BE%A4%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JR%E4%BA%AC%E9%83%BD%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A8%E6%9C%A8%E7%A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7%B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JR%E7%A5%9E%E6%88%B6%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4%8E%E7%AB%99_(JR%E8%A5%BF%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9%8B%E5%AE%A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7%9F%A5%E5%B1%B1%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6%E5%A1%9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7%9F%A5%E5%B1%B1%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7%9F%A5%E5%B1%B1%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4%8E%E6%BA%AB%E6%B3%89%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A9%8B%E7%AB%8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9%81%93%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9%A0%AD%E6%80%A5%E8%A1%8C%E7%B7%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A5%E5%8F%96%E7%AB%99


新幹線月台配置 

月台 路線 目的地 備註 

20 - 22  山陽新幹線 岡山、博多、鹿兒島中央方向 20號月台只限此站始發列車 

23 - 27  東海道新幹線 名古屋、東京方向 23、24、27號月台原則上只限此站始發列車 

 

 
東洋亭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鳥丸通塩小路下ル小路町902 京都駅前地下街 

交通 :京都駅　徒歩1分 

營業時間 :11:00～22:00 

價格 : 午餐￥1,000～￥1,999 /晚餐￥1,000～￥1,999 

味彩や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東塩小路町 902 京都駅前地下街ポルタ 

 

交通 :京都駅直結、京都駅地下街内 

 

營業時間 :11:00～22:00(L.O.21:30) 

 

價格 : 午餐￥1,000～￥1,999 /晚餐￥1,000～￥1,999 

 

*LO為最後點餐 

とんかつ 和幸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烏丸 通塩小路下る東塩小路町901 ジェイアール京都伊勢

丹 11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9%99%BD%E6%96%B0%E5%B9%B9%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A1%E5%B1%B1%E7%AB%99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4%9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5%85%92%E5%B3%B6%E4%B8%AD%E5%A4%AE%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9%81%93%E6%96%B0%E5%B9%B9%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D%E5%8F%A4%E5%B1%8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7%AB%99
http://www.touyoutei.co.jp/
https://tabelog.com/kyoto/A2601/A260101/26004938/


 

交通 :京都駅 徒歩１分 

 

營業時間 :11:00～22:00（L.O.21:15） 

 

價格 :午餐￥1,000～￥1,999 / 晚餐￥1,000～￥1,999 

 

*LO為最後點餐 

寿しのむさし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東塩小路高倉町 8-3 ＪＲ京都駅構内アスティ　１Ｆ 

 

交通 :京都駅　徒歩１分 

 

營業時間 :10:30～22:30（LO.22:15） 

 

外帶:9:00~ 

 

價格 :午餐:￥1,000～￥1,999 / 晚餐￥1,000～￥1,999 

 

*LO為最後點餐 

n 

京大和屋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南区 西九条院町 17 新・都ホテル B1F 

 

交通 :京都駅　徒歩2分 



 

營業時間 :朝食　　7:00〜10:00 

昼食　11:30〜14:30(LO 14:00) 

夕食　17:00〜21:00(LO 21:00) 

 

價格 :午餐￥10,000～￥14,999 / 晚餐￥2,000～￥2,999 

 

 

松山閣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烏丸 通塩小路下る東塩小路町901 ジェイアール京都伊勢

丹 11F 

 

交通 :京都駅　徒歩1分 

 

營業時間 :11:00～22:00 （LO 21:15） 

 

價格 : 午餐￥2,000～￥2,999 /晚餐￥4,000～￥4,999 

 

*LO為最後點餐 

京都弘燒肉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區東洞院通七條下ル鹽小路町510-1 

 

交通 :京都駅　徒歩2分 

 



營業時間 :17:00～24:00(L.O.23:00) 

 

價格 :晚餐￥5,000～￥5,999 

 

*LO為最後點餐 

 

モリタ屋  推薦詳情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烏丸 通塩小路下る東塩小路町901 ジェイアール京都伊勢

丹 11F 

 

交通 :京都駅　徒歩1分 

 

營業時間 :11:00～22:00（L.O.21:15） 

 

價格 : 午餐￥2,000～￥2,999 /晚餐￥8,000～￥9,999 

 

*LO為最後點餐 

 

宝泉  推薦詳情（伴手禮） 

地址 :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区 鳥丸通塩小路下ル小路町902 京都駅前地下街 

交通 :京都駅八条口　２樓改札内 

營業時間 : [販売]8:00～21:00 [茶寮]10:00～20:00 

價格 : 午餐￥1,000～￥1,999 /晚餐￥1,000～￥1,999 

 
 
2/28 大概行程：京都->天橋立  
早餐： 

http://www.housendo.com/
https://tabelog.com/kyoto/A2601/A260101/26006790/


星乃珈琲店 
日本〒600-8214 Kyōto-fu, Kyōto-shi, Shimogyō-ku, Higashishiokōji Takakurachō, 8−3 JR東

海京都駅構内 
〒600-8214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東塩小路高倉町８−3 JR東海京都駅構内 
營業時間 :7:00~:22:15 
價格 : 午餐1000-1999円 /晚餐1000-1999円 
推薦菜單：焦糖法式吐司 
 
INODA COFFEE 八条口支店 
http://rita03151111.pixnet.net/blog/post/343430306-%E3%80%90%E4%BA%AC%E9%83%
BD%EF%BD%9C%E6%97%A9%E9%A4%90%E3%80%91%E4%BA%AC%E9%83%BD%
E6%9C%80%E6%AD%A3%E9%BB%9E%E7%9A%84%E6%97%A9%E9%A4%90%EF%B
D%9E-inoda-coffe 
 
８−３ Higashishiokoji Takakuracho, Shimogyō-ku, Kyōto-shi, Kyōto-fu 600-8214日本 
〒600-8214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東塩小路高倉町８−３ 
營業時間 7:00-20:00 
 
小川咖啡 京都駅中央口店（離飯店最近） 
日本〒600-8216 Kyōto-fu, Kyōto-shi, Shimogyō-ku, Higashishiokōjichō, 579-16 ホテル法華

クラブ京都 
〒600-8216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東塩小路町579-16 ホテル法華クラブ京都 
營業時間：07:00～21:00 
交通：JR/地鐵「京都站」步行約 3 分鐘 
 
志津屋 京都駅店 
日本〒600-8214 Kyoto Prefecture, Kyoto, Shimogyo Ward, Higashishiokoji Takakuracho, ８
−３ 京都駅八条口 アスティロード内 
〒600-8214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東塩小路高倉町８−３ 京都駅八条口 アスティロード内 
業時間：星期一至四 7：00～22：00 星期五至日 7：00～23：00 
交通：京都車站「八条口改札」前 
 
 
 
 
 
 
京都車站 

JR西日本 在來線月台 

月台 路線 目的地 備註 

0 高山線 特急 高山方向  

北陸線 特急 福井、金澤方向  

http://rita03151111.pixnet.net/blog/post/343430306-%E3%80%90%E4%BA%AC%E9%83%BD%EF%BD%9C%E6%97%A9%E9%A4%90%E3%80%91%E4%BA%AC%E9%83%BD%E6%9C%80%E6%AD%A3%E9%BB%9E%E7%9A%84%E6%97%A9%E9%A4%90%EF%BD%9E-inoda-coffe
http://rita03151111.pixnet.net/blog/post/343430306-%E3%80%90%E4%BA%AC%E9%83%BD%EF%BD%9C%E6%97%A9%E9%A4%90%E3%80%91%E4%BA%AC%E9%83%BD%E6%9C%80%E6%AD%A3%E9%BB%9E%E7%9A%84%E6%97%A9%E9%A4%90%EF%BD%9E-inoda-coffe
http://rita03151111.pixnet.net/blog/post/343430306-%E3%80%90%E4%BA%AC%E9%83%BD%EF%BD%9C%E6%97%A9%E9%A4%90%E3%80%91%E4%BA%AC%E9%83%BD%E6%9C%80%E6%AD%A3%E9%BB%9E%E7%9A%84%E6%97%A9%E9%A4%90%EF%BD%9E-inoda-coffe
http://rita03151111.pixnet.net/blog/post/343430306-%E3%80%90%E4%BA%AC%E9%83%BD%EF%BD%9C%E6%97%A9%E9%A4%90%E3%80%91%E4%BA%AC%E9%83%BD%E6%9C%80%E6%AD%A3%E9%BB%9E%E7%9A%84%E6%97%A9%E9%A4%90%EF%BD%9E-inoda-coff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B1%E6%9C%AC%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1%B1%E7%AB%99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9%B8%E6%9C%AC%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4%BA%95%E7%AB%99_(%E7%A6%8F%E4%BA%9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BE%A4%E7%AB%99


A 琵琶湖線 特急 大津、草津、米原方向  

C 草津線 大津、草津、貴生川、柘植方向  

B 湖西線 堅田、近江今津方向  
2、3 

A 琵琶湖線 大津、草津、米原方向 部分於0號月台開出 

4、5 A JR京都線 高槻、大阪、三之宮方向 部分於6、7號月台開出 

6、7 W 紀國線 特急 白濱、新宮方向  

智頭急行線 特急 鳥取、倉吉方向  

A JR京都線 特急 新大阪、大阪方向  

S 關西機場線 特急 關西機場方向 米原、草津方向開出的直

通列車 

8 - 10 D 奈良線 宇治、奈良方向  

30 S 關西機場線 特急 關西機場方向 此站始發的列車 

31 E 嵯峨野線 特急 福知山、城崎溫泉、東舞鶴、天橋立方向 部分於30號月台開出 

32、33 E 嵯峨野線 龜岡、園部、福知山方向 部分於31號月台開出 

34 （京都為止） 下車專用月台 

JR東海 新幹線月台 

月台 路線 目的地 

11、12  東海道新幹線 名古屋、東京方向 

13、14 新大阪、博多方向 

 
上午9:25 - 上午11:30 (2 小時 5 分) 橋立 1特急 直達 
上午10:25 - 下午12:34 (2 小時 9 分) 橋立 3特急 直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B5%E7%90%B6%E6%B9%96%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4%A5%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9%E6%B4%A5%E7%AB%99_(%E6%BB%8B%E8%B3%8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E%9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9%E6%B4%A5%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B4%E7%94%9F%E5%B7%9D%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98%E6%A4%8D%E7%A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8%A5%BF%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0%85%E7%94%B0%E7%A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F%91%E6%B1%9F%E4%BB%8A%E6%B4%A5%E7%A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B5%E7%90%B6%E6%B9%96%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JR%E4%BA%AC%E9%83%BD%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A7%B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9%8B%E5%AE%A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0%E5%9C%8B%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6%BF%B1%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AE%AE%E7%AB%99_(%E6%97%A5%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9%A0%AD%E7%B7%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A5%E5%8F%96%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89%E5%90%89%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JR%E4%BA%AC%E9%83%BD%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4%A7%E9%98%A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8%A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6%A9%9F%E5%A0%B4%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6%A9%9F%E5%A0%B4%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8%89%AF%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7%E6%B2%BB%E7%AB%99_(JR%E8%A5%BF%E6%97%A5%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8%89%A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6%A9%9F%E5%A0%B4%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5%AF%E5%B3%A8%E9%87%8E%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7%9F%A5%E5%B1%B1%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4%8E%E6%BA%AB%E6%B3%89%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8%88%9E%E9%B6%B4%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A9%8B%E7%AB%8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5%AF%E5%B3%A8%E9%87%8E%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C%E5%B2%A1%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2%E9%83%A8%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7%9F%A5%E5%B1%B1%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9%81%93%E6%96%B0%E5%B9%B9%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D%E5%8F%A4%E5%B1%8B%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4%A7%E9%98%AA%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4%9A%E7%AB%99


上午8:36  30號月台- 上午11:16 (2 小時 40 分) 城崎 3特急 福知山 10:17 丹後青松 1快速天橋

立  
 
JR福知山站月台(JR3月台)下車(這是3F)下樓梯到2F後往右，穿過京都丹後鐵道的月台出入口

後，再上樓梯至3F第1月台搭車 
 
起點：天橋立車站 日本 
終點：西舞鶴車站 日本 
下午4:19 (星期二) 天橋立車站 - 下午5:00 西舞鶴車站(41 分) 
 
起點：西舞鶴車站 日本 
終點：京都車站 日本 Kyoto Prefecture, Kyoto, Shimogyo 
下午5:09 西舞鶴車站 - 17:30 綾部車站 
17:59 綾部車站 ->  京都車站 下午7:08 (1 小時 59 分) 
 
下午5:07 天橋立車站- 下午5:55 西舞鶴車站(48 分) 
 
上午8:10 (星期二) - 上午8:49 (39 分) 西舞鶴車站→丹鐵宮舞、宮豐線 丹後青松 2快速福知山 
 
上午8:36 (星期二) 京都車站- 上午10:03 西舞鶴車站(1 小時 27 分) 舞鶴 1特急東舞鶴  
上午10:37 (星期二)西舞鶴車站 - 上午11:23 天橋立車站(46 分) 
http://trains.willer.co.jp/pdf/2018/miyamai-kudari20181001.pdf 
 
http://trains.willer.co.jp/pdf/2018/miyafuku-nobori20181001a.pdf 
 
 
起點：京都車站 日本 Kyoto Prefecture, Kyoto, Shimogyo Ward, Higashishiokoji 
Kamadonocho 
終點：西舞鶴車站 日本 
上午7:32 (星期二) 京都車站 → 08：38綾部車站 （城崎 1特急城崎溫泉） 
08：51 綾部車站→ 上午9:13 (1 小時 41 分) 西舞鶴車站 
09：37 西舞鶴車站 → 10：15 天橋立車站 
 
 
 
起點：西舞鶴車站 日本 
終點：天橋立車站 日本 
上午8:39 (星期二) 西舞鶴車站 - 上午9:20 天橋立車站 (41 分) 
 
 
下午2：00 丹後青松 天橋立→福知山 14：56,15：43→京都→京都17：07 
下午2:55 (星期四) - 下午5:07 (2 小時 12 分)  火車橋立 
下午3:31 (星期四) - 下午6:08 (2 小時 37 分) 天橋立→京都 丹後赤松 4各停西舞鶴 （須預

約） 16：33舞鶴 12特急京都 
下午6:05 (星期四) - 下午8:21 (2 小時 16 分) 橋立 8特急京都  
 

http://trains.willer.co.jp/pdf/2018/miyamai-kudari20181001.pdf
http://trains.willer.co.jp/pdf/2018/miyafuku-nobori20181001a.pdf


http://www.amanohashidate.jp/lang/en/wp-content/uploads/2015/02/%E5%A4%A9%E6%A9
%8B%E7%AB%8BMAP-%E7%B9%81%E4%BD%93%E5%AD%97.pdf 
 
午餐： 
京都必遊(11)傘松公園、天橋立隱藏版美食あさり丼 
http://wenyen30.pixnet.net/blog/post/223461730-%E4%BA%AC%E9%83%BD%E5%BF%8
5%E9%81%8A%2811%29%E5%82%98%E6%9D%BE%E5%85%AC%E5%9C%92%E3%8
0%81%E5%A4%A9%E6%A9%8B%E7%AB%8B%E9%9A%B1%E8%97%8F%E7%89%88
%E7%BE%8E%E9%A3%9F%E3%81%82 
 
橋立 くじから拉麵 
電話：+81-772-22-2334 
地址：京都府宮津市文珠640-41 
官網：http://kujikara.net 
營業時間：平日11:00〜14:00／17:00〜24:00星期六日 11:00〜24:00（星期三公

休）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kujikara-amanohashidate 
 

http://www.amanohashidate.jp/lang/en/wp-content/uploads/2015/02/%E5%A4%A9%E6%A9%8B%E7%AB%8BMAP-%E7%B9%81%E4%BD%93%E5%AD%97.pdf
http://www.amanohashidate.jp/lang/en/wp-content/uploads/2015/02/%E5%A4%A9%E6%A9%8B%E7%AB%8BMAP-%E7%B9%81%E4%BD%93%E5%AD%97.pdf
http://wenyen30.pixnet.net/blog/post/223461730-%E4%BA%AC%E9%83%BD%E5%BF%85%E9%81%8A%2811%29%E5%82%98%E6%9D%BE%E5%85%AC%E5%9C%92%E3%80%81%E5%A4%A9%E6%A9%8B%E7%AB%8B%E9%9A%B1%E8%97%8F%E7%89%88%E7%BE%8E%E9%A3%9F%E3%81%82
http://wenyen30.pixnet.net/blog/post/223461730-%E4%BA%AC%E9%83%BD%E5%BF%85%E9%81%8A%2811%29%E5%82%98%E6%9D%BE%E5%85%AC%E5%9C%92%E3%80%81%E5%A4%A9%E6%A9%8B%E7%AB%8B%E9%9A%B1%E8%97%8F%E7%89%88%E7%BE%8E%E9%A3%9F%E3%81%82
http://wenyen30.pixnet.net/blog/post/223461730-%E4%BA%AC%E9%83%BD%E5%BF%85%E9%81%8A%2811%29%E5%82%98%E6%9D%BE%E5%85%AC%E5%9C%92%E3%80%81%E5%A4%A9%E6%A9%8B%E7%AB%8B%E9%9A%B1%E8%97%8F%E7%89%88%E7%BE%8E%E9%A3%9F%E3%81%82
http://wenyen30.pixnet.net/blog/post/223461730-%E4%BA%AC%E9%83%BD%E5%BF%85%E9%81%8A%2811%29%E5%82%98%E6%9D%BE%E5%85%AC%E5%9C%92%E3%80%81%E5%A4%A9%E6%A9%8B%E7%AB%8B%E9%9A%B1%E8%97%8F%E7%89%88%E7%BE%8E%E9%A3%9F%E3%81%82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kujikara-amanohashidate


 
 



 
 
3/1 
早餐 
京都志津屋 京阪樟葉店 
營業時間：8:00~21:00 
日本〒573-1121 Osaka Prefecture, Hirakata, Kuzuhahanazonocho, 14−１ 京阪くずは駅ビ

ル内 
〒573-1121 大阪府枚方市楠葉花園町１４−１ 京阪くずは駅ビル内 
 
樟葉站到東福寺 
★上午7:10 (星期五) - 上午7:45 (35 分) 
上午7:22 (星期五) - 上午7:54 (32 分) 
上午8:00 (星期五) - 上午8:35 (35 分) 準急 
★上午8:04 (星期五) - 上午8:35 (31 分) 特急 丹波橋 轉準急 
上午8:11 (星期五) - 上午8:43 (32 分) 特急 丹波橋 轉準急 
 
東福寺到京都站 
★上午7:55 (星期五) - 上午7:58 (3 分) 
上午8:00 (星期五) - 上午8:03 (3 分) 
★上午9:00 (星期五) - 上午9:02 (2 分) 
上午9:14 (星期五) - 上午9:16 (2 分) 
 
 
京都站到嵯峨駅 



★上午8:10 (星期三) - 上午8:27 (17 分) 
上午8:28 (星期三) - 上午8:45 (17 分) 
上午8:41 (星期三) - 上午8:57 (16 分) 
★上午9:33 (星期五) - 上午9:48 (15 分) 
上午9:51 (星期五) - 上午10:07 (16 分) 
 
トロッコ嵯峨駅09:01発 
トロッコ嵯峨駅10:01発 
トロッコ嵯峨駅11:01発 
 
http://www.kyobasha.jp/chinese/ 

 
馬車會停在觀光台車龜岡站前面 
請享受美麗風景和馬車上的悠閒時光 
到保津川的碼頭（單程） 
9:35 10:35 11:35 
12:35 13:35 
14:35 15:35 
 

到保津川的碼頭 周遊  

大人 1,000元日幣 

500元日幣 

http://www.kyobasha.jp/chinese/


兒童 

(4?到12?) 
500元日幣 

所需時間 大約25分鐘 大約15分鐘 

3歳以下的兒童全都免費。 

 

 

 
 

冬季席地而坐式暖氣船 



12月10日～3月9日※12月29日～1月4日 全天停船 

定期船 10：00／11：30／13：00／14：30 

包租船 随時出船 

 

乘船價格 
期非包租船 成人4100日圓  兒童2700日圓(4歲~12歲) 

包租船 一艘船可乘坐17人   82,000日圓 

團體優惠 ・成人35名〜99名優惠5% 

・100名以上優惠10% 

・修學旅行生可享受特別團體優惠（35名以上3300日圓） 

 
3/2(六）自由行程或是shopping 
 
 
3/3(日）京阪電気鉄道預估：¥750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Church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Hirakata Ward 
Osaka Japan Stake 
15-17, Asahigaoka-Cho HIRAKATA, 573-0000 Japan 
星期日 10:00 am 先舉行聖餐聚會 
主教 Murata 
 
15-17 Asahigaokacho, Hirakata, Osaka Prefecture 573-0026日本 
 
樟葉→枚方市 京阪電気鉄道 ¥210 來回420，上午9:26 (星期日) - 上午9:47 (21 分) 
枚方市→樟葉，下午12:16 (星期日) - 下午12:23 (7 分) 
樟葉-→門真市 ¥330，估10分鐘轉乘，下午12:38 (星期日) - 下午1:12 (34 分) 
門真市→大阪國際機場  ¥550 下午1:22 (星期日) - 下午1:59 (37 分) 
 
 



 
航班編號：JL2209 
登機日：03/03 
訂位編號：JDYROF 
起訖時間：15:15~16:25 
大阪機場北航廈  
請盡量確保充裕時間，至少在出發前的30〜40分鐘到達機場。 
 
15：00 班機到仙台 
伊丹機場 
「京都銘菓 おたべ」生八橋 

 
 
赤福餅 



 
 
LA‧LA‧LA 核桃 



 
 
蓬莱本館 豬肉包 
 
元祖大阪 日式醬子丸子 



 
 
3/3 仙台 
 

從國內航線到達口到仙台機場站的專線 

●  
● 進入1樓國內航線到達大廳後，請向便利店方向行進。 



●   

● 從便利店前右轉，乘前面的自動扶梯上到2樓。 

●   



●   

● 乘自動扶梯上到2樓，就是去往仙台機場站的聯絡橋。走過聯絡橋到達車站檢票口只

需步行2分鐘左右。 

●   

晚餐： 
■ 店名：牛舌炭燒 利久 仙台車站店 
■ 電話：022-214-3255 
■ 地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中央1-1-1仙台車站3F牛舌通 
■ 營業時間：10:00 - 22:30 
■ official site https://www.rikyu-gyutan.co.jp/ 
 
■ 店名：ずんだ茶寮 / Zunda茶寮 
■ 電話：022-265-7001 

https://www.rikyu-gyutan.co.jp/


■ 地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中央1-1-1 ESUBARU仙台店B1（or 3F) 
■ 營業時間：10:00～20:30 
■ official site http://zundasaryo.com/ 
 
■ 店名：阿部蒲鉾店 ESUBARU仙台店 
■ 電話：022-267-4031 
■ 地址：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中央1−1−1 
■ 營業時間：10:00～20:30 
 
refer: 
大阪關西機場 - 京都 
時刻表： 
http://www.kate.co.jp/tcn/timetable/detail/KY 

 
 
 

使用

地區 
HARUKA使

用區間 

ICOCA & 
HARUKA 

(ICOCA卡＋HARUKA折

扣券) 

HARUKA折扣券 

（僅限於持有ICOCA卡） 

單程 來回 單程 來回 

大阪 

梅田 

難波 

關西機場--天
王寺 

3,100
日圓 

4,200
日圓 

1,100日
圓* 

2,200日
圓* 

關西機場--新
大阪 

3,300
日圓 

4,600
日圓 

1,300日
圓* 

2,600日
圓* 

京都 

嵯峨嵐

山 

關西機場--京
都 

3,600
日圓 

5,200
日圓 

1,600日
圓* 

3,200日
圓* 

http://zundasaryo.com/


 
新大阪->廣島 新幹線 10640 
廣島->京都 新幹線 11610 
 
京都限定： 

[東京車站必買] Press Butter Sand 焦糖奶油夾心餅 @ 大人氣排隊零食 

PRESS BUTTER SAND 京都駅店 
電話：+81-120-319-235 
地址：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塩小路下ル東塩小路町（京都車站西口2F 南北通路） 
官網：https://buttersand.com/ 
營業時間：08:30-21:00 
Google Map：https://goo.gl/maps/hvQdtybJ4YK2 

 
 
 
 
業務超市 
日本〒980-0811 Miyagi-ken, Sendai-shi, Aoba-ku, Ichibanchō, 4 Chome−9−１８ TICビル

B1F 
〒980-0811 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一番町４丁目９−１８ TICビルB1F 
星期日 10:00–22:00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buttersand-tokyo
https://goo.gl/maps/hvQdtybJ4YK2


 
2019/03/04 仙台 
 
乘坐JR仙石線從仙台車站至松島海岸車站約25分鐘。 
 
早餐 
Bikini Tapa+ 
日本〒980-0021 Miyagi Prefecture, Sendai, Aoba Ward, Central, 1 Chome−1−1 エスパル仙

台東館 
〒980-0021 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中央１丁目１−1 エスパル仙台東館 
營業時間：週一 – 週日 7:30 – 23:00（11:00 前是早餐、11:00 – 15:00 是午餐、 17:00 – 
23:00 是晚餐） 
早餐平均價位：450 日圓 – 800 日圓 
交通：仙台站東口出來左轉就會看到（最角落那間） 
http://immian.com/bikini-tapa/ 
 
HUMMING MEAL MARKET COFFEE & BAR 
日本〒980-0021 Miyagi Prefecture, Sendai, Aoba Ward, Central, 1 Chome−1−1 エスパル仙

台東館 
〒980-0021 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中央１丁目１−1 エスパル仙台東館 
仙台車站東西自由通道的東口入口處照片，照片左下沒拍到的就是麵包超人的石像。若是從

東口進入，會在右手邊看到HUMMING MEAL MARKET COFFEE & BAR。 
星期一 07:30–23:00 
MINORI CAFE 
〒983-0852, 1 Chome-1-1 Tsutsujigaoka, Miyagino Ward, Sendai, Miyagi Prefecture 
983-0852日本 
〒983-0852, １丁目-１-1 榴岡 宮城野区 仙台市 宮城県 983-0852 
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中央1-1-1 エスパル仙台本館 2F  （JR仙台通往東口方向的走廊上） 
營業時間：7:30～21:00 
http://www.foodtigertw.com/blog/post/47360589-%E3%80%90%E6%97%A5%E6%9C%AC-
%E6%9D%B1%E5%8C%97-%E4%BB%99%E5%8F%B0%E7%BE%8E%E9%A3%9F%E3
%80%91jr%E4%BB%99%E5%8F%B0%E9%A7%85%E5%BA%97%E6%8E%A8%E8%96
%A6%E4%BE%BF%E5%AE%9C 
 
 
仙台朝市 
仙台市青葉區中央4丁目 
官網：http://www.sendaiasaichi.com/ 
地圖：https://goo.gl/3JshGV 
 
仙台限定：海鷗蛋、三色煎餅、牛舌仙貝&ゆべし、豆大褔 
菓匠三全　廣瀨通大町本店 
 仙台市青葉區大町2-14-18 
 022-263-3000 
 7:00～20:00 
 全年無休 
 http://www.sanzen.co.jp/index.html 
 

http://immian.com/bikini-tapa/
http://www.foodtigertw.com/blog/post/47360589-%E3%80%90%E6%97%A5%E6%9C%AC-%E6%9D%B1%E5%8C%97-%E4%BB%99%E5%8F%B0%E7%BE%8E%E9%A3%9F%E3%80%91jr%E4%BB%99%E5%8F%B0%E9%A7%85%E5%BA%97%E6%8E%A8%E8%96%A6%E4%BE%BF%E5%AE%9C
http://www.foodtigertw.com/blog/post/47360589-%E3%80%90%E6%97%A5%E6%9C%AC-%E6%9D%B1%E5%8C%97-%E4%BB%99%E5%8F%B0%E7%BE%8E%E9%A3%9F%E3%80%91jr%E4%BB%99%E5%8F%B0%E9%A7%85%E5%BA%97%E6%8E%A8%E8%96%A6%E4%BE%BF%E5%AE%9C
http://www.foodtigertw.com/blog/post/47360589-%E3%80%90%E6%97%A5%E6%9C%AC-%E6%9D%B1%E5%8C%97-%E4%BB%99%E5%8F%B0%E7%BE%8E%E9%A3%9F%E3%80%91jr%E4%BB%99%E5%8F%B0%E9%A7%85%E5%BA%97%E6%8E%A8%E8%96%A6%E4%BE%BF%E5%AE%9C
http://www.foodtigertw.com/blog/post/47360589-%E3%80%90%E6%97%A5%E6%9C%AC-%E6%9D%B1%E5%8C%97-%E4%BB%99%E5%8F%B0%E7%BE%8E%E9%A3%9F%E3%80%91jr%E4%BB%99%E5%8F%B0%E9%A7%85%E5%BA%97%E6%8E%A8%E8%96%A6%E4%BE%BF%E5%AE%9C


茶屋井田 喜久水庵 一番町本店 
 仙台市青葉區一番町3丁目8-11 
 022-261-1351 
 10:00～19:30 
 元旦休息 
 http://www.ocha-igeta.co.jp/top.html 
 
 
藤屋千舟 本店 
 仙台市青葉區中央4-7-18 
 022-222-5305 
 8:00～19:00 
 元旦休息 
 地下鐵 五橋車站北4出口 徒步7分／JR仙台車站西口 徒步11分 
 http://www.fujiya-senshu.co.jp/index.html 
 
 
2019/03/05 仙台 
 
仙台到機場， 
13：37電車～13:54 
下午2:16 (星期二) - 下午2:40 (24 分) 
15:05 到機場 
17：05（仙台）～20：20（台北） 

 
 



lJCB日本刷卡抽獎樂！ 
http://www.jcb.tw/campaign/lucky_draw.html#anc02 
活動期間内，凡於日本國内實體商家使用JCB卡消費滿20,000日圓（含稅）。 
持本人之實體JCB卡及該卡之消費簽單親至指定抽獎地點。 
參加遊戲後即可獲得相對應之贈品。 
活動期間内不限參加抽獎次數，單張消費簽單最高限抽10次。 
例：單張100萬日圓消費簽單最多僅可抽獎10次。 
 
JCB PLAZA Kyoto 
 
【位置】京都站大樓2樓京都劇場入口對面 
從JR 京都站的路徑指南 
（1）請使用JR京都站中央出口出站。 
（2）出站請向右。 
（3）沿指向京都劇場的紅色地毯朝京都劇場方面直行。 
（4）使用樓梯或手扶梯至2樓京都劇場。 
（5）進入京都劇場後，右側即為JCB PLAZA Kyoto。 

 
 
 
【活動受理時間】10：00AM～5：30PM（日本時間） 
 
【公休日】全年無休 
 
JCB PLAZA Kyoto 
陸奧觀光指南 TOHOKU TOURIST INFORMATION 
 
【地址】宮城縣名取市下增田字南原 仙台機場航廈 1樓 
 
【活動受理時間】 9：00AM～9：00PM（日本時間） 
 
【公休日】全年無休 

http://www.jcb.tw/campaign/lucky_draw.html#anc02


 
陸奧觀光指南 TOHOKU TOURIST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