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
来神户旅游可搭乘飞机、巴士、电车、
新干线或自驾都可轻松到达。海上高速
船从关西机场到神户机场只需30分钟即
可到达。神户机场到三宫（神户中心）
搭乘新交通港湾人工岛线只需18分钟。
从神户新干线站到三宫乘地铁只需一站
地。神户的交通简单便利。神户市内有

定期的电车、巴士和轮渡，可轻松实现
市内及周边的观光游览。
去大阪搭乘电车无需换乘，还可直接前
往历史之城奈良、京都、另外前往东京、
姫路、冈山、广岛及福冈等主要城市也非
常方便。从神户出发可游览日本全国，令
假日不再枯燥。

新干线

飞机

博多
（福冈） 广岛

冲绳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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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阪 名古屋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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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项 
宣传页上刊载的全部内容为 2019 年 3 月之前的信息。
信息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有变动的可能。
金额可能会有所变动，敬请谅解 。

兵库

关西国际机场

神户观光导览

https://plus.feel-kobe.jp/ch/
神户旅游



最是难忘神户之旅，静候您的到来！

神户是日本屈指可数的著名观光地，也是一个吸引多年龄层游客的极具魅力的大都市。
灯火通明的港巷、雄伟壮阔的高山、美轮美奂的夜景无时不刻不感动着每一位来访者。
自 1868 年开港以来，神户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一跃发展成为现在的大都市。
神户是日本第 6大城市，兼容日本古代及现代文化的博物馆、神社、美食、游乐设施应等有尽有。
依山傍海，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极致融合，在神户，探索新发现。
神户的大自然、文化、美食欢迎您的光临！

兵库

神户

京都

奈良
大阪



神户区域图
JR 普通线
JR 新干线
阪神电铁

六甲有马缆车
阪急电铁
山阳电铁
六甲岛线
六甲索道
摩耶景观线
新交通港湾人工岛线

北神急行电铁
神户高速铁路

市营地铁海岸线
市营地铁西神・山手线

神户电铁有马线
神户电铁三田线

图例

新神户站

三宫站
县厅前站

大仓山站
花隈站

凑川公园站
凑川站

新開地站

元町站

上沢站

长田站

西代站

神户高速铁路

新长田站

板宿站

法妙寺站

名谷站
综合运动公园站

学园都市站

伊川谷站

西神南站

西神中央站

市营地铁西神・山手线

三宫・花时针前站

临海乐园站

御崎公园站

月见山站

山阳须磨站

山阳垂水站

山阳电铁

垂水站

舞子公园站

高速神户站

神户站

冈本站

六甲站

神户三宫站

阪急电铁

御影站

鱼崎站

阪神电铁

JR 神户线

新神户站

JR 新干线

住吉站

六甲道站

摩耶索道车站

摩耶站

滩站

神户三宫站

三之宫站

三宫站

兵库站

和田岬

须磨站舞子站

神户机场站

虹之站

星之站

摩耶缆车

摩耶索道车站

六甲电缆下站

六甲山上站

六甲山顶站

六甲索道

六甲有马缆车

有马温泉站

JR 新干线

铃兰台站

铃兰台西口站

西铃兰台站

北铃兰台站

山街站

神户电铁有马线

神户电铁有马线

神户电铁有马线神户电铁三田线

大池站

唐棺台站

有马口站
有马温泉站

谷上站

神户群岛

港湾人工岛

海上高速船
30 分
钟到达关西国际机场

神户机场

六甲人工岛

神户中心地区

神户北部

北神急行电铁

六甲岛线

三大魅力行程
魅力行程1

魅力行程3

体验六甲山的大自然
及风光明媚的有马
（2日1晚）

探索六甲山、摩耶山（参观）
（2日1晚）

酒类畅饮
（1天（当天往返））

10:00
从新神户站出发
↓
搭乘神户电铁
↓
参观有马温泉街

（参观及温泉）
↓
搭乘六甲有马缆车
↓
到达六甲山

（六甲花园露台、
六甲高山植物园观光）

↓
搭乘六甲缆车
↓
入住有马温泉旅馆

（晚餐及温泉）

搭乘神户电铁前往神户市区

10:00
搭乘六甲钢索铁道
↓
到达六甲山

（午餐：TENRAN CAFE）
↓
前往摩耶山天上寺
↓
前往摩耶景观露台 702
↓
入住 Hôtel de Maya

搭乘摩耶景观线返回
神户市区

11:00
前往神户酒心馆
↓
步行
↓
前往菊正宗樽酒工厂
↓
搭乘阪神电车
↓
前往人与防灾未来中心
↓
搭乘阪神电车
↓
畅饮位于三宫的

「In the Door Brewing」
精酿啤酒

第2天

第 1天

第 2天

第 1天

市营地铁
海岸线

第1天

魅力行程2

扫描二维码了解
更多精品行程。

新交通港湾人工岛线

神户西部

神户东部



神户布引香草园 风见鸡之馆
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观赏到神户的美景。
如画般的神户街巷和港区风景以及各种设施等
待您的到来。
开放时间：根据季节不同而定
全年无休（雷雨强风等恶劣天气闭馆）
费用：成人 往返1500日元/单程950日元

儿童（中小学生）往返750日元/单程480日元
学前儿童 免费
※17点以后入园费
成人往返900日元　儿童往返550日元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个世纪前居住
在神户的外国人的生活样貌。风见
鸡之馆是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

竹中木工工具馆是日本唯一的一个木工
工具的博物馆，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日
本木材建筑技术的和谐统一。

沿着神户森林平缓的坡路走10分
钟左右就到了日本三大神瀑之一
的布引瀑布。布引瀑布由四个瀑
布组成，赋予了日本艺术文学非
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可以深
感它带给艺术的细腻平和和悠长
的历史。

营业时间：9：00-18：00（最终入场17：45）
闭馆日：2月、6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如遇

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至下
个工作日）

费用：成人500日元
高中生及以下免费

萌黄之馆

竹中木工工具馆 布引瀑布

北野作坊之街
外观颜色独特，是优雅的外国人住居，
从阳台可眺望到神户的街道。

甜品、烘焙、各种艺术品商店应有尽
有，在这里可以发现神户的魅力。

营业时间：9：00-18：00
闭馆日：2月第三个星期三、星期四
费用：成人350日元　高中生及以下免费

营业时间：9：30-16：30（最終入場16：0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工作日）
新年假期（12月29日-1月3日）

费用：成人500日元　65岁以上200日元
高中生、大学生300日元
中学生及以下免费

营业时间：10：00-18：00
闭馆日 ：新年假期（12月27日-1月2日）

※不定期闭馆
费用：免费

在神户中心地区无论是绝美的风景、
还是日式建筑，博物馆，或是美味
的餐厅都可步行到达。如想感受自
然风光，位于新神户站附近的「布
引瀑布」和「布引香草园」是值得
一去的场所。此外，神户中心地区
还有外国人居住区北野、重要文化遗
产生田神社、神户商业街以及可购物
及品尝神户牛肉的商场。

历史与现代文化融合的区域在神户的中心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旧外
国人居留地「旧居留地」、被称为购物天堂、美食乐园的「三宮」、
可观赏到神户第一滨海地区美景的神户临海乐园和美利坚公园、以及
根据丘陵北部不同的地形也可观赏到神户自然风光的北野地区。神户
中心部，及其精彩！

推荐评语
（G.B.,英国,企业家）

神户中心地区

北野＆神户地区
神户中心地区

三宫＆旧居留地区

神户中心地区 明石町位于神户购物区的中心，是最适合
休闲放松的都市场所。小憩在优雅的咖啡
厅、行走在现代西洋建筑及新商业楼交织
的街道中心，生活如此美好。夜晚被点亮
的建筑物、传统的瓦斯灯正在浪漫的城市
中上演着一场精彩的演出。

明石町

TOR ROAD是神户有名的购物街之一，排列
着很多高品位的店铺及餐厅、咖啡厅。

TOR ROAD

神户市立博物馆综合了神户考古学博物馆
和南蛮美术馆，于1982年开馆。博物馆所
在建筑物于1935年建成，优雅又不失怀旧
感的建筑物中收藏了很多珍贵稀有的艺术
品、历史遗物以及国宝级作品。

神户市立博物馆

营业时间：10：00-17：00
（最終入場16：30）

周六10：00-21：00
（最終入場20：30）

闭馆日：星期一（ 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工作日）新年假期

费用：成人300日元　大学生150日元
（「神户历史」的展示免费）

神户号称珍珠之城。神户有着面积很大的
港口，且地理位置靠近珍珠养殖基地，因
此神户成为了日本珍珠产业的中心。日本
流通的近80％的珍珠都来自神户，在神户，
可以看到很多世界顶级的珍珠样品。

珍珠

生田神社
生田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于
201年由神功皇后指示建造完成，位于神
户中心。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都市之中难得
的轻松、静谧。神社里面虽然不大，却兼
备了历史的美感与雅致。
营业时间：7：00-17：00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神户牛肉
来神户怎么可能不品尝一下世界顶级，有
着不可撼动地位的神户牛肉。要知道只有
通过非常严格的品质检测才能被称为神户
牛肉。以至于品尝神户牛肉成了很多来神
户游客的最优先选择。

神户

由此查看神户牛肉的信息



南京街是个活力四射的观光地，特意空
腹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南京街是日本
最繁华的中华街之一，为神户的历史、
文化、发展进化为国际都市都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

乙仲巷汇集了很多精美别致的礼品，美
术画，手工艺品等，在这里会有很多有
趣的发现。

浪漫的视野、精心别致的商店、购物中心、
餐厅以及可尽孩子玩耍的umie，MOSAIC都
是值得一去的场所。神户瓦斯灯街道的绝美
夜景也值得一看。

BE KOBE是为纪念神户开港150周年而定的
新标语，寓意神户所为之骄傲的兼具独创
力和恢复力的文化精神。纪念碑坐落于神
户海边，您是否也感受到了神户的精神所
在呢?

美利坚公园靠近海边，适合放松心情及观赏神
户港及周边美景。并且当夜晚公园的灯光点亮
时，也可欣赏作为神户代名词的浪漫夜景。

川崎世界记载了神户与川崎重工的历史与成长。
独特的船型的建筑物中陈列了大量展品以及体
验项目，适合所有年龄层参观游览。

神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面包城。在这里可品
尝到德国、法国、丹麦等充满国际特色的面包
及日本本土独创的日式面包。

神户港灯塔是神户的标志性建筑，塔型是
世界最早的格子型，全天都可360度无死
角眺望神户美景。塔内共有5个展望台。

汇聚了沿街美食、港式茶点、广东料理、
四川料理及世界级著名餐厅。在神户可以
品尝到很多正宗的中华料理。

相乐园虽位于神户的中心区，却又令人
惬意与平和，是感受日式庭园独有的平
静感的最佳场所。
营业时间：9：00-17：00

（最終入場16：30）
闭馆日：星期四（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工作日）
费用：成人（15岁以上）300日元

儿童（小中学生）150日元

南京町 乙仲巷

中华料理 相乐园

神户临海乐园
umie＆MOSAIC

营业时间：NORTH MALL （店铺/餐厅/咖啡厅）
10：00-21：00
永旺STYLE umie  9：30-21：30
电影院  8：00-25：00
MOSAIC（卖场）10：00-20：00
MOSAIC（餐厅、咖啡厅）
11：00-22：00
※因店铺而异

全年无休

营业时间：9：00-21：00（最終入場20：30）
12月-2月 9：00-19：00（最终入场时间
18：30）

全年无休
费用：成人（高中生及以上）700日元

儿童（小中学生）300日元

营业时间：10：00-17：00（最終入場16：3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

至下个工作日）
费用：成人（高中生及以上）600日元 

儿童（小中学生）250日元

适合全家人游玩的面包超人馆共有两层，
由大量店铺、餐厅及以面包超人为主题的
设施构成。
营业时间：主馆   10：00-18：00

（17点以后停止售票）
店铺  10：00-19：00

闭馆日：1月1日
（每年的维修期请到官网查看）

费用：主馆入场费1800日元　店铺免费

BE KOBE

神户港灯塔

神户面包超人儿童博物馆

美利坚公园

川崎世界

面包

神户中心地区
神户中心地区

元町＆南京町

神户中心地区

临海乐园＆美利坚公园

临海乐园非常适合情侣、购物或和家人一起游玩。夜
晚浪漫的气氛很适合约会，白天可以在海边与友人拍
照留念。想购物的话可以去时尚前沿的「umie」，
想购买个性的工艺品可以去「MOSAIC」。最推荐的
是边眺望大海边品尝美食。如果乘坐摩天轮，或者登
上神户港灯塔顶层更可将神户的美景尽收眼底。

推荐评语
（B.S./美国/英语教师）

※闭店营业时间因店铺而异



神户时装美术馆 ASICS SPORTS MUSEUM 神户市立小磯纪念美术馆 UCC咖啡博物馆 神户-关西海上高速船
日本第一个时装美术馆，带您走进世界与
日本时装的历史之旅。

营业时间：10：0 0 - 1 8：0 0
（最終入場17：3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日）

费用：因展览内容而异。（详询美术馆。）

展示了出生在神户并坚持在神户创作的
西洋画家巨匠小磯良平的工作室及诸多
作品。
营业时间：10：00-17：0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工作日）
费用：成人200日元　大学生100日元

高中生及以下免费
※需出示学生证
※特别展示期间入场费会有所变动

UCC咖啡博物馆是日本唯一的咖啡博物
馆，在这里可学习到很多与咖啡相关的
知识。此博物馆运营商为制造出世界上
第一个罐装咖啡的日本咖啡厂家UCC。

可探秘世界著名人气运动品牌ASICS的
发展历程。还可学到该品牌与使用该品
牌明星们的历史。
营业时间：10：00-17：00

（最終入場16：30）
闭馆日：星期天、星期一、节假日、夏季休假、

新年假期
费用：免费

营业时间：10：00-17：00
（最終入場16：3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工作日）、新年假期

费用：成人（高中生以上）300日元
老人（65岁以上）150日元　
※需出示ID 　中学生以下免费

从神户到关西机场30分钟即可到达。还可欣赏到
船外美丽的风景。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都可与家人
一起游玩的最佳场所。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
的各种动物，并且还可以与他们近距离接触。

神户机场可轻松搭乘国内航班。

营业时间：工作日  10：00-17：00
（最終入場16：30）

周六、日、节假日  10：00-17：30
（最終入場17：00）

※12月：2月期间营业时间缩短30分钟。
闭馆日：星期四（春假、黄金周、暑假、新年假期、

节假日除外
费用：成人（中学生及以上）1800日元

小学生1000日元
儿童（4-5岁）300日元
老人（65岁以上）1300日元

营业时间：6：00-23：00
全年无休

神户动物王国

神户机场

神户群岛
港岛内汇集了众多国际会议中心及音乐厅等重要设施。还有神
户动物王国等娱乐施设，男女老幼均可参观游览。南部是神户
机场，从三宫乘坐单轨电车只需18分钟。另外六甲人工岛内还
有很多可供购物的商场及绘画美术馆，使得这里极具国际特色。

神户机场、港岛及六甲人工岛是神户三大人
工岛。从神户中心的三宫搭乘单轨列车或巴
士都可轻松到达。如果去港岛，那么一定要
去转一转神户动物王国。六甲人工岛内有三
个美术馆，是为一睹绝世珍宝的艺术爱好者
参观的圣地。神户市立小磯纪念美术馆也是
我非常喜欢的美术馆之一。

推荐评语
（D.F./英国/玻璃制作匠人）

神户大桥

神户

营业时间：按日程而定
全年无休
费用：成人（12岁以上）1850日元 → 500日元

儿童（6岁-11岁） 930日元 → 250日元
※只限来日的外国人游客价格。需出示护照。
※持短期访问签证的来日外国人游客可乘坐。
※2020年3月31日前有效。



被称为金之湯的红铜色温泉含有超高的铁、
钙及盐分，有治疗肌肉酸痛、皮肤病的
功效。
营业时间：8：00-22：00

（最終入場21：30）
闭馆日：第2、4个星期二（如遇节假日开馆，

闭馆日顺延至下个工作日）、1月１日
费用：成人（中学生及以上）650日元

儿童（小学生）340日元
幼儿免费

独具传统元素又不失可爱的有马笔是
馈赠的首选。纯手工制作，有送子招
福一说。

虽说春秋两季景色最佳，却也一年四季
都可令游客尽享其乐。从有马温泉街步
行即可到达，必赏景区之一。

碳酸仙贝是有马温泉特产，薄脆甘甜，
因加入碳酸故名碳酸仙贝。由有马碳酸
泉水制作，风味独特口感绝佳，值得一
尝。

去有马温泉不可不去温泉源头的天神泉
源。温泉从天神神社直接流入至各个温
泉馆。

被称为银之湯的无色无味的温泉含少量镭
和二氧化碳，有促进全身血液流通的功效。
营业时间：9：00-21：00

（最終入場20：30）
闭馆日：第1、3个星期二（如遇节假日开馆，

闭馆日顺延至下个工作日）、1月1日
费用：成人（中学生及以上）550日元

儿童（小学生）290日元
幼儿免费

营业时间：全天开放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金之湯 银之湯 有马人偶笔 瑞宝寺公园

碳酸仙贝

天神泉源 KOBE-SANDA PREMIUM OUTLETS是西日
本最大的奥特莱斯，汇集了海外及日本的
高端品牌，休闲、运动装等多种服饰。购
物的同时还可品尝美食哦！
营业时间：10：00-20：00
闭馆日：2月第3个星期四

神户北部 从神户中心地区搭乘电车30分钟即可到达日本
温泉排名前三的有马温泉。六甲山与摩耶山自东
向西绵延，休闲施设、户外爬山、观赏夜景等都
可供大家游玩。

神
户
北
部

有
马
温
泉

KOBE-SANDA 
PREMIUM OUTLETS

集美食、采购当地特产、游乐园、BBQ、
温泉、宾馆等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营业时间：10：00-17：00  ※因设施而异
闭馆日：因设施而异
费用：免费

在麒麟啤酒神户工厂可以参观日本顶级啤酒
制造商之一的麒麟啤酒生产车间，还可以品
尝各种刚生产出来的美味新鲜的啤酒。
营业时间：9：20-15：40

（最后的导游解说团15：40开始）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至

下个工作日）
费用：免费

神户水果鲜花公园大泽 麒麟啤酒神户工厂
在KOBE-SANDA PREMIUM OUTLETS的购物能让我
重新找回活力，精神焕发。种类繁多的商店，独特
的宣传方式，特别值得一去。我还非常喜欢奥特莱
斯附近的有机农作物专卖店「神户水果鲜花公园大
泽」。如果喜欢温泉那么有马温泉最好不过了。在
历史街道中散步，去金之湯洗洗温泉，和日本艺伎
说说话，每次来都让我感到此场景似曾相识。安静
的街道与闹市区的对比别有一番风趣。

推荐评语
（P.S./泰国/教师）

神户北部

北神地区

神户



六甲山滑雪场是日本第一个拥有人工雪场
的公园，坡道徐缓，设有雪橇、玩雪特别
区域。适合家人、初学者体验。

六甲索道车可直达六甲山山顶，途中可观赏到
大阪到神户的浪漫风景。营业时间：滑雪  9：00-22：00　

滑雪板  16：00-22：00
※工作日　9：00-17：00

（新年休假除外）
雪场（雪橇、玩雪区域）
9：00-17：00
※冬季无闭馆日。

费用：白天（9：00-16：30、
星期六、日、节假日9：00-15：30）
成人（中学生及以上）2100日元
儿童（3岁以上小学生）1050日元
晚间（星期五、六、日、节假日
16：00-21：30）
成人2600日元　儿童1550日元

六甲音乐盒博物馆收藏展示了全世界最珍
贵、有魅力的八音盒藏品，在这里，可感
受到八音盒的结构、音色，还可体验组装
八音盒的乐趣。
营业时间：10：00-17：00（最終入場16：20）
闭馆日：因季节而异
费用：成人（中学生及以上）1030日元

儿童（4岁以上到小学生）510日元

 六甲山滑雪场　仅在冬季营业

六甲音乐盒博物馆

营业时间：7：10-21：10
全年无休
费用：成人（12岁以上）往返1080日元

儿童（6-12岁）往返540日元
※1-6岁儿童2人同时搭乘时，大人1人免费。

连接有马和六甲山，12分钟即可到达。
空中散步，美景尽收眼底。
营业时间：春季、秋季工作日  9：30-17：10

春季、秋季周末  9：30-20：50
10月、11月  9：30-20：30
春季、秋季星期日、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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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无休　※冬季有定期闭馆日，大约2周时间
费用：成人（12岁以上）往返1820日元/单程1010日元

儿童（6-12岁）往返910日元/单程510円
※老人（65岁以上）打8折

是日本最大的植物园之一，植物种类多达1200种以上。秋季
观赏红叶的游客络绎不绝。
营业时间：9：00-17：00（最终入场时间16：30）
闭馆日：星期三（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至下个工作日）

有季节性活动时开园。
费用：成人（15岁以上）300日元

儿童（小中学生）150日元

六甲垂枝受神户绝美风光及六甲山自然因素影
响而建，酷感十足。

营业时间：10：00-21：00
※非冬季营业时间
详见网页通知。
因天气原因营业时间另行通知。

全年无休
费用：成人（中学生及以上）300日元

儿童（4岁-小学生）200日元

六甲索道 六甲有马缆车

六甲花园露台·六甲垂枝 神户市立森林植物园

于646年建造的古老的寺院，在欣赏神户美景的
同时灵魂也被治愈。天气晴朗可看到淡路岛。
营业时间：9：00-17：00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掬星台展望台的夜景是日本三大夜景，值得
一看。
营业时间：7：10-21：00（天览台）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营业时间：春季、秋季、冬季 （星期一、三、四）
10：00-17：30
春季・秋季（星期五、六、日、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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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
10：00-19：50

闭馆日：春季・秋季・冬季　星期二（如遇节假日开馆，
闭馆日顺延至下个工作日）
※冬季有定期闭馆日，大约2周时间

费用：成人（12岁以上）往返1540日元/单程880日元
儿童（6-12岁）往返770日元/单程440日元

外形独特的索道车和缆车连接摩耶山山顶
和山麓。价值连城的夜景值得一看。

摩耶山天上寺

摩耶景观线

夜景（摩耶山掬星台、天览台等）

摩耶山和六甲山有很多供跑步和爬山的
道路，我个人非常喜欢。六甲山山路纵
横交错，绿色的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摩
耶山掬星台的景色更不用多说了，乘坐
摩耶索道车和摩耶缆车（摩耶景观线）
一定要去看看价值连城的夜景！

推荐评语
（J.B./荷兰/360度全景摄影师）

神户北部

神户北部

六甲山＆摩耶山

从六甲山眺望的风景



是日本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熊猫和考拉的
动物园，游乐设施种类繁多，最适合同孩
子一起游玩。
营业时间：3月-10月  9：00-17：00

（最终入场时间16：30）
11月-2月  9：00-16：30

（最终入场时间16：00）
闭馆日：星期三（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

延至下个工作日）
费用：成人（高中生及以上）600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由著名的建筑学家安藤忠雄设计，是西日
本最高级别的艺术收藏美术馆。
营业时间：10：00-18：00

（特别展会期间星期五、六
10：00-20：0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
至下个工作日）、新年假期（12月31日-
1月1日）

费用：成人500日元
老人（70岁以上）250日元
大学生400日元　高中生以下免费
※特别展会期间入场费用有变动

吸取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经验与教训，学习防灾·减灾知
识。

神户作为甜品街的代名词有很
多有名、好吃的面包店、甜品
店、巧克力店及蛋糕店。是甜
食党的天堂。

滩是日本第一的清酒生产地，
也是世界最高级的酿酒地。酿
酒地主要分布在5个主要区域，
每个酿酒地都有博物馆参观团
和酿酒参观团，还可试饮。

营业时间：星期日、星期二-星期四 9：30-17：30
（最终入场时间16：30）

7月-9月   9：30-18：00（最终入场时间17：00）
星期五、星期六  9：30-19：00（最终入场时间18：00）

闭馆日：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至下个工作日）
费用：成人600日元　大学生450日元　中小学生和高中生免费

老人（70岁以上）300日元
※毎月17日入场免费（17日如果是星期一， 18日入场免费）

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

兵库县立美术馆 人与防灾未来中心 神户甜品 滩之造酒

神户东部
此区域集结了众多高品位的甜品店，也是在日本生产
酒类较多的地区。还有美术馆，动物园，学习防灾知
识的设施等等多项设施。

面炒饭是神户长田地区的当地美食，发
祥于神户。虽做法简单却充满家的温暖。
是非常值得品尝的美食之一。

在这里可以和世界上最热情最懂礼貌的粉
丝们一起观看比赛。被称为NOEBIR的场馆
内设有开合式屋顶。是VISSEL神户、神户
制钢等顶级足球队及橄榄球队的主场地。
2002年FIFA世界杯和2019年橄榄球世界杯
也曾在这里举行。

纪念像重达50吨，高达60英尺，再现了神
户著名漫画家横山光辉作品中的形象。坐
落在人气的商店街中，是喜好漫画和动漫
游客的必去之地。

营业时间：因活动及设施而异
闭馆日：星期四
费用：因活动及设施而异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于805年建造，坐落在能福寺的兵库大佛高
达18m，是日本三大佛之一，无论是否有缘
都值得一去。

营业时间：9：00-17：00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像我一样喜欢古典漫画的人一定听说过，为
纪念和致敬神户出生的著名漫画家而建的「铁
人28号纪念像」。午饭我推荐品尝一下当地
美食面炒饭。神户还有很多闻名全国的食品
生产厂家和甜品。我最喜欢的地点之一是神
户王子动物园，因为那里是全日本唯一一个
大熊猫和考拉都可以看到的动物园。

推荐评语
（T.I./波兰/自营业）

面炒饭

御崎公园球技场

铁人28号纪念像

兵库大佛

神户西部
神户西部有着多样性的魅力。兵库和长田历史文化丰
富悠久，须磨的海滩、面向明石海峡大桥的垂水奥特
莱斯等都可体验到西神户的魅力所在。

神户西部

兵库＆长田

神户

神户



坐落于可面朝明石海峡大桥海边的三
井奥特莱斯购物城内有140个国内外
品牌专门店，集购物美食于一体。
营业时间：店铺  10：00-20：00

餐厅  11：00-22：00
※各店铺略有差异

闭馆日：不定期休馆

位于海边，设有很多娱乐项目可供大
人小孩一起游乐的水族馆。
营业时间：9：00-17：00

（※夏季时延长营业时间）
闭馆日：12月-2月 星期三

（ 新年假期、节假日开园）
※3月-11月 每日开园

费用：成人（18岁以上）1300日元
15岁-17岁　800日元
儿童（小中学生）500日元
幼儿免费

于886年建成，集寺庙、庭院于
一体，来这里宛如身临源平合战
之境。寺内还设有宝物馆，展示
了诸多历史珍品。
营业时间：8：30-17：00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明石海峡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吊桥。夕阳及1084个
彩灯将大桥装点的格外炫目。

可以了解到世界上最长吊桥的制作工艺，还可以在
海平面300m的上空360度俯瞰神户全景。
营业时间：上午  9：30-12：10  下午  13：30-16：10

※需提前预约
（只限中学生以上参观。中学生可和大人一起 ）

旅行团日程：4月-11月星期四-星期日、节假日
费用：成人3000日元　中学生1500日元

须磨离宫公园以凡尔赛宫为原型，为纪念皇室婚礼
而建。玫瑰园的玫瑰争奇斗艳，一年四季都有鲜花
开放。
营业时间：9：00-17：00（最终入场时间 16：30）

※营业时间因活动有变
闭馆日：星期四（如遇节假日开馆，闭馆日顺延至下个工

作日）、新年（12月29日-1月3日）
费用：15岁以上（中学生除外）400日元

中小学生200日元

营业时间：工作日 日落-23：00
星期六、日、节假日、特定日 日落-24：00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这里风光绚丽历史悠久,樱花树多达3200株以上,是
赏樱的圣地。不仅设有徒步路线、娱乐项目、还可
观赏神户海岸景观，适合多年龄层游览。
全年无休
费用：免费

三井奥特莱斯购物城 
玛林匹亚神户

须磨寺 须磨海滨水族园

明石海峡大桥

 桥之世界

须磨离宫公园

须磨浦公园

太山寺是神户唯一的国宝。古代的建筑风格及
其意味深长的历史不容错过。
营业时间：8：30-17：00（12月-2月  8：00-16：30）
全年无休
费用：300日元

在神户葡萄酒城的葡萄园可品尝到当地生产的
口感奢华的红酒。此外还设有BBQ区域及红酒
商店，也可申请导游解说项目。
营业时间：9：00-17：00
闭馆日：新年假期、不定期点检时
费用：免费

Glico固力果神户观光工厂是制造出在日本以
及全世界超人气的零食Pocky的制造工厂。在
这里可以申请参加工厂组办的独特有趣的参观
解说团。无论大人小孩，都来尽情享受零食的
世界吧！
营业时间：9：00-16：30　

参观团10：00-*/11：00-/13：00-*/14：00-/15：00-　
1天5次  *收费项目，可自行选择

闭馆日：星期五、盂兰盆假期、新年假期、工厂维修日
费用：免费（参加参观团需另行收费）

太山寺

神户葡萄酒城

 Glico固力果神户观光工厂

神户西部

神户西部

西神地区

神
户
西
部

须
磨
＆
垂
水

神户西部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我最喜
欢的是须磨。位于海边的「须磨海滨
水族园」有企鹅、海豚及各种鱼类。
须磨离宫公园内有植物园和玫瑰园，
院内有喷泉和各种当季的鲜花，非常
漂亮。在海边，能看到明石海峡大桥
的三井奥特莱斯购物城 玛林匹亚神户
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推荐评语
(S.L./美国/英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