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西日本

2018 年 9 月 21 日

「關西招攬外國旅客觀光復興計劃」中，JR 西日本的努力
關西機場線因 2018 年 9 月的燕子颱風造成的災害而暫停行駛，自 9 月 18 日（二）首班列
車起，恢復行駛。
JR 西日本也參與策劃這次配合關西國際機場的正式恢復營運而舉辦的「關西招攬外國旅客
觀光復興計劃」，致力於在車站和列車內接待來自國外的旅客，以及在國外發送關西的資訊。
透過下列努力，提升外國旅客前往關西的觀光需求。
（１）於關西機場站贈送迎賓飲料兌換券
・以使用本公司販售的訪日旅客專用商品的旅客為對象
・前 10,000 名（一人僅限 1 次）
・自 9 月 21 日（五）起，於 JR 西日本的關西機場站驗票口內的櫃檯，贈送兌換券
・於 7-Eleven、Kiosk JR 關西機場 3 號月台店（株式會社 JR 西日本 DAILY SERVICE NET 營運）
，
兌換兌換券上記載的飲料

（２）免費提供從關西機場站至京都的空手觀光服務
・免費從關西機場站寄送行李至京都站或京都市內的住宿設施
（株式會社 JR 西日本 MARUNIX 營運）
・前 2,000 名（但於 10 月底結束）
・每人免費寄送 1 件
・自 9 月 21 日（五）起，於 JR 西日本的關西機場站驗票口內的櫃檯（Crosta 關西機場）接受託運
（請出示本公司販售的訪日旅客專用商品的車票）
・下午 2 點之前託運的行李，於當天晚上 8 點半之後，在京都市內飯店交付，或於晚上 6 點～8 點，
在京都站交付

（３）於關西機場站，設置 Hello Kitty 新幹線迎賓牌
・自 9 月 21 日（五）起，設置於 JR 西日本的關西機場站驗票口內

（４）贈送「Hello Kitty 商品」等，給搭乘特快 HARUKA 號的旅客
・前 25,000 名（一人僅限 1 件）
・自 9 月 21 日（五）起，於 JR 西日本的關西機場站驗票口內的櫃檯（Crosta 關西機場）分發
（請出示特快 HARUKA 號的特急券或訪日旅客專用商品的車票）
・贈送原創 Hello Kitty 透明夾（限量 10,000 個）或筆記本 3 本一套
（限量 15,000 套）
※依庫存狀況而定，可能無法挑選。

（５）從經常使用關西機場的東亞國家，邀請媒體，發送資訊
・預定邀請韓國、中國、台灣、香港的媒體（11 月準備就緒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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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關西圈的 JR 西日本酒店集團的優惠服務
・使用「JR 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的旅客（一人僅限 1 次）
・10 月 1 日（一）～10 月 31 日（三）
・適用飯店及優惠內容
京都格蘭比亞大酒店 ：於直營餐廳消費時，贈送一杯飲料
大阪格蘭比亞大酒店 ：於直營餐廳消費時，贈送一杯飲料
和歌山格蘭比亞大酒店 ：於直營餐廳消費時，贈送一杯飲料
大阪比偲奇酒店
：於直營餐廳消費時，贈送一杯飲料
尼崎比偲奇酒店
：於直營餐廳消費時，贈送一杯飲料
住宿時，贈送點心
奈良酒店
：住宿時，贈送迎賓飲料

（７）贈送原創贈品給前往大阪站的旅客
・使用「JR 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的旅客
・10 月 1 日（一）之後，前 1,500 名（一人僅限 1 件）
・於大阪車站城服務處（大阪站 3F 南北聯絡橋），贈送原創透明夾

（８）提供優惠給搭乘「特快 HARUKA 號」前往京都站的旅客
・於京都站周邊的百貨公司、商業設施，提供出示智慧型手機等的畫面，即可輕易使用的特典（預
定於 10 月準備好之後實施）
・提供特典設施（預定）
JR 京都伊勢丹
京都站前地下街 Porta
京都站大樓專賣店街 The CUBE
京都拉麵小路、和食小路
京都格蘭比亞大酒店

（９）於京都站周邊的百貨公司及商業設施，提供特典給使用「支付寶」的旅客
・分發能夠用於商店等的特典折價券給於京都站周邊的百貨公司及商業設施，使用「支付寶」結帳
的旅客（預定 10 月準備好之後實施）
・提供特典設施（預定）
JR 京都伊勢丹
京都站前地下街 Porta
京都站大樓專賣店街 The CUBE

JR 西日本集團於酒店和車站的購物中心等，提供特典給使用「JR 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的旅
客。（請參閱附錄「特典概要」

（附錄）

【關西機場站驗票口內櫃檯】

【Crosta 關西機場】
株式會社 JR 西日本 MARUNIX 營運
、 點
營業時間：8 點～20
➣分發迎賓飲料兌換券
➣受理空手觀光服務
➣分發 Hello Kitty 商品

【Hello Kitty 新幹線迎賓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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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特典概要

JR西日本集团「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特典示例（2018年度）
地區

使用條件

設施名稱

特典內容

大阪車站城
LUCUA/LUCUA1100
大丸梅田店
出示大阪車站城特典專用網站
特典折價券頁面

Umaimono Plaza

提供折扣或贈品，作為特典
特典依設施而有所不同，特典的詳細內容請瀏覽專用網站
http://osakastationcity.com/coupon/en/

ALBi
crost
大阪EKI MARCHÉ
大
阪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大阪格蘭比亞大酒店

館內餐廳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
※早餐、外帶、壽司 壽司萬除外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大阪比偲奇酒店

義式餐廳「Verde Cassa」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註）Drip-X-Cafe不適用折扣。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天王寺MIO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尼崎比偲奇酒店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京都站大樓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贈送日本手帕
地點：京都站大樓2F服務處（10:00am-7:00pm）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京都伊勢丹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商品價格可享95折優惠
※食品、餐廳除外
※僅限於使用日圓（現金）、銀聯卡者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京都格蘭比亞大酒店

奈
良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奈良酒店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餐館「三笠」、日本料理「花菊」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早餐不適用折扣
※1張周遊券，最多2人能適用折扣

和
歌
山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和歌山格蘭比亞大酒店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飯店咖啡館「PASSWORD」、日本料理「毬」、自助式餐廳
「μ」（3間店鋪）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京
都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岡
山

凡於本館3F或廣場館2F服務區，出示館內的消費收據，即贈送手帕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
館內餐廳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適用店鋪/露台餐廳「WEST RIVER cafe」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館內餐廳的餐飲費可享95折優惠

SUN STATION TERRACE岡山 於SUN STATION TERRAC館購物，所有商品可享9折優惠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岡山格蘭比亞大酒店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館內餐廳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無法和其他折扣併用

廣
島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廣島格蘭比亞大酒店

持有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者，主酒吧「May Flower」的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購買瓶裝酒除外
※1張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最多能夠2人使用

所本
區有公
地司

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JR西日本汽車租賃業

租車價格可享9折優惠
使用出租自行車免費

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特典的詳細內容，能夠於專用網站確認。
http://www.westjr.co.jp/global/en/ticket/pass/benefits/ （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