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
您可以利用飛機、巴士、自駕、電車以
及新幹線輕鬆抵達神戶。
搭乘海上高速船，從關西機場到神戶機
場僅須30分鐘。搭乘新交通港灣人工島
線只需18分鐘即可從神戶機場到三宮
(神戶市中心）。從新神戶新幹線站轉
搭地下鐵只需一站即可抵達三宮。神戶
的交通既簡單又便利。

神戶市內有定期出發的電車、巴士和渡
輪，帶您遊覽市區及周邊的觀光景點。
也有直達大阪的電車，還可前去拜訪歷
史悠久的城市奈良、京都以及東京、姬
路、岡山、廣島和福岡等主要城市。從
神戶出發走遍日本，度過一個愉快美好
的假期。

新幹線

飛機

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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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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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

京都

廣島

福岡

沖繩

輕鬆前往神戶
JR普通線
JR新幹線
所需時間

京都

奈良
大阪

岡山

瀬戶內海

廣島

廣島站

廣島

兵庫

岡山站

姫路站

神戶機場

大阪
國際機場

大阪站 奈良站

岡山

姫路

大阪 奈良

京都站

京都

神戶

淡路島

搭乘 JR線
20分鐘

搭乘高速船
30分鐘

搭乘 JR線
60分鐘

搭乘 JR線
30分鐘

搭乘 JR線
40分鐘

搭乘新幹線
20分鐘

搭乘新幹線
40分鐘

免責聲明
此宣傳手冊刊載資訊更新至 2019 年 3月。
有可能不經預告而變更內容，敬請諒解。
金額可能會有所變動，敬請諒解。

兵庫

關西國際機場

神戶觀光導覽

https://plus.feel-kobe.jp/tw/
神戶旅遊



數不勝數且令人難忘的體驗，靜候您的到來！

神戶是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勝地，也是各年齡層都能玩得盡興充滿魅力的都市。
光輝燦爛的港口街巷、雄偉壯闊的山群、璀璨奪目的夜景感動著多次造訪或初次前來神戶的旅客。
自 1868 年開港以來，神戶以獨自的方式逐漸成發展為繁華的大都市。
位居日本第 6大城市的神戶，擁有兼容日本悠久歷史的古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博物館、神社、餐廳、娛樂設施等多項設施。
依山傍海、融合古典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神戶，等您來探索新發現。
神戶的大自然、文化、美食靜候您的到來！

神戶

京都兵庫

奈良
大阪



神戶區域圖
JR 普通線
JR 新幹線
阪神電鐵

六甲有馬空中纜車
阪急電鐵
山陽電鐵
六甲島線
六甲纜車
摩耶景觀線
新交通港灣人工島線

北神急行電鐵
神戶高速鐵道

市營地鐵海岸線
市營地鐵西神・山手線

神戶電鐵有馬線
神戶電鐵三田線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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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宮站

兵庫站

和田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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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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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耶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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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山頂站

六甲纜車

六甲有馬空中纜車

有馬溫泉站

JR 新幹線

鈴蘭台站

鈴蘭台西口站

西鈴蘭台站

北鈴蘭台站

山之街站

神戶電鐵有馬線

神戶電鐵有馬線

神戶電鐵有馬線神戶電鐵三田線

大池站

唐櫃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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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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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人工島

海上高速船
30 分
鐘抵達關西國際機場

神戶機場

六甲人工島

神 戶中央 地區

神戶東部

神戶北部

北神急行電鐵

六甲島線

三種推薦觀光行程
推薦觀光行程1

推薦觀光行程3

感受六甲山的大自然，
欣賞風光明媚的有馬
（2天1夜）

探索六甲山和摩耶山（觀光）
（2天1夜）

品嚐日本酒和啤酒
（1天當日來回）

10：00
新神戶站出發
↓
搭乘神戶電鐵
↓
漫步有馬溫泉街

（觀光和享用午餐）
↓
搭乘六甲有馬空中纜車
↓
抵達六甲山

（六甲花園露台、
 六甲高山植物園等觀光）
↓
搭乘六甲有馬空中纜車
↓
入住有馬溫泉旅館

（享用晚餐以及溫泉）

搭乘神戶電鐵前往神戶市區

10：00
搭乘六甲纜車
↓
抵達六甲山

（在 TENRAN CAFE 享用午餐）
↓
前往摩耶山天上寺
↓
前往摩耶景觀露台 702
↓
入住 Hôtel de Maya

搭乘摩耶景觀線
前往神戶市區

11：00
前往神戶酒心館
↓
步行
↓
前往菊正宗樽酒
Meister Factory（名匠工坊）
↓
搭乘阪神電車
↓
前往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
搭乘阪神電車
↓
前往位於三宮的

「In the Door Brewing」
品嚐精釀啤酒

第2天

第 1天

第 2天

第 1天

市營地鐵
海岸線

第1天

推薦觀光行程2

掃描 QR 碼了解
更多推薦觀光行程。

神戶西部



神戶布引香草園 神戶市風見雞之館
在此一年四季都能觀賞到神戶的美景，如畫般
的神戶街景與港灣風光以及多種設施等待您的
到來。
開園時間：因季節而異
全年無休（如遇強風或打雷時，可能會停止營運或

休園）
票價： 成人  來回1,500日圓/單程95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來回750日圓/單程480日圓
學齡前兒童  免費
※17點後夜間營運票價
成人來回900日圓　兒童來回550日圓

在此可感受到1個世紀前居住在神戶
的外國人當時的生活樣貌。風見雞之
館被登錄為日本的重要指定文化財。

竹中木工工具館是日本唯一的木工工具專門
博物館，以獨自的視角展示了日本木材的建
築技術的和諧與平衡。

沿著神戶平緩的森林步道步
行約10分鐘，就能抵達日本
三大神瀑布之一的布引瀑布。
布引瀑布是由四個瀑布構成，
在日本文學藝術上佔有重要的
角色。歡迎前來感受這靜謐
且具歷史的景點。

開館時間：9：00-18：00
（最後入館時間17：45）

休館日：2月、6月的第1個星期二
（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隔日休館）

票價：成人500日圓
高中生以下免費

萌黃之館

竹中木工工具館 布引瀑布

北野工房之街
建築外觀的顏色散發出獨特的氣氛，
在此曾居住著優雅的外國人，從萌黃
之館的陽台可眺望到神戶的街道。

集聚甜點、麵包及各種藝術品和手工
藝品等商店的多功能商店街，在此
您可以發現神戶的魅力。

開館時間：9：00-18：00
休館日：2月的第3個星期三、星期四
票價：成人350日圓　高中生以下免費

開館時間：9：30-16：30（最後入館時間16：0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正常開館，休館日順

延至隔天平日）、歲末年初（12月29日-1月
3日）

票價：成人500日圓　65歲以上200日圓
高中生、大學生300日圓
國中生以下免費

營業時間：10：00-18：00
公休日：歲末年初（12月27日-1月2日）

※不定時公休
票價：免費

在神戶的中心地帶的徒步範圍內有
著優美的風景、日本建築和博物館、
以及能品嚐到美食的餐廳。想要體
驗大自然的話，推薦前往離新神戶
站不遠的「布引瀑布」和「布引香
草園」。此外在神戶的中心地帶還
有充滿歷史曾是外國人居留處的北
野、在文化上很重要的生田神社，
您還可以在神戶的複合式商圈內享
受購物與品嚐神戶牛肉。

神戶的市中心結合了歷史與現代文化。有著悠久歷史的原外國人居留
地「舊居留地」、喜好購物和美食的您一定不能錯過的「三宮」、可
欣賞到神戶最美麗的海濱景色的臨海樂園與美利堅公園、以及根據丘
陵北部的地形可將神戶自然美景盡收眼底的北野地區。多樣風情的神
戶市中心吸引了各地遊客造訪。

推薦資訊
（G.B.；英國；企業家）

神戶中央地區

北野＆神戶地區
神戶中央地區

三宮＆舊居留地

神戶中央地區 明石町位於神戶購物商圈的中心，是十
分適合休閒放鬆的城市綠洲。愜意地在
咖啡廳裡休息，或是在現代西洋風建築
與新興商業大樓交織的街道中漫遊，都
是不錯的選擇。到了夜晚建築物被燈飾
點亮，傳統的煤氣燈讓街道瀰漫著浪漫
的氣氛。

明石町

神戶著名的購物街之一，有許多具個性
有品味的店舖、餐廳、咖啡廳。

TOR ROAD

由神戶的考古博物館與南蠻美術館合併而
成的神戶市立博物館，於1982年開館。
博物館所在的建築物是建於1935年，具
高雅格調又復古的歷史建築中收藏了許
多優秀的藝術品、歷史遺物以及國寶級
的作品。

神戶市立博物館

開館時間：10：00-17：00
（最後入館時間16：30）

星期六10：00-21：00
（最後入館時間20：3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正常開館，休館
日順延至隔天平日）、歲末年初

票價：成人300日圓　大學生150日圓
（「神戶歷史」的展覽免費）

神戶有珍珠之都之稱。擁有面積廣大的
港口，且地理位置靠近珍珠養殖場，因此
神戶成為了日本珍珠產業的中心。在日本
流通的珍珠約80％來自神戶，在此也可以
欣賞到世界頂級的珍珠樣本。

珍珠

生田神社
生田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於
201年依照神功皇后的指示所建造而成。
位於神戶的中央地帶，是個能讓人放鬆
身心、重新充電的城市綠洲。雖占地不
大，但是個兼具歷史性以及高雅美麗的
景點。
開放時間：7：00-17：00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神戶牛肉
歡迎前來品嘗聞名全世界，奠定了難以
動搖的地位世界第一的牛肉。嚴格的品
質把關，造就了神戶牛肉之名。品嚐神
戶牛肉的美味也成了許多旅客造訪神戶
時的首選。

神戶

由此查看神戶牛肉的資訊



是個熱鬧的觀光勝地，有許多旅客在
此大舕美食滿足味蕾。南京町是日本
具有人氣的中華街之一，在神戶的歷
史，文化，國際城市發展上都有所貢
獻。

可在此發現到有趣的小雜貨。想尋找
獨特的禮品、藝術品、手工藝品等，
推薦您前來乙仲通挖寶。

浪漫的景色、時尚別緻的店舖、購物商場、
餐廳以及設有兒童遊樂區的umie和MOSAIC
是不分年齡層都能玩得盡興的場所。神戶煤
氣燈大道夜晚的燈飾也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紀念神戸開港150周年，以象徵神戸引以為傲
的獨特且具復原力的文化與精神設計而成新
的標語。此紀念碑設置在象徵神戶的海港邊，
您可以在此感受到神戸的精隨。

沿著海濱的美利堅公園適合放鬆身心，眺
望神戶港和其周邊區域的美景。當夜色漸
暗時，燈飾點綴了神戶的夜晚，可欣賞到
堪稱神戶的代名詞的浪漫美麗景緻。

對神戸和川崎重工業的成長與歷史感興趣
的您，歡迎前來博物館參觀。獨特的船型
外觀建築裡有許多展示和互動型的體驗，
是個各年齡層都能玩得盡興的地方。

神戶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麵包城市。不只有
日式獨創麵包，還可品嚐到德國、法國、丹
麥等國際色彩濃厚的麵包。

神戶的著名地標，是世界第一座以管狀結構
建造而成的觀光塔，塔內一共有5層展望廳，
不分晝夜皆可在此眺望360度神戶的美麗景緻。

在此可以享用到從路邊小吃、飲茶、
廣東料理、四川料理到世界知名的餐
廳的美食。神戶有許多間可以品嘗到
講究道地中華料理的餐廳。

位於神戶的中心地帶，卻能沉澱心靈
感到寧靜和平的相樂園，是感受華麗
日式庭園中寧靜之美的最佳景點。
開園時間：9：00-17：00

（最後入園時間16：30）
休園日：星期四（逢國定假日正常營業，

休園日順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大人（15歲以上）30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150日圓

南京町 乙仲巷

中華料理 相樂園

神戶Harborland
umie＆MOSAIC

營業時間：NORTH MALL（商店/餐廳/咖啡店）
10：00-21：00
永旺STYLE umie  9：30-21：30
電影院  8：00-25：00
MOSAIC （購物）10：00-20：00
MOSAIC （餐廳、咖啡店）
11：00-22：00
※因各店家而異

全年無休

營業時間：9：00-21：00（最後入場時間20：30）
12月-2月  9：00-19：00（最後入場時間
18：30）

全年無休
票價：成人（高中生以上）70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300日圓

開館時間：10：00-17：00（最後入場時間16：3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正常營業，休館順

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大人（高中生以上）60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250日圓

2層樓的麵包超人博物館適合全家大小一同遊
玩，裡面有許多商店、餐廳，帶您進入麵包超
人的世界開心暢遊。
營業時間：博物館  10：00-18：00

（售票時間至17點止）
購物商場  10：00-19：00

休館日：1月1日（每年館內設備維護保養期請於官
方網站確認）

票價：博物館入場費1800日圓　購物商場免費入場

BE KOBE

神戶港燈塔

神戶麵包超人兒童博物館

美利堅公園

川崎世界

麵包

神戶中央地區
神戶中央地區

元町＆南京町

神戶中央地區

Harborland＆美利堅公園

Harborland是個無論是購物者、情侶或是家族都
能享受其中樂趣的地方。夜晚在這浪漫氣氛下約
會，白天可以和朋友以海景當背景拍張照留念。
若要逛街可選擇匯集最新流行資訊的「umie」、
想購買個性的手工藝品的話推薦前往「MOSAIC」。
也推薦在此邊享用美食邊欣賞海景。乘坐摩天輪或
是登上神戶港塔可以一覽神戶絢麗迷人的景色。

推薦資訊
（B.S.；美國；英語教師）

※開店時間依店鋪而異



神戶時尚美術館 ASICS SPORTS MUSEUM 神戶市立小磯紀念美術館 UCC咖啡博物館 神戶－關西海上高速船
日本第一個以時尚為主題的美術館，
帶您瀏覽全世界和日本的流行歷史。

開館時間：10：00-18：00
（最後入場時間17：3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正常營業，休館
順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因展覽內容而異。詳情請洽美術館

神戶市立小磯紀念美術館展示了出身於
神戶且畢生都在神戶創作的西洋畫家小
磯良平的作品，還能在此參觀到小磯先
生的繪畫工作室。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正常營業，休館

順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成人200日圓　大學生100日圓

高中生以下免費
※請出示學生證
※特別展覽期間票價會有所變動

UCC咖啡博物館是日本唯一的咖啡博物
館，是能學習到許多咖啡相關知識的地
方。這間博物館由世界首間製造出罐裝
咖啡的日本咖啡廠商UCC所經營。

世界知名的人氣運動品牌之一，帶您用
實際體驗來了解ASICS的演變歷史。同
時可以學習到此品牌及使用過此品牌的
頂尖運動員的歷史。
開館時間：10：00-17：00

（最後入場時間16：30）
休館日：星期日、星期一、國定假日、夏季

連休、歲末年初
票價：免費

開館時間：10：00-17：00
（最後入場時間16：3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正常營業，休館
順延至隔天平日）、歲末年初

票價：成人（高中生以上）300日圓
敬老票（65歲以上）150日圓　
※請出示身分證明　國中生以下免費  

搭乘海上高速船從神戶到關西機場僅需30分鐘，
既便利又能欣賞沿途美景。

不論晴天雨天都適合全家大小出遊的地方。
來自世界各地的珍奇動物聚集在這廣闊的園
區，也能與各種動物們做近距離親密接觸。

神戶機場讓您輕鬆搭乘日本國內線班機。

開園時間：平日  10：00-17：00
（最後入園時間16：30）

星期六、日、國定假日  10：00-17：30
（最後入園時間17：00）

※12月-2月營業時間提前30分鐘結束。
休園日：星期四（逢日本的春假、黃金週、暑假、

歲末年初、國定假日則正常營業）
票價：成人（國中生以上）1800日圓

兒童1000日圓
幼兒（4-5歲）300日圓
敬老票（65歲以上）1300日圓

時間：6：00-23：00
全年無休

神戶動物王國

神戶機場

神戶群島
港灣人工島匯集了國際展覽場、表演會場等重要設施。還有適
合攜家帶眷前來的神戶動物王國。往南是神戶機場，從神戶市
三宮搭乘單軌電車僅需18分鐘即可抵達。此外六甲人工島上的
時尚設施和繪畫美術館打造出國際化的空間。

神戶機場、港灣人工島和六甲人工島為神戶的三大
人工島。從神戶市中心的三宮利用單軌電車或巴士
都能輕鬆前往這三個地方。若是前來港灣人工島，
請務必造訪神戶動物王國。六甲人工島上有3個美
術館，可以讓喜歡藝術的您大飽眼福。我喜歡的美
術館其中之一是神戶市立小磯紀念美術館。

推薦資訊
（D.F.；英國；玻璃工匠）

神戶大橋

神戶

乘船時間：依照時刻表
全年無休
票價：成人（12歲以上）1850日圓 → 500日圓

兒童（6-11歲）930日元 → 250日元
※訪日外國旅客限定價格，搭乘時請出示護照。
※僅適用於持有短期滯留簽證的訪日外國旅客。
※至2020年3月31日為止。



被稱作金之湯的紅褐色溫泉是含有高濃
度的鐵、鈣、鹽的鈉鹽化物泉，對肌肉
痠痛、皮膚病有輔助療效。

營業時間：8：00-22：00
（最後入場時間21：30）

公休日：第2和第4個禮拜二（逢國定假日正
常營業，公休順延至隔天平日）、
1月1日

入浴費：成人（國中生以上）650日圓
兒童（小學生）340日圓
幼兒免費

復古可愛的有馬人形筆是挑選伴手
禮時不錯的選擇。在有馬地區手工
製作。據說這精緻美麗的筆可為想
要孩子的家庭帶來幸福。

一年四季都能享受到不同的樂趣的公園，
以春天和秋天的美麗景色而聞名。從有馬
溫泉街徒步即可抵達，務必前來此處一遊。

有馬溫泉的名產之一，搭配有馬湧出的碳
酸溫泉水製作而成香甜薄脆的碳酸仙貝。
務必前來品嘗這獨特的風味。

造訪有馬溫泉時，請務必來參觀溫泉源頭
位於天神神社的天神泉源。

被稱作銀之湯的透明無色無味的溫泉是
含有微量的鐳元素的碳酸泉，可促進全
身血液循環，提升新陳代謝。

營業時間：9：00-21：00
（最後入場時間20：30）

公休日：第1和第3個禮拜二（逢國定假日正
常營業，公休順延至隔天平日）、
1月1日

入浴費：成人（國中生以上）550日圓
兒童（小學生）290日圓
幼兒免費

開放時間：全天開放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金之湯 銀之湯 有馬人形筆 瑞寶寺公園

碳酸仙貝

天神泉源
西日本最大的神戶三田Premium Outlets，
匯集了日本國內外的高級品牌和休閒、運
動風服飾、配件等多項商品，盡情採購之
餘也可在美食區享用美食。
營業時間：10：00-20：00
公休日：2月的第3個星期四

神戶北部 從神戶市中心搭乘電車約30分鐘即可抵達日本3
大溫泉之一的有馬溫泉。六甲山和摩耶山從東邊
綿延至西邊，這裡提供了休閒設施、遊步道、欣
賞美麗夜景等多種戶外活動，等您來體驗。

神
戶
北
部

有
馬
溫
泉

神戶三田Premium Outlets

集美食、購買當地特產、遊樂園、烤肉、
泡溫泉、飯店等為一體的複合式的設施。
營業時間：10：00-17：00  ※依設施不同而異
公休日：依不同設施而異
票價：免費

在麒麟啤酒神戶工廠除了可以參觀日本知
名啤酒之一的麒麟啤酒的製造工廠，還可
試喝多種剛生產出來的新鮮麒麟啤酒。
營業時間：9：20-15：40

（最後一場導遊解說團為15：40開始）
公休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照常營業，休息日

順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免費

神戶水果鮮花公園大澤 麒麟啤酒神戶工廠在神戶三田Premium  Outlets的購物能讓我恢復
活力。服飾店的種類豐富多樣，也有許多特別促
銷活動，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此外我也很喜歡
Outlet附近販賣許多當地無農藥農產品的道路休
息站「神戶水果鮮花公園大澤」。喜歡溫泉的話
那就絕對不能錯過有馬溫泉，漫步在古色古香的
街道，泡金之湯，與日本藝妓聊上幾句。每當來
到這時都會想起第一次來訪時的心情，寧靜的小
鎮與繁華的市區的對比別有一番風趣。

推薦資訊
（P.S./泰國/教職人員）

神戶北部

北神地區

神戶



六甲山滑雪場是日本第一座人造雪滑
雪場，有斜度平緩的雪道，還設有雪
盆與戲雪的專用雪場。適合家族或初
學者和喜歡滑雪的您前來玩樂。

從行駛到六甲山山頂的登山纜車中向外望，
可欣賞到從大阪至神戶的浪漫景色。

營業時間：雙板滑雪  9：00-22：00
單板滑雪  16：00-22：00
※平日　9：00-17：00

（歲末年初照常營業）
SNOW LAND（雪盆、戲雪區）
9：00-17：00
※冬季期間無公休

票價：日間（9：00-16：30、
星期六、日、國定假日 9：00-15：30）
成人（國中生以上）2100日圓
兒童（3歲到小學生）1050日圓
夜間（星期五、六、日、國定假日
16：00-21：30）
成人2600日圓　兒童1550日圓

六甲音樂盒博物館展示了許多世界上具
魅力且珍貴的音樂盒收藏品，在這裡可
以了解到令人驚嘆的音樂盒的構造、享
受美妙的音色，也能夠體驗製作專屬於
自己的音樂盒。
開館時間：10：00-17：00

（最後入場時間16：20）
休館日：因季節而異
票價：大人（國中生以上）1030日圓

兒童（4歲到小學生）510日圓

六甲山滑雪場　僅在冬季營業

六甲音樂盒博物館

營運時間：7：10-21：10
全年無休
票價：成人（12歲以上）來回1080日圓

兒童（6-12歲）來回540日圓
※隨同兩位1-6歲的兒童搭乘時，一位大人可享免費
乘車。

六甲有馬空中纜車僅用12分鐘就連接起六甲山和有馬，
搭乘纜車體驗空中散步欣賞神戶的四季樣貌。
營運時間：春季、秋季的平日  9：30-17：10

春季、秋季的周末  9：30-20：50
10月、11月  9：30-20：30
春季、秋季的星期日、國定假日  9：30-18：10

（11月  9：30-17：10）
夏季（7月20日-8月31日）9：30-21：30
冬季（12月1日-3月31日）9：30-17：10

全年無休　※冬季因定期檢查，將會停駛約2週時間。
票價：成人（12歲以上）來回1820日圓/單程1010日圓

兒童（6-12歲）來回910日圓/單程510日圓 
※敬老票（65歲以上）八折優惠

日本大型植物園之一的神戶市立森林植物園，可欣賞到多達
1200種以上的植物。一到秋天色彩絢麗的楓葉，更是吸引了
許多遊客來此一遊。

開園時間：9：00-17：00（最後入園時間16：30）
休園日：星期三（逢國定假日正常營業，休園日順延至隔天平日）
舉辦季節性活動時正常營業
票價：成人（15歲以上）30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150日圓

在此可欣賞到神戶美景和以六甲山上的自然要
素為意象所設計出來的近代建築六甲枝垂。

營業時間：10：00-21：00
※冬季營業時間將有所變動
詳情請於官方網站確認。
營業時間會因天候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動

全年無休
票價：成人（國中生以上）300日圓

兒童（4歲-小學生）200日圓

六甲纜車 六甲有馬空中纜車

六甲花園露台・六甲枝垂 神戶市立森林植物園

建於646年的古老寺院，在此可享受到神戶美
景，同時也是能療癒身心的地方，天氣晴朗的
時候還可眺望到淡路島。
開放時間：9：00-17：00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絕不能錯過日本三大夜景之一的掬星台夜景。
營業時間：7：10-21：00（天覽台）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營運時間：春季、秋季、冬季 （星期一、三、四）
10：00-17：30
春季・秋季（星期五、六、日、國定假日）
10：00-20：50
夏季（7月20日-8月31日）10：00-20：50
冬季（星期五、六、日、國定假日）
10：00-19：50

公休日：春季、秋季、冬季的星期二（逢國定假日
照常營業，休息日順延至隔天平日）
※冬季因定期檢查，將會停駛約2週的時間。

票價：成人（12歲以上）來回1540日圓/單程880日圓
兒童（6-12歲）來回770日圓/單程440日圓

連接摩耶山麓和山頂的獨特的登山纜車及空中
纜車，來到此處絕不能錯過被稱作千萬夜景的
神戶夜景。

摩耶山天上寺

摩耶景觀線

夜景（摩耶山掬星台、天覽台等）

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是摩耶山和六甲山設
有許多健走和慢跑步道。六甲山縱走的步道
可以欣賞到綠意盎然的山林景觀和神戶的美
景。從摩耶山掬星台眺望的夜景，更是美到
令人屏息。務必搭乘摩耶景觀線乘坐登山纜
車及空中纜車，來欣賞這著名的千萬夜景。

推薦資訊
（J.B./荷蘭/360度全景攝影師）

神戶北部

神戶北部

六甲山＆摩耶山

從六甲山眺望的風景



王子動物園是日本唯一可以同時觀賞到大
熊貓和無尾熊的動物園，園內也有許多適
合小孩玩的遊樂設施。
開園時間：3月-10月  9：00-17：00

（最後入園時間16：30）
11月-2月  9：00-16：30

（最後入園時間16：00）
休園日：星期三（逢國定假日照常開園，休園

日順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成人（高中生以上）600日圓

國中生以下免費

由日本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先生所設計，
是西日本收藏最多藝術品的美術館。
開館時間：10：00-18：00

（特別展覽舉辦期間 星期五、星期六
 10：00-20：0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照常開館，休館日
順延至隔天平日）、歲末年初（12月31日
-1月1日）

票價：成人500日圓
敬老票（70歲以上）250日圓
大學生400日圓　高中生以下免費
※票價依各展覽活動而有所不同

記取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教訓並從經驗中學習。是可學習到
預防和減少災害的博物館。

神戶作為甜點城市的代名詞而
聞名，各種美味的麵包店，甜
點店，巧克力及蛋糕店林立
於神戶市內，是甜點愛好者
的天堂。

灘區是日本數一數二的日本
酒生產地，也是世界上最出
色的釀酒地，灘區主要的五
個地區裡有著許多的日本酒
釀造廠。每個釀造廠都有提
供參觀博物館行程或參觀釀
造廠行程，還有試喝的體驗
行程。

開館時間：星期日、星期二-星期四  9：30-17：30
（最後入館時間16：30）

7月-9月　9：30-18：00（最後入館時間17：00）
星期五、六　9：30-19：00（最後入館時間18：00）

休館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照常開館，休館日順延至隔天平日）
票價：成人600日圓　大學生450日圓　中小學生和高中生免費

敬老票（70歲以上）300日圓
※每個月的17號免費入館（如遇17日為休館日時，則改為18日免費入館）

神戶市立王子動物園

兵庫縣立美術館 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神戶甜點 灘之酒窖

神戶東部
此區集結了許多時尚漂亮的甜點店，也昰日本產酒量
較多的地區。周邊也有美術館和動物園及防災教育設
施等許多可參觀體驗的設施。

神戶長田地區的當地美食炒麵飯能溫暖
每個饕客的心。發祥於神戶，是值得一
試的美食之一。

與世界上最熱情且守規矩的球迷們一起
享受觀戰的樂趣。也被稱作「神戶諾薇
雅運動場（Noevir Stadium）」的球技
場，有可開閉式的屋頂，也是神戶勝利
船足球隊及神戶製鋼橄欖球隊的主場。
2002年FIFA世界杯足球賽於御崎公園球
技場中舉辦，2019年也在此舉辦了世界
杯橄欖球賽。

一尊50噸和60英尺的巨大紀念像，再現
了神戶最著名的漫畫家横山光輝作品中
的登場人物。佇立在人氣的商店街，對
世界各地的動漫有興趣的您，絕對不能
錯過此景點。

開放時間：依活動與設施而異
公休日：星期四
票價：依活動而異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建於西元805年，坐落於能福寺的兵庫大佛
高達18公尺，昰日本三大佛之一，值得您
來此一遊。
開放時間：9：00-17：00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如果是像我一樣喜歡復古漫畫的人，或許有
聽過向神戶出生的著名漫畫家致敬的「鐵人
28號紀念像」。午餐我推薦品嚐當地人氣美
食炒麵飯。在神戶還有很多聞名日本的零食
點心製造商和甜點。另外神戶王子動物園也
是我很喜歡的地方，那裡是日本唯一可以同
時看見大熊貓和無尾熊的地方。

推薦資訊
（T.I./波蘭/自營業）

炒麵飯

御崎公園球技場

鐵人28號紀念像

兵庫大佛

神戶西部
神戶西部是個迷人且多元化的城市。從兵庫與長田地
區豐富的日本文化，到須磨地區有趣的海邊活動，及
面向明石海峽大橋垂水地區的暢貨中心等，神戶西部
為您提供多種娛樂選擇。

神戶西部

兵庫＆長田

神戶

神戶



MITSUI OUTLET PARK坐落於可眺望
明石海峽大橋的海邊，商場內擁有
140家日本國內外的名牌專賣店，您
可在此享受購物與用餐的時光。
營業時間：商店  10：00-20：00

餐廳  11：00-22：00
※因店鋪而異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

位於海邊的須磨海濱水族園，是個大
人小孩都能盡興的娛樂場所。
開園時間：9：00-17：00

（※夏季將延長營業時間）
休園日：12月-2月  期間的星期三

（歲末年初、國定假日照常營業）
※3月-11月每日開園

票價：成人（18歲以上）1300日圓
15歲-17歲　80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500日圓
幼兒免費

須磨寺建於886年，神聖的寺廟
及庭園曾是源平合戰的戰場。此
外寺內設有寶物館，展示了許多
歷史珍寶。
開放時間：8：30-17：00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世界最長的吊橋「明石海峽大橋」。夕陽及1084個
燈飾點綴了整座橋，呈現出絢麗繽紛的美景。
開放時間：平日  日落-23：00

星期六、日、國定假日、特別節日  日落-24：00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可以了解到如何搭建出世界最長的吊橋，也可以從
高於海平面約300公尺的橋上360度俯瞰神戶全景。
營業時間：上午  9：30-12：10  下午  13：30-16：10

※需要事先預約
（僅限國中生以上參加。國中生須由成人陪同）

觀光導覽行程：4月-11月的星期四-星期日、國定假日
票價：成人3000日圓　國中生1500日圓

以凡爾賽宮為藍本的須磨離宮公園是為紀念皇室婚
姻而建立。玫瑰園裡的玫瑰爭奇鬥艷，一年四季都
可在此享受賞花樂趣。
開園時間：9：00-17：00（最後入場時間16：30）

※因舉辦活動，開放時間將有所異動
休園日：星期四（逢國定假日照常開園，休園日順延至隔

天平日）、歲末年初（12月29日-1月3日）
票價：15歲以上（不包含國中生）400日圓

中小學生200日圓

自然富饒歷史悠長的須磨浦公園，園內種植約
3200株以上的櫻花樹，是有名的賞櫻勝地。健行
步道、遊樂園和神戶的海灣景色等，有許多各年齡
層都能玩得盡興的觀光設施。受賞花樂趣。
全年無休
票價：免費

MITSUI OUTLET PARK
瑪林匹亞神戶

須磨寺 須磨海濱水族園

明石海峽大橋

橋之世界

須磨離宮公園

須磨浦公園

太山寺是神戶唯一的國寶級建築物。絕不能錯
過古代的建築方式及有趣的歷史。
開放時間：8：30-17：00

（12月-2月  8：00-16：30）
全年無休
票價：300日圓

在神戶葡萄酒城的葡萄園可以品嚐到當地生產
的美味葡萄酒。園內還附設烤肉區及觀光行程
等相關活動，也有葡萄酒商店可供您選購。
營業時間：9：00-17：00
公休日：歲末年初、設備維護檢查期間
票價：免費

歡迎前來製造出備受日本及世界各地喜愛的
Pocky餅乾棒的工廠，參加獨特又有趣的體驗行
程。無論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在零食的世界裡。
營業時間：9：00-16：30　　

活動行程  10：00-*/11：00-/13：00-*/14：00-/15：00-
（一天舉辦五場）*額外付費行程

公休日：星期五、盂蘭盆節、歲末年初、工廠設備檢查時
票價：免費（另有額外付費行程）

太山寺

神戶葡萄酒城

Glico固力果神戶觀光工廠神戶西部

神戶西部

西神地區

神
戶
西
部

須
磨
＆
垂
水

神戶的西區有許多娛樂觀光景點，我最喜歡的
是須磨區。
位於海邊的「須磨海濱水族園」，可觀賞到企
鵝，海豚，及各種魚類。須磨離宮公園擁有美
麗的植物園和玫瑰園，庭院裡有噴水池和各種
季節性花朵，十分優美。MITSUI OUTLET PARK 
瑪林匹亞神戶坐落於海邊，可眺望到明石海峽
大橋景色，也是我最近喜歡的一個景點。

推薦資訊
（S.L./美國/英語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