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西日本能夠不限次數搭乘的車票「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充滿優惠！
凡於適用設施出示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即可當場享各種優惠。
●欲享受優惠服務時，請務必在使用服務之前，或是入場、乘車之前出示指定的「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在使用服務之前，或是入場、乘車之前若未出
示將無法享受優惠服務。●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預約或詢問時，請務必告知「要使用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的優惠服務」。●註明【需預約】的服務，請
務必於事前先行預約。若未預約將無法使用服務或乘車。●未特別註明者，每1張周游券於周游券的有效期限內限1人使用1次（僅限周游券乘客使用）。●
優惠服務的內容有可能因各設施的實際狀況而有所變更或停止服務。●本網站載內容為2018年3月的資料。

大阪地區（大阪府）
大阪城天守閣

門票折扣600日圓→54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購買門票時出示周遊券 ※無法與其他折扣併用

與落語家同遊/難波探險觀光船

大人船票折50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部分日期除外

HARUKAS 300（觀景台）

門票可享9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可能因特別活動等而無法使用

大阪市立美術館

門票（基本費用）【一般大人：300日圓→150日圓、大學生・高中生：200日圓→100日
圓】折扣（需出示學生證）
※折扣適用於平常展示 ※特別展覽、特別陳列等的費用另外訂定
※展示內容可能有所變更。折扣不適用於特定的日期

梅田藍天大廈、空中庭園展望台

門票可享9折優惠

觀光船 AQUALINER

AQUALINER周遊行程（約60分鐘）可享8折優惠
※無法與區間折扣併用 ※折扣僅能使用一次

大阪格蘭比亞大酒店

酒店內餐廳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部分商品除外 ※無法用於早餐、外帶、壽司屋 Sushiman

京都、天橋立地區（京都府）
京都鐵道博物館

門票可享9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京都和服出租體驗 夢館

和服、浴衣出租方案可享9折優惠，並贈送夢館精美原創小禮品
※加選項目不適用

京都水族館

各種票券可享9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嵐山岩田山猴子公園

門票折扣（大人折100日圓、兒童折50日圓）

京都傳統產業交流館

免費玩1次扭蛋，有機會獲得傳統工藝品的紀念品
※出示周遊券，一人僅限一次

東映太秦映畫村

門票折扣（大人2,200日圓→2,000日圓、國中・高中生1,300日圓→1,200日圓 3歲～小學生
1,100日圓→1,00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京都定期觀光巴士

特別優惠價格（每1位遊客優惠300日圓）
請於售票處出示周遊券，1張周遊券僅限1人使用。

JR京都伊勢丹

商品費用可享95折優惠
※食品、餐廳除外
※僅限於以日圓（現金）、銀聯卡購買

京都格蘭比亞大酒店

酒店內餐廳餐飲費可享95折優惠

美山 茅草屋之鄉

「河鹿莊」純泡湯價格500日圓→400日圓

天橋立View Land

纜車、單軌電車往返聯票折扣（大人850日圓→700日圓 兒童450日圓→350日圓）
※1張周遊券最多能夠5人使用

丹後海陸交通

①天橋立觀光船（往返）與天橋立鋼索鐵道（往返）聯票
大人1,500日圓→1,300日圓 （兒童）750日圓→650日圓
②伊根天橋立周遊券 大人2,460日圓→2,200日圓

※ 有效期限：2018/4/1 - 2019/3/31

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推薦景點&優惠手冊
神戶、姬路、城崎溫泉地區（兵庫縣）
神戶港塔

門票大人折100日圓、小學・國中生折50日圓（大人700日圓→600日圓、小學・國中生300
日圓→250日圓）
※與神戶海洋博物館/川崎世界的聯票除外 ※無法與其他折扣併用

風見雞館

門票可享9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HOPINN] AMING酒店

酒店內餐廳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神戶海洋博物館/川崎世界

門票大人折100日圓、小學・國中生折50日圓（大人600日圓→500日圓、小學・國中生250
日圓→200日圓）
※與神戶港塔的聯票除外 ※無法與其他折扣併用

世界文化遺產 姬路城

門票可享8折優惠
※無法與其他折扣或服務併用

姬路城西御屋敷遺跡庭園 好古園

門票可享8折優惠（大人300日圓→240日圓、小學・國中生150日圓→120日圓）
※無法與其他折扣或服務併用

出租自行車（城崎溫泉旅館協同組合）

出租自行車租借2小時，一般車款（400日圓）、電動・運動車款（500日圓）折50日圓
但延長費用為一般價格 ※僅限於持有周遊券者能夠使用

SOZORO Kinosaki Onsen Tourist Information
（城崎溫泉觀光資訊中心SOZORO）

・豐岡市內路線巴士1日券「Zentan Green Pass」以一般大人500日圓→450圓的價格提供
・凡於SOZORO報名體驗行程，即贈送精美小禮

出石永樂館

大人300日圓、學生200日圓（國中･小學生以下免費）→大人240日圓、學生160日圓 ※有
團體折扣

出石觀光協會

和服出租可享9折優惠

情報館 天空之城

贈送竹田城遺跡手巾

奈良地區（奈良縣）
奈良交通路線巴士

奈良交通路線巴士1日券可享9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奈良酒店

酒店內餐廳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早餐無法使用
※1張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最多能夠2人使用

伊賀上野地區（三重縣）
伊賀流忍者博物館

門票折扣（大人：756日圓 → 594日圓 兒童：432日圓 → 324日圓）
※ 忍術表演秀需另外支付費用 ※1張周遊券1次最多能夠4人使用

熊野高野、白濱地區（和歌山縣）
和歌山城

・和歌山城天守閣門票 大人410日圓→300日圓、兒童200日圓→15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門票為和歌山歷史館聯票，亦可進入和歌山歷史館
・於名產中心購買名產，可享95折優惠。
・於和歌山城觀光導覽所，贈送吉宗君禮品

和歌山格蘭比亞大酒店

大廳咖啡廳「PASSWORD」、日本料理「毬」、自助餐廳DINNING「M」餐飲費可享9折優
惠

串本海中公園

串本海中公園門票 1800日圓 → 1440日圓
海中公園餐廳餐飲費 可享9折優惠 贈送海龜的飼料（價值200日圓）

※ 有效期限：2018/4/1 - 2019/3/31

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推薦景點&優惠手冊
黑部、立山地區（富山縣）
Waku Liner

「Waku Liner周遊券」可享8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相倉民俗館/相倉傳統產業館

一般門票適用團體折扣價格 （350日圓 → 260日圓）

五箇山民俗館/鹽硝館

一般門票適用團體折扣價格 （300日圓 → 240日圓）

世界遺產巴士

所有的世界遺產巴士周遊券可享8折優惠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金澤地區（石川縣）
金澤KATANI

「貼金箔體驗」可享9折優惠

心結和服出租金澤站前店

一日觀光和服出租 可享9折優惠

城下町金澤周遊巴士

北鐵巴士1日券 500日圓 → 450日圓

金澤出發三星街道巴士

單程行程、往返行程皆可享8折優惠

敦賀、東尋坊地區（福井縣）
福井縣恐龍博物館

門票 720日圓→62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東尋坊遊覽船

船票 大人：折200日圓 兒童：折10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京福巴士

「東尋坊2日周遊券」、「東尋坊、永平寺2日周遊券」可享8折優惠

Relaport

門票可享5折優惠（大人1000日圓／兒童500日圓 → 大人500日圓／兒童250日圓）

日本海魚街

餐飲聯票（500日圓券3張）可享8折優惠

Gurruto敦賀周遊巴士

Gurruto敦賀周遊巴士1日券 大人、兒童可享8折優惠
（大人500日圓→400日圓、兒童250日圓→200日圓）

養浩館庭園

①門票210日圓→160日圓、②與福井市立鄉土歷史博物館的聯票340日圓→250日圓
※聯票能夠於福井市立鄉土歷史博物館購買。

敦賀紅磚倉庫

①贈送原創便條紙
②立體模型館的門票可享8折優惠（大人400日圓／兒童200日圓 → 大人320日圓／兒童
160日圓）

越前鐵道

1日券1000日圓→900日圓

※ 有效期限：2018/4/1 - 2019/3/31

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推薦景點&優惠手冊
岡山、倉敷地區（岡山縣）
岡山城

天守閣門票可享8折優惠 (大人：300日圓→240日圓)(兒童：120日圓→100日圓)
※出示周遊券，一人僅限一次

岡山一番街、SUN STATION TERRACE岡山

於SUN STATION TERRACE館購物，所有商品可享9折優惠

千光寺空中纜車

大人單程 320日圓→280日圓、大人往返 500日圓→450日圓

唐吉訶德岡山站前店

可享免稅8％＋5000日圓以上折200日圓、10000以上折500日圓、30000日圓以上折2000日圓
＋贈送特別禮品（優惠內容僅限於中國、四國地區店舖）

岡山後樂園

門票可享8折優惠 大人：400日圓→32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MITSUI OUTLET PARK 倉敷

贈送能夠於館內約50間店舖使用的「特別折價券」，以及購買5,000日圓以上，能夠於結帳
時使用的購物券（價值500日圓）
※1張周遊券僅限1人使用
※1人僅限1次
※兌換僅限於營業時間內。
※營業時間請確認設施網頁。

桃太郎機關博物館

門票 折100日圓
※幼童（5歲以上）不適用折扣 ※憑1張周遊券，整個體團可享折扣優惠。

橘香堂 美觀地區店

倉敷知名糕點「群雀餅」手工製作體驗 可享9折優惠
一般尺寸 3個 600日圓→540日圓
大尺寸 1個（內包白糯米糰）1,200日圓→1,080日圓

倉敷和服小町

贈送原創丹寧杯墊
（依使用方案的價格，贈送400日圓～600日圓左右的丹寧杯墊）

岡山格蘭比亞大酒店

酒店內餐廳餐飲費可享9折優惠
※無法與其他折扣併用

廣島地區（廣島縣）
縮景園

門票折扣 260日圓→20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廣島「Maple Sky」

可享75折優惠

瀨戶內Sealine

單程船票折扣1,850日圓→1,50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BIC CAMERA廣島站前店

可享免稅+93折優惠
※部分商品除外

廣島美術館

適用團體折扣價格
※無法與其他折扣併用

廣島縣立美術館

特別展 折100日圓
※廣島縣美術展除外

宮島空中纜車

車票1,800日圓→1,500日圓
※一張周遊券僅限一人使用 ※無法與其他折扣併用

okeikoJapan

（3種體驗）okeikoJapan原創宮島御砂燒「小酒杯」
（2種體驗or 1種體驗）okeikoJapan原創寫了字的宮島迷你飯勺吊飾

廣島格蘭比亞大酒店

主酒吧「Mayfl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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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關、岩國地區（山口縣）
海峽夢之塔

展望台門票可享5折優惠（大人600日圓→300日圓 小學・國中生300日圓→150日圓）

火之山空中纜車

大人
往返500日圓→450日圓、單程300日圓→270日圓 國中・高中生 往返500日圓
→400日圓、單程300日圓→270日圓
小學生 往返250日圓→200日圓、單程150日圓→120日圓 幼童
往返250日圓→160日
圓、單程150日圓→100日圓

下關市立下關水族館「海響館」

門票 大人：折300日圓、小學・國中生折200日圓、幼童折100日圓

國民宿舍海峽光景下關

凡於餐廳用餐，即贈送1杯軟性飲料

※ 有效期限：2018/4/1 - 2019/3/31

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推薦景點&優惠手冊
出雲地區（島根縣）
國寶 松江城

天守閣門票可享5折優惠（大人560日圓→280日圓 兒童280日圓→140日圓）
※自8月1日起，僅大人價格調整，天守閣門票可享5折優惠（大人670日圓→340日圓 兒童
280日圓→140日圓）
※凡出示周遊券，即可享優惠

足立美術館

個人門票 2,300日圓→1,150日圓

護城河遊覽船

船票折扣（大人1230日圓→820日圓、兒童610日圓→410日圓）

由志園

門票折扣 大人800日圓→400日圓、高中・國中・小學生400日圓→200日圓、
贈送原創香皂

松江花鳥園

門票折扣：大人（高中生以上）平常1540日圓→1080日圓 兒童（小學・國中生）平常770
日圓→540日圓
※凡出示鐵路周遊券，即可享折扣優惠

出雲大社、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

【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門票折扣 [常設展]大人610日圓→300日圓、大學生410日圓→200
日圓、小學・國中・高中生200日圓→100日圓 [主題展]可享5折優惠
贈送原創明信片

石見銀山

【世界遺產中心】門票折扣 大人300日圓→200日圓、小學・國中生150日圓→100日圓
【龍源寺間步】大人410日圓→200日圓、小學・國中生200日圓→100日圓

鳥取、米子地區（鳥取縣）
青山剛昌故鄉館

・門票折100日圓、外國人10名以上門票半價、凡進入展示區（需付費），即贈送「名偵探
柯南原創明信片」

鳥取砂丘 砂之美術館

凡出示周遊券，本人及隨行者1名門票折100日圓

倉吉白壁土藏群、二十世紀梨紀念館

門票 大人（16歲以上）300日圓 → 150日圓、 兒童（7～15歲）150日圓 →
日圓

水木茂紀念館

所有外國遊客半價。贈送水木茂紀念館原創馬口鐵徽章

LOOP麒麟獅子巴士

贈送紀念品（馬口鐵徽章＋明信片）※限定500個 於LOOP麒麟獅子巴士車內

鳥取花迴廊

門票折扣 大人1,000日圓（4月～11月）→500日圓 700日圓（12月～3月）→350日圓、國
中・小學生500日圓（4月～11月）→250日圓 350日圓（12月～3月）→170日圓

70

博多地區（福岡縣）
名產本舖

贈送1條原創「新幹線手拭巾」
※僅限於使用免稅（5,000日圓以上）服務的客人

九州鐵道紀念館

門票可享8折優惠

門司港懷舊展望室

門票可享8折優惠

小倉城

門票可享8折優惠 ※但8月～隔年3月因施工，無法入場

小倉城庭園

門票可享8折優惠

皿倉山

登山纜車車票可享84折優惠

「博多町家」故鄉館

門票200日圓→150日圓

松風園

贈送書籤

福岡塔

門票可享8折優惠＋贈送明信片

其他
JR西日本租車

租車費用可享9折優惠

自行車出租「Ekirin Kun」

出租自行車免費

※ 有效期限：2018/4/1 - 2019/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