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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吉隆坡

澳洲：悉尼

北美與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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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

墨西哥：墨西哥城

歐洲及中東

意大利：羅馬

英國：倫敦

瑞典：斯德哥爾摩

西班牙：馬德里

德國：法蘭克福

法國：巴黎

俄羅斯：莫斯科

UAE：杜拜

旅遊服務中心(TIC) : 

郵遞區號100-0005　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3-3-1　新東京大廈1樓

電話 : +81 (0)3-3201-3331

營業時間 :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休館日 : 1月1日)

Japan Visitor Hotline
（可365天24小時接待英文、中文、韓文諮詢）

電話 +81 (0)50-3816-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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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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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
東京一日遊
享受絕景之旅

大阪一日遊
享受絕景之旅

東京近郊值得拍照留念的絕景景點相當多。

請好好享受這美不勝收的景色。 

享受大阪的購物之樂後，

也順道遊覽一下附近的絕景景點吧。

SHIZUOKA

2h

Shinkansen Train Bus Ferry

HYOGO

2h 50min

SHIGA

1h 30min

滋賀  烏丸半島.蓮花群生地
覆蓋琵琶湖湖面的野生睡蓮之群生。照

片裡綠葉和桃色蓮花之對比相當賞心悅

目，為日本第一規模蓮花群生地。

※從大阪搭乘電車和巴士約一個半小時

兵庫  竹田城
彷彿飄浮在雲海似的山頂城池，有「天空之城」「日本的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之稱，為幻境之鄉。

※從大阪搭乘電車約兩小時50分鐘

WAKAYAMA

2h

和歌山  友島
為和歌山縣海域的無人島群。和動畫

「天空之城」的景色一模一樣，成為了

熱門的話題。

※從大阪搭乘電車和渡船約兩個小時

靜岡  大家的摩天輪
全日本海拔最高的摩天輪。

眼前就是廣闊的富士山美景，還可遠眺伊豆半島的絕佳景點。

※從東京搭乘新幹線和巴士約兩個小時

SAITAMA

1h 30min

群馬  尾瀨原
日本本州最大的濕地，尾瀨國家公園。以標高

2228m的至佛山為背景，分布在濕地裡美得無

與倫比的觀音蓮是必定要欣賞的景色。

※從東京搭乘新幹線、電車和巴士約兩個半小時

埼玉  羊山公園
一千棵的各種櫻花樹，以及滿地密布著粉紅色

芝櫻的丘陵地等，能飽享日本春天之樂的景色

就在眼前。

※從東京搭乘電車約一個半小時

GUNMA

2h 30min

TOKYO

© City of Chich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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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優惠訊息

日本全國有辦理免稅的商

店為外國遊客提供各種優

惠活動。

訪日觀光客折扣優惠

北海道：白色戀人
以北海道的白雪為意象的

白色巧克力餅乾

京都：吸油面紙
為十分受人歡迎的商品，

具優異的吸收性及對肌膚柔和且舒適的商品。

大阪：食倒太郎布丁
大阪受歡迎的角色變身為布丁。

広島：熊野筆
具傳 統 性 且高品質 的 化

妝筆亦為世界名人所愛。

高知：GOKKUN
　　　馬路村
只使用高知特產的柚子和

清澈的水、蜂蜜所製成的

果汁。

長崎：長崎蛋糕
濃郁的雞蛋香味且細緻柔軟的蛋

糕乃是長崎的經典特產品。

鹿兒島：黃楊木梳
浸 透 山茶 油 後，用 來 梳 頭 髮 的

話，會使頭髮更加光澤艷麗。

1

青森：糕點師之蘋果酥皮棒
洋溢著日本首屈一指的蘋果產地

才有的味道和香氣之酥餅。

2

山梨：桔梗信玄餅
在口感順滑的撒滿黃豆粉的蕨餅

上淋上紅糖漿來品嚐。

4

秋田：稻庭烏龍麵
細且光滑的外觀，顯得十分優雅

的烏龍麵無論是熱的或冷的都十

分可口美味。

3

8

京都：生八橋
柔軟 的外皮包 上各式各樣的內

餡，為暢銷商品。

7

12119
10

6

靜岡：鰻魚派
糕點工匠一個一個精心烤製的濱

名湖特產之點心。

5

日本3大折扣季

在日本配合季節的大型折扣季，一年會舉辦數次。雖不是當年最時麾的服飾，但能以折扣價格買到新品服飾

的優惠時段。離折扣季即將結束期間愈近的話，打折的比率會愈高。但暢銷商品會很快銷售一空。折扣季的

時期因店舖而異，前往購物前請務必確認各家店舖的網頁。

SUMMER
Bargain

7月初～8月初

規模 盛 大 地 舉 辦 相當長 的 一段 時 間。早

一 點 的店舖 六月中旬就 開 始 進行 預 售，

七月舉 辦 主 要 減 價 活 動。可以 買 到 夏 天

的服飾。

夏季折扣季

WINTER
Bargain

12月中旬～1月底

和夏季 一樣，到1月底的最終減價活動為

止，花相當長的時間來舉辦規模龐大的減

價活動。外套或長靴等高價位的物品能以

折扣價買進，是相當受歡迎的折扣季。

冬季折扣季

NEW YEAR'S
Bargain

1月初

以新春減價為題，於一月初舉辦。雖和冬

季 折扣 時 期 重 疊，但 這 時 間 有 不 少店 舖

都會特別販售裝 有各式各樣 特價 商品的

“褔袋＂。

首賣會

免稅手續

在日本全國有辦理免稅的商店購買普通商品（家電產品、衣物、

鞋子、手袋、鐘錶、珠寶飾品等）、消耗品（食品、飲料、化妝品、

醫藥品等）可免消費稅。詳情請見以下網頁：

享受日本
購物之樂

很多都是當地才能買到的特產品，如果看見它們的話，請一定要買下它。 超推薦
日本名產選

12選

https://tax-freeshop.jnto.go.jp/chc/index.php

消息來源：竹田化妝筆製作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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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季

地獄谷野猿公園／長野
地獄谷溫泉位於湯田中澀温泉鄉，

尤其因為日本獼猴在此泡温泉為人

們所知。您可以在「地獄谷野猿公

苑」觀察野生的日本獼猴。

日本國土南北細長，北方的北海道與南方的沖繩，即使在相同的季節，冬季甚至溫差將近 40 度。因

季節不同，氣候也明顯各異，故能享受四季各異的美麗自然風情。四季的變遷使日本人培養出獨有的

審美觀，自古以來也支撐著其獨特的文化。春季的「賞花」或秋季的「賞楓」等，各季節的風情也都

反映到食物及生活上，這些享受四季的習慣也被傳承了下來。

大內宿／福島
大內宿被指定為國家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茅草屋頂的傳統建築，現在被做為飲食

店及特產店來使用，並受到良好的保護。

渡月橋／京都
橫跨桂川的渡月橋，位於京都市西部歷史古蹟名勝、嵐山。

春櫻秋楓的美麗景色，吸引了海內外眾多的人們到訪。

黑部峽谷／富山
沿著長 86km(53 Miles)、海拔差 3000m(9843 Feet) 的黑部川所形成的深 V 字型大

峽谷。行駛於峽谷的小火車也相當受歡迎。

吉野山／奈良
吉野山為眾所皆知的日本

第一賞櫻名勝。3 月下旬

左右，櫻花從山麓朝山頂

逐漸盛開。

足利花卉公園／栃木
這是能欣賞到各種四季時

令花卉的公園。象徵著這

個公園的「大藤」，在於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舉辦

的藤花祭吸引不少觀光客

到訪。

寸又峽／靜岡
此區風景以「夢之吊橋」聞名，該橋橫跨在夢幻的祖母綠川流

上。附近的寸又峽温泉也是熱門景點。

川平灣、石垣島／沖繩
在川平灣這個以擁有世界屈指可數的透明度而自豪的海域裡，海面上浮出許多

小島。雖然因潮流湍急無法在其中游泳，但能從觀光船上欣賞其壯麗景色。

春

秋 冬

夏

© Jigokudani Yaen-k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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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竿燈祭／秋田
這是為了祈求盛夏無病無災的祭典，每年於 8 月 3 

日 ~6 日舉行。此祭典被指定為國家重要無形民俗

文化財。人們運用手掌、額頭、肩膀或腰間頂著掛

滿燈籠的竿子，跳著舞以祈求豐收。

仙台七夕祭／宮城
源自於中國星節的「七夕」，於每年 8 月 6 日起

為期三天的年中大盛事。市區內拱廊商店街的頂部

到處都掛滿了巨大的七夕竹飾。

日本煙花大會
煙花大會是夏季日本旅遊的一大特點。日本的煙火技術十分先進，而日本的煙火秀

精彩程度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日本全國各地都會舉行煙花大會，時期主要

集中在 7 月和 8 月。

祗園祭／京都
每年 7 月一整個月舉辦各種祭神儀式及行事。主要活動是 7 月 16 日的宵山以及於 7 月 17 日、24 日分 2 次進行

的「山鉾」（彩車）巡行，被登錄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無形文化遺產。

札幌雪祭／北海道
2 月上旬，在以位於札幌中心地的大通公園為主，

市內共有三個會場，場內設置各種大型的雪雕像或

滑冰場、冰製的溜滑梯等。

青森睡魔祭／青森
此祭典被指定為國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於每年

的 8 月 2 日 ~7 日舉辦。裝載著大型紙糊人偶的花

車及舞蹈隊在市內巡迴表演。

歐瓦拉風盂蘭盆節／富山
於 9 月 1 日 ~3 日，在位於富山市南部的八尾町舉行。

從傍晚開始，由遮住臉的男女隨著民謠節奏起舞的祭

典。被燈籠的微光所照亮的市街風景，及優雅的舞者，

編織出幻想世界。 

高山祭／岐阜
高山祭起源自 16 世紀後期。是於 4 月 14、15 日

舉行的春季「山王祭」及 10 月 9、10 日舉行的秋

季「八幡祭」的總稱。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絢爛豪華

的「祭屋台」( 人力屋台型花車 ) 與遊行隊列。

日本的「祭」代表著祭典，源自於祭祀神明之「祭祀」一詞。在自古以來稻

作盛行的日本，人們在開始插秧的春季祈求豐收，夏季祈求遠離疫病或颱

風，並在稻作收穫的秋季表達對神明的感謝，舉行祭典。另外，相傳死者或

祖先會於 8 月中旬盂蘭盆節期間返回人間，為了祭祀他們的靈魂而舉行盂

蘭盆舞及送魂火等佛教儀式。祭典、活動

© Akita City Kanto Festival Committee
© Aomori Tourism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 Toyama Tourism Organization © Takayama cityCourtesy of Sendai Tanabata Festival Support Association



Tazawako Kakudate Tourism Association

10

唐津宮日節／佐賀
在佐賀縣唐津市唐津神社，於 11 月 2 日 ~4 日期

間舉辦的秋季例行大祭典。伴著節奏拉著由乾漆技

法所製成的巨大花車在囃子（笛鼓伴奏）聲中遊

行。

乳頭温泉鄉／秋田
乳頭温泉鄉是指散布在十和田八幡平國立公園內乳

頭山麓的 7 個温泉，各自擁有獨自的泉源，泉質

也是多種多樣。

岸和田花車祭／大阪
男子們勇敢地拉著彩車在街上奔跑，這壯觀

動魄的場面是岸和田花車祭的最大特徵。在

每年 9 月於大阪府南部岸和田市舉行。

阿波舞／德島
擁有 400 年歷史的德島市阿波舞，於每年 8 月中

旬盂蘭盆節期間舉行，據說參加盛會的舞者多達

10 萬人，是日本三大盂蘭盆舞之一。

城崎温泉／兵庫
位於兵庫縣北部豐岡市的温泉街，河川沿岸

的柳樹風情萬種。除了住宿旅館外，還能巡

迴被稱為「外湯」的七個公眾浴場享受「外

湯巡禮」之樂。

在火山眾多的日本，火山性溫泉也很多。依其源泉成分不同而

有不同的功效，有的能治療傷口或疾病，以及治癒動物的傷口

等，有不少和溫泉地有關的神話或傳說至今仍被流傳著，由此

可知自古以來溫泉的功效早就為人所知。日本全國各地都有附

設住宿設施的溫泉，除了長期滯留於溫泉地進行溫泉療養的

「湯治」之外，也有許多日本人會把一日或多日的溫泉旅行做

為娛樂活動來享受。

溫泉

11

別府温泉／大分
以被稱為「別府八湯」的八個温泉鄉為中心，有數百個温泉分布於此，

是泉源數及湧出量堪稱日本第一的温泉地。將温泉湧出的模樣和各種

顏色的温泉用地獄來做比喻的觀光勝地亦很有人氣。

草津温泉／群馬
為代表日本的温泉勝地。因草津温泉屬高温，需

用木板攪伴降温，也舉行讓水温下降的「湯揉

（Yumomi）」的表演。

博多祗園山笠／福岡
每年 7 月 1 日 ~15 日於福岡市舉行，擁有 700 年以上的傳統。

由扛手抬著「扛山笠」互相競爭的「追山」環節為其最大看點。

(Hot Springs)

日本有很多温泉設施，市街中也到處

都有公眾浴場。對日本人而言，入浴

不只是將身體的污垢洗淨，其目的在

於悠閒地浸泡在浴缸裡，消除一天的

疲累。

日本人的入浴習慣小知識

祭典、活動

© Kishiwada city

© Kusatsu Onsen Tourism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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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旅館
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白川鄉裡，有合掌造

（人字屋頂建築）的旅館。可和當地的民眾進行

交流，並感受往昔的生活，同時品嚐鄉土菜餚。

白川鄉點燈活動為「完全事先預約制」。

要說日本代表性的住宿設施，那就是旅館。和風的建築，客房為舖有榻榻米的和室，在溫泉地有的旅

館在房間裡附設露天浴場。一般來說附有晚餐及早餐，在旅館內能穿浴衣自由走動，體驗在榻榻米上

舖上棉被入睡等日本文化。也有家族經營等的小規模民宿。另外還有飯店或膠囊旅館等，可依預算和

喜好，選擇各式各樣的住宿設施。

高級旅館
如果您想在為數不少的住宿設施當中，挑選出能讓您渡過優雅時光的住宿設施，推薦

您名門高級旅館。其中有創業數百年的老舖旅館或是能享受温泉、絕景、美食的旅館

等，可依使用目地進行選擇。

日本各地散布著靈活運用當地優勢來經營的旅館。每個旅館都能提供給您日式待客方

式「Omotenashi（款待）」。

宿坊
原本為設置於佛教寺院內，提供僧侶或參拜客住

宿的設施，但也開放一般民眾住宿。也有的寺院

提供齋食菜餚品嚐、坐禪體驗等。

膠囊旅館
單人住宿空間就像是膠囊的樣子，也因此較其他

住宿設施來得便宜。過去大多以男性為主要客群，

近年來提供女性住宿的膠囊旅館也持續增加中

住宿

© HOSHINOYA Kyoto - Hoshino Resorts Inc.

© Shirakawa village office

© 9h nine hours / photo by Nacasa & Partners

©Koyasan Shukubo Association



1514

拉麵
原本自中國流傳而來，傳入日本

後被加以改良，演變成現在的拉

麵。依地域的不同，湯頭和麵條

都各具特色，在日本各地您可品

嚐到各式各樣的拉麵。

居酒屋
居酒屋是能同時品嚐美酒與佳餚的地方，裡面有許多下了班在回家路上

小酌的上班族。居酒屋所提供的料理種類也非常豐富。

1 32 54

食
高級的日本餐點，乃是苦修多年的廚師所創作的食之藝術品。精選當季的新鮮食材，以廚師精湛

的技術制作而成。不只是日本料理，還有很多可以享受到世界各國餐點的餐廳。另外，屬於庶民

飲食的平價餐點中，也有不少美味的菜餚。特別是拉麵十分受人歡迎，甚至有人以到處尋訪美味

的拉麵店為興趣。

壽司
壽司廣受日本人喜愛，不只是在高級店舖，在平價的迴轉壽司

店也可以吃到。日本各地都有只有當地才能品嚐到的特色壽司。

1. 毛豆　清燙豌豆。 2. 炸雞塊　油炸調味過的雞肉。 3. 烤雞肉串　以竹籤把雞肉串成一串後燒烤。 
4. 煎雞蛋　以高湯等調味後煎成的雞蛋。 5. 湯汁油炸豆腐　在油炸的豆腐上淋上湯汁所製成的料理。

居酒屋的代表性菜單

會席料理
套餐形式的日本料理，基本上內含一湯三菜。活用

當季的食材，無論是盛菜器皿或是裝盤，都充分表

現出季節感。



1716

在市場或超市、百貨公司地下街的食品賣場、24 小時

營業的便利商店等，能買得到日本人經常購買的食品。

日式食品、西式食品、中華料理等種類豐富的熟食及便

當都十分受歡迎。在這裡能買到比餐廳更便宜的美味食

物。另外能和貓或鳥兒等動物玩耍的咖啡廳也很熱門。

貓咖啡廳
在這類型的咖啡廳中，您可以一邊和貓或貓頭鷹等動物嬉戲，一邊用餐或喝茶。

在這裡可以放鬆身心，十分受人歡迎。

採水果
以草莓為首，葡萄或梨子等，在設有「摘水果」活動的農場，

您可以就地品嚐現場採收的當季水果。

甜點

日式點心
以日本傳統製法所製成的日式點心。很多

點心的外形充滿季節氣息，外觀美麗，令

人賞心悅目。

百貨公司地下街
日本大部分的百貨公司都在地下街設有食品賣場。提供熟食或便當、甜點等，

名店也會在此設置店舖。

市場
主要的大都市裡都有被稱為「市民廚房」的市場。這種市場的魅力在於

蔬菜或水果、肉、魚貝類等新鮮食品應有盡有、一應俱全。

食

© Mitsukoshi Nihombashi Main Store

© nekonoirukyukeijo nikukyu

© Osaka Convention & Tourism Bureau

Photo credit: Kanazawa City



傳統　藝能

1918

日本有著自古以來傳承下來的藝術及技能。戲劇、音樂、舞蹈等，雖說其歷史各異，

但各式各樣的藝能流傳至今。除了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的藝能，也有不少原本是從中國

等海外流傳而來的文化，傳入日本後發展成日本藝能。歌舞伎、能樂、文樂還被指定

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無形文化遺產。

能樂
相傳起源至數百年前，其中深受庶民喜愛的歌舞音樂、獻

納給神靈的舞蹈則在 14 世紀獲得很大的發展，演變為精湛

的假面歌舞劇流傳至今。

歌舞伎
這種藝能據說源於 16 世紀，由名叫出雲阿國

的女性所創作的「歌舞伎舞」，現在則全部由

男性來飾演。

© SHOCHIKU Co., Ltd. / © KABUKI-ZA Co., Ltd.

文樂
起源於 15 世紀，於 18 世紀集大成，是由太夫（人偶師）、三弦琴（音

樂）、人偶組成的傳統人偶劇。

花道
亦稱為「插花」，將四季應時的花朵或樹木剪下，插在插花用的容器

內，為展現、觀賞其姿態之優美及生命之高貴的藝術，有著各種流派。

茶道
重視季節感，為了款待來賓，依照傳統的作法泡茶待客。其中也包含

裝飾於茶室的美術品及茶用具之綜合藝術。

武道（劍道）
所謂武道是從傳統的日本武術所發展出來。劍道是以劍術來鍛錬身心

的武道，通過練習來達成鍛鍊身心，形成人格為其目的。

相撲
由兩名力士在相撲台上較勁的武藝、武道，為日

本國技。日本相撲協會所經營的職業相撲，每年

舉辦六次，於奇數月召開。

© TCVB

© Haga Library

© Haga Library



傳統　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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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 / 益子燒 ( 栃木 ) 陶藝 / 有田燒（佐賀） 和紙（日本紙） / 石州和紙（島根） 人偶 / 達摩（群馬）

紡織品 / 西陣織（京都） 紡織品 / 有松・鳴海紮染（愛知）

木工藝品 / 樺細工（秋田） 漆器 / 會津塗（福島）

錫器 / 大阪錫器（大阪） 

其它 / 浮世繪（東京） 其它 / 薩摩切子（鹿兒島）

日本各地有許多傳統工藝品，這些工藝品使用了當地特產的原料，及自古傳承

下來的技術、技法來製成。幾乎所有的傳統工藝品都於日常生活中使用，因長

年為眾多人們所使用，其美觀性及實用性也大幅提升。在維持其原有風格的基

礎上，加以改良以便用於現代生活中使用。

人偶 / 

博多人偶（福岡）

木工藝品 / 

箱根寄木工藝（神奈川）

和紙（日本紙） / 

本美濃和紙（岐阜）
本美濃和紙保存會

漆器 / 

輪島塗（石川）

鐵器 / 南部鐵器（岩手）

© Shimane Prefecture © GTIA

Aizuwakamatsu Tourism Bureau

K.TAKEDA&CO,LTD.



神樂殿（舉行祭神舞樂之殿）

© Fujiyoshid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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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雲大社／島根
出雲以神之國度為人所知。相傳於舊曆 10 月，全日本的神明集結在此。另外，據說

出雲大社在締結良緣上很靈驗。

山寺／山形
傳說山寺是於 860 年由天台

宗慈覺大師所設立的。沿著

山林的大自然建造，有超過

800 階的石階梯。

元乃隅神社／山口
前往元乃隅神社的參拜路上林立著 123 座鳥居，

被美國電視台 CNN 選為「日本最美麗的場所」

31 選之一。

明治神宮／東京
明治神宮位於原宿站附近。這裡供奉著明治天皇

（1852-1912）與昭憲皇太后（1850-1914）的神位。

寺社
日本各地都有寺社佛堂（寺院、神社）。寺院和神社都是日式建築，或

許看起來有些相似，但兩者性質不同。神社是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之

設施，分別祭祀因有數不盡之多而被稱為「八百万」之神，是以自然、

現象及神話為起源的各式各樣神明。寺院是指據說於 6 世紀傳入日本的

佛教祭祀設施。

寺院神社

新仓富士浅间神社与忠灵塔／山梨县
位于富士吉田市的新仓富士浅间神社创建于 705

年。春天有 550 棵樱花树争相盛开。据说从这里

眺望到的富士山景色相当美丽，堪称日本第一。  

鶴岡八幡宮／神奈川
位於熱門觀光勝地鎌倉的鶴岡八幡宮。一年有數次鏑流

馬（騎射比武）等祭祀活動，春季能飽享參道路上的櫻

花美景。

宇佐神宮／大分
為全國四萬家以上，以祭祀廣受武士、朝廷信仰

的八幡大神之神社的總本宮。

佛堂

三千院／京都
位於京都市北部，大原的三千院創建於 8 世紀。在院內的往生極

樂院有 12 世紀製作的阿彌陀坐像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

善光寺／長野
善光寺的本堂被指定為國寶，其
主佛是一光三尊阿彌陀如來——
頂著一個光環的一組三尊神聖佛
像。主佛的阿彌陀如來立像是平
時不開放參觀的「秘佛」，但按
虛年每 7 年會舉行一次「御開
帳」（佛像開龕）儀式，此時可
以一睹主佛的替身佛「前立本
尊」的風姿。善光寺作為眾人敬
仰的寺廟距今已有約 1,400 年
的歷史，如今仍吸引著來自日本
各地的虔誠香客。

© Zenkoji Temple

平等院鳳凰堂／京都
鳳凰堂於 1053 年落成，安置了約 1,000 前製成的國寶佛像。

此寺院全體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 Byodoin



國立新美術館

國立博物館
設立於東京、奈良、京都、九州（福岡太宰府）四處的國立博物館。

展示日本的美術品及歷史性資料等。

2524

美術館、博物館
日本全國有各式各樣具特色的美術館及博物館。常設展覽以外，也隨時

舉辦企畫展。除了必看的展示物之外，經名建築師設計的特色建築物也

不容錯過。想要更深一步了解日本歷史及文化的話，推薦您國立博物館。

國立新美術館／東京
於 2007 年，在六本木開幕的日

本最大規模的國立新美術館。由

日本引以為豪的建築家黑川紀章

所設計。

恐龍博物館／福井
位於勝山市的恐龍地質與古生物學博物館。以恐龍全身骨骼為首，展示多數化石、立體透

視模型及精巧的復原模型。

因正值翻修期間，展示內容可能出現變更。

日本科學未來館／東京
這裡除了介紹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以外，還向人們展示機器人在我們
的生活中如何工作，所有年齡層的人均能盡興的地方。

箱根雕刻森林美術館／神奈川
於 1969 年日本國內第一個開幕的戶外美術館。可在

箱根雄壯偉大的大自然中欣賞雕刻。

十和田市現代美術館／青森
該美術館的概念是「將整個官廳街道建為美術館」，其周邊設有美術廣場及街

道傢具。

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石川
位於金澤中心部的美術館，其概念為「以全市為對

象的開放式公園美術館」。由妹島和世與西沢立衛

（SANAA）所設計。

© 福井縣立恐龍博物館

九州國立博物館

Leandro ERLICH, "The Swimming Pool", 2004  
Photo: WATANABE Osamu  

Courtesy: 21st Century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Kanazawa

Miraikan

Photograph provided by The Hakone Open-Air Museum



TM & ©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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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江戶村／栃木
重現江戶時代的歷史主題樂園。您可以在這裡穿上只有在日本才有的忍者或武

士家公主的服裝，也可以體驗從前的武士生活。

娛　樂
猶如誤入於異世界的主題樂園，不論年齡，任誰都能在這裡忘卻日常盡情遊玩，是非常熱門的景點。

日本全國都有各具特色的遊樂園、動物園、水族館等。如果您除了觀光之外，也想感受不同的日本，

請一定不要錯過以下的精選介紹。

Your Guide   

Your Guide                       to JAPAN
to JAPAN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沖繩
位於沖繩本島西北部本部町的海洋博公園內的水族館。能觀賞

悠遊於巨大水槽內的世界最大魚───鯨鯊及鬼蝠魟等。

旭山動物園／北海道
位於旭山市，以能觀賞到動物的行動及生活的「行動展

示」而受矚目的動物園。在冬季裡，為了解決企鵝運動

不足的問題和逗趣遊客，會讓牠們在園區裡散步。

海遊館／大阪
擁有 14 個巨大水槽的世界最大等級的水族館。館內的特別設計

給來訪遊客們動物們近在咫尺的錯覺，還能觀賞到動物如同在野

生環境中自由活動的情景等。

豪斯登堡／長崎
這個主題公園將光彩奪目的荷蘭街景、季節花卉、燈光表演等呈現給您。您可以享受遊戲

類的遊樂設施。

富士急樂園／山梨
位於富士山麓，富士吉田市的遊樂園。有很多雲霄飛

車等獨特的「尖叫系」遊樂設施，也有不少遊客特地

來此，就為了搭乘這些遊樂設施。

日本環球影城（USJ）／大阪
透過表演秀和遊樂設施，讓您體驗好萊塢電影世界及受歡迎卡通人物表演秀的主題樂園。

Okinawa Commemorative National Government Park (Ocean Expo Park) / Okinawa Churaumi Aquarium

© KAIYUKAN

© EDO WONDERLAND 

©HuisTenBosch/J-20487



關於日本之免稅制度，詳情請參考右記網頁。

2928

秋葉原／東京
原本就電氣街而出名，加上漫畫及動畫的專賣店眾多，

因此匯聚了世界各地的漫畫迷。女僕咖啡廳也非常多。

中野百老匯／東京
這是位於中野的購物中心，有著許多二手漫畫、動畫、

玩具等專賣店，也被稱為「獨有文化之聖地」。

獨有文化
Your Guide   

Your Guide                       to JAPAN
to JAPAN

購　物
免稅制度適用於在日本逗留少於六個月的外國旅客。免稅制度是指免除 8％或 10% 的消費稅（截至

2019年10月），以個人消費之物品為對象。免稅對象為一般物品（家電、飾品、手錶、衣服類、鞋子、

手袋、雜貨等）及消耗品（食品、飲料、醫藥品、化妝品等）。  

Your Guide   

Your Guide                       to JAPAN
to JAPAN

漫畫、動畫、電子遊戲與角色商品是日本引以為傲並向海外輸出之獨特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很

多地區以流行文化與主題公園而聞名，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年輕人聚集的地方以引領最新時

尚潮流而著稱。

在便利商店購買門票
演唱會、體育賽事、相撲等各種活動的門票

都可以在便利商店買到。有些便利商店還設

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日圓現鈔的自動提款機

（ATM）。

百貨公司

URL　https://tax-freeshop.jnto.go.jp/chc/index.php

各式各樣的店舖（百貨公司、家電量販店、藥妝店等）
百貨公司內，服裝或服飾雜貨、化妝品或食品等各式各樣商品款式種類齊全。購買家電產品可以到電氣街。另外還有藥品

及化妝品種類豐富的藥妝店。您可以依購物目的不同選擇商店。所有商品都是 100 日圓的百圓商店最適合用來挑選伴手禮。

便利商店

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京都
位於京都市內的日本第一個綜合性漫畫博物

館，匯集了日本國內外有關漫畫的珍貴資

料，亦保存著日本江戶中期 ( 十八世紀 ) 的

雜誌等重要資料。
© Kyoto International Manga Museum

原宿時尚服飾／東京
原宿竹下通周邊，從以前就有很多服飾店林立，吸引眾多年

輕人來訪。為時尚服飾的中心地，也成為了流行的發信地。

© TCVB

寶可夢中心 / 東京
這是日本最受歡迎的動漫角色之一「寶可夢」的官方商店。在日本各地
都有店鋪，包括東京、橫濱、大阪等主要城市。不僅有玩偶和雜貨等人
氣商品，還有許多能讓寶可夢粉絲感到開心的服務和優惠活動。

Isetan Shinjuku Main Store

©2023 Pokémon. ©1995-2023 Nintendo/Creatures Inc./GAME FREAK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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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地山區都設有各種路線，從正式的登

山路線，到較為輕鬆的健行路線，應有盡

有。

戶外活動

自行車運動

衝　浪

漂　流

健　行

浮　潛

白馬／長野
長野縣白馬村降雪量豐富，還擁有日本國內最大

型的滑雪場，這裡曾是長野冬季奧運會的會場。

其住宿設施也相當完備。

宮崎
日本各地的海岸都能享受衝浪之樂，特別是九州宮崎縣因其氣

候温暖，東部海岸成為極佳的衝浪地點。

長瀞／埼玉
氣候漸暖的 5 月至 9 月左右，也能享受在河川遊戲之樂。流

經埼玉縣長瀞町的荒川，其溪流沿岸大自然壯麗，是非常熱

門的漂流地點。

慶良間諸島／沖繩
沖繩縣位於日本最西端。而慶良間諸島是以世界屈指可數的

透明度為傲的海域，在這裡可進行浮潛及水肺潛水等活動。

Your Guide   

Your Guide                       to JAPAN
to JAPAN

日本國土有約 70％為山地，周圍為海洋所環繞，眾多的河流、湖泊及沼澤散布於全國各地。因國土

南北細長，依地域不同氣候也各異。夏季的 7~8 月於全國各地能飽享海上運動之樂。12~3 月左右於

雪量多的區域能滑雪。活用地理及自然環境，整年都能在日本各地享受各式各樣的運動之樂。

島波海道／廣島、愛媛
連結廣島縣及愛媛縣，全長約 70km 的島

波海道上，設有日本第一條能橫渡海峽的

自行車專用道。

大山／鳥取
入 選 為「 日 本 百 大 名 山 」 的 大 山 標 高

1729m(5673 Feet)，為鳥取縣最高峰，分

設有初學者到健行高手用的多個登山路線。

滑　雪 藏王／山形、宮城
位於山形縣及宮城縣交界的藏

王連峰。這裡的滑雪場可以觀

賞到樹木完全為雪所覆蓋的霧

淞美景，另外，在這裡也會舉

辦藏王連峰的觀光旅行。



©Senso-ji

3332

澀谷
日本年輕人文化的傳達之地。體驗車站前全向十字路口後，來找尋可買到日本起源的卡哇伊商品

的店家吧！

台場六本木燈光秀 東京晴空塔 ®高尾山東京車站

東京為日本首都，是最大的人口集中都市，也是經濟、政治、文化

中心地。是最新的時尚流行以及先進技術的發信基地，同時也是能

享受日本昔古傳統文化樂趣的場所。熱門話題的景點相繼開幕，持

續地引領最新流行動向的這個城市，預定 2020 年舉辦東京奧林匹克

運動會．殘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目前在進行各種大會的籌備，深受

世界注目。

京東

©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 © TCVB

©TOKYO TOWER

皇居
於東京的中心，為日本皇室的住處。為護城河以及城牆所環繞，一部分以

公園名義對外開放，除東御苑每週五天對外開放一般民眾參觀外，於櫻花

盛開的春季以及楓紅的秋季時，乾通（大街）也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銀座
為世界高級名品店以及百貨公司林立的購物街。這裡也是許多世界一流餐廳的所在處。

淺草 / 上野
想要感受日本傳統情趣的話，必定要到這個地區。雷門的大燈籠為指南地

標。很多觀光客都會來此一遊。

新宿
以日本乘客流量最多的新宿車站為中心，向東延伸為繁

華街、向西開展為大樓辦公廳街。林立著往昔風情的小

酒館「思出橫丁（ 回憶小巷）」也頗受觀光客歡迎。

© TCVB

© TCVB



都 阪

衹園
從鴨川往東至八坂神社之四條通南北一帶，為傳統的町屋 ( 並設有商店的住宅 ) 建築林立的繁華街。附

近有八坂神社及建仁寺、圓山公園等，可觀賞的景點很多。

東福寺
東 福 寺 是 京 都 最 大 的 寺

院， 於 建 長 7 年（1255

年）建造完工。「八相之

庭 」 位 於 環 繞 方 丈 的 四

方， 被 列 為 國 家 指 定 名

勝。從通天橋可以欣賞到

秋季動人的楓紅景色。

大阪城
於 1585 年由當時統治日本的豐臣秀吉建造，作為統一日本之象徵建築。以燒毀後重建的天守閣（古

日本城中的中心建築）為中心的大阪城公園，在春季能享受賞梅花及櫻花之樂趣。

道頓堀
大阪的繁華街。能感受大阪獨特的

形形色色渾然一體的氣氛，也能品

嚐到章魚燒等起源於大阪的速食食

物之美味。離大阪市民的廚房．黑

門市場也近。

天橋立 梅田遠眺景色（大阪） NIFREL in EXPOCITY produced by 
OSAKA AQUARIUM KAIYUKAN

西本願寺嵯峨野、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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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離宮二條城
1603 年至 1868 年期間，德川家族統治日本長達 260 多年，而元離宮

二條城即是德川將軍家來訪京都時的居城。寬廣的護城河、雄偉的石牆

及厚重精巧的門戶，直至現代仍令人印象深刻。

京都是世界最受歡迎的觀光城市之一，能觀賞具歷史性的神社寺院之

傳統建築以及各式各樣的庭園，也能品嚐傳統的日本食物。而大阪則

是西日本經濟中心地，矗立著不比東京遜色的最先進建築物，也是庶

民飲食文化之地，能品嚐到關西地區獨特的佳餚美食。  

京 大

© NIF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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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館
於 2016 年 3 月北海道新幹線開通，可搭

乘新幹線直達的函館，以從函館山頂俯瞰

的美麗夜景遠近馳名。能欣賞美麗的港口

特有的風景，也能品嚐新鮮的海鮮餐點。

札幌
每年 2 月舉行雪祭的札幌，聚集了大型飯店以及飲食店，亦為北海道觀光之中心地。於此處的繁華街．

薄野聚集了很多家小酒館以及成吉思汗 ( 烤羊肉 ) 店，拉麵店等餐廳。

小樽
小樽位於札幌之西北部，為古老倉庫林立的運河城。以玻璃工藝聞名的這個城市能盡情

地品嚐新鮮的海鮮餐點以及壽司。

青池釧路市
丹頂鶴自然公園

鄂霍次克海 流冰 UPOPOY（民族共生象徵空間）

富良野
位於富良野市，彷彿彩虹般地盛開著五彩繽紛的花朵，成為夏季北海道象徵性風景，為夏季北海道之旅的

主要目的。

新雪谷
從札幌搭乘巴士約 3 小時。廣闊且以粉狀雪深獲好評的新雪谷滑雪

場，是讓世界各地的滑雪迷為之心醉的場所。

位於日本北端的北海道，夏季涼爽舒適，冬季降雪很多。自然景觀優

美，是令愛好戶外活動者興奮不已的場所。而且冬季滑雪場的粉狀雪

品質極優，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滑雪迷匯集於此。在札幌以及函

館等各大都市有為數不少的餐廳，能品嚐到使用只有在北海道才能收

穫的豐富且新鮮的食材所製作的餐飲以及甜點。

士幌線拱橋

海道北

Courtesy of The Foundation for Ainu Culture

© Farm Tomita 

Niseko Village K.K

Lake Shikotsu Festival Committee



3938

鶴城
於 1384 年創建的鶴城，因於 1868 年內亂之際，敵人花一個月也未能

攻陷，故以堅不可摧之城而聞名。1965 年重建，以紅瓦以及銀色的鯱

（(Shachihoko) 虎頭魚身的海獸形屋頂裝飾瓦）為其特徵。周邊有茶

室、日本庭園等。

角館 
為秋田城下町（以城為中

心所發展的城鎮）的角

館，保留著多數古老武士

住宅，因街道的景色及風

情都和京都相當類似，故

有小京都之稱。賞櫻季節

裡，點綴在武士住宅街的

櫻花，充滿著情趣又十分

優美，吸引了不少觀光客

來訪。

弘前
弘前城周邊以賞櫻景點遠近馳名。超過 2500 棵的櫻花樹形成隧道，散滿在護城

河的櫻花花瓣所形成的美景更是海內外皆知。

出羽三山（羽黑山、月山、湯殿山） 銀山温泉 盛岡　碗仔蕎麥麵（一口麵）仙台十和田湖

松島
由散布在宮城縣內為數 260 個大小島嶼所構成的如畫般的美麗港灣。為日本三大風景名勝之一。

中尊寺
於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岩手縣平泉的代表性建築物。以祭祀著過去統治這個地區

的藤原氏三代、全面貼有金碧輝煌的金箔之金色堂聞名於世。

由本州北部六個縣（青森、秋田、岩手、山形、宮城、福島）所構成

的地區。連綿在青森及秋田的白神山地登錄為世界自然遺產，而位於

岩手的平泉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因雄偉浩大的大自然之滋養，這個

地區有著很多的風景名勝地以及歷史古蹟。東北地區也有為數不少的

温泉地，因其地點的不同，成分也各異，其色澤、氣味或是功效也不

同。而能品嚐各地獨具特色的鄉土餐點也是其魅力所在。

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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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越
川越有「小江戸」之稱，仍保留著江戶時

代古老街景。可在倉庫式建築物或是糕點

店舖林立的街道漫步，享受購物之樂。

日光東照宮
是於 1617 年，為了獻給江戸幕府首

代將軍德川家康，從全國各地集結一

流工匠，以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所建造

的神社。陽明門等建築物被登錄為世

界文化遺產。

鎌倉
12 世紀日本最初的武士政權，就建於此

地，除歷史遺址外，大佛、長谷寺、明月

院等，可參觀的景點相當多。沿著海岸線

行駛的江之電，洋溢著情趣，十分受歡迎。

富岡製絲廠偕樂園 成田山 富士箱根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横濱
橫濱為僅次於東京的關東地區人

口第二多的都市。除中華街外，

還有流行時裝商店林立的元町、

紅磚倉庫街等多數觀光景點。大

型客輪也靠岸停泊之港灣風景更

是美不勝收。

尾瀨
為日本最大的高原之濕地地帶。於冰河期誕生

的這個濕地地帶，以能觀察珍貴且難得可見的

植物聞名。最適合春季到夏季期間的徒步旅行。

關東地區指的是以東京為中心，其周邊的千葉縣、神奈川縣、埼玉縣、

群馬縣、茨城縣、栃木縣。與東京之間的交通十分方便，能觀賞具歷

史性的寺院或是神社、佛像，也能散步於洋溢著異國情趣的港埠街道，

還能在海岸邊遊玩並品嚐新鮮的海鮮。有能享受大自然之美的山林或

溪谷，也有為數不少的温泉，能有各形各色的玩樂方法。

東關

© Kamakura City Touris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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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山黒部
除了冬季外，可轉乘纜車以及高原巴士前往

標高 2500 ｍ之高地。可觀賞到高山植物以

及雷鳥等珍貴動物，夏季也能欣賞到終年積

雪的溪谷。

松本城
位於長野縣松本市內，為擁有日本現存最古老天守閣（古日本城中的中心建築）的城池之一。以北阿爾

卑斯群山為背景，投影在護城河裡的天守閣之雄姿令人嘆為觀止。

砺波之鬱金香

越後湯澤三保之松原

佐渡  梯田

輕井澤

富士山
2013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

產，是日本最高峰 3776 ｍ

(12388ft) 之山岳，為日本

的象徵。可從静岡縣、山梨

縣進入，自 7 月至 8 月期

間，可登往山頂。位於日本列島中央，為夾在關東以及關西之間的廣大區域。富士山坐

落的山梨、靜岡，高原及山岳地區占大部分的長野、岐阜，臨近日本

海的新潟、富山、石川、福井，擁有大都市名古屋的愛知，有綿長海

岸線的三重縣等，是富有多樣化的區域。

河津櫻
於靜岡縣河津一帶，為在本州可提早一步自 2 月上旬就能欣賞到早開

的櫻花之景點，每年都會舉辦櫻花祭。

甲州葡萄酒釀造廠
日本生產有眾多的葡萄酒，特別是在山梨縣甲州市有很多提供試喝葡

萄酒的釀酒廠。

部中

© The prince villa Karuiz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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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將豐田集團發祥地作為產業遺產保存，並運用昔日工廠改建而成的博物館。透

過活動展示品及實機演示介紹以纖維機械及汽車為中心的產業與技術變遷。

白川鄉、五箇山
於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白川鄉及五箇山，能欣賞到這個地區獨特的傳統建築物合掌造（指日本一種特

殊的民宅形式，以茅草覆蓋的屋頂呈人字型，如同雙手合十般）。

飛驒高山 
位於岐阜縣山岳地帶的城市。以木工聞名的這座

城市仍保留著美麗的傳統建築，早市以及飛驒牛

等鄉土菜餚也是魅力所在。

兼六園
位於石川縣金澤市的兼六園為日本三大庭園之一。石川縣以九谷燒等陶瓷器、金箔，加賀友禪（在和服等布料上染色的一

種染織工藝）等傳統工藝聞名。

瀨戸燒 ( 陶瓷 )東茶屋街 東尋坊

英虞灣
由大小不同的島嶼所構成的美麗港灣。以里亞式海岸（溺灣）聞名，並以珍珠養殖場遠

近馳名。

伊勢神宮
位於三重縣中東部的伊勢神宮，是日本最為神聖的神社。以內宮

（皇大神宮）及外宮（豐受大神宮）為首，由 125 個神社所構成，

一年當中有多達 600 萬的參拜客來訪。

部中

© Toyota Commemorative Museum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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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公園
8 世紀，都城建在奈良的平城京有 70 多年，奈良公園周邊有東大寺、興福寺、春日

大社等可參觀的景點相當多。與被稱為春日神社之天神使者的鹿兒們相互嬉戲也相當

有趣。

高野山
約 1200 年前由弘法大師（空海）所開設

的日本真言密宗之聖地。除了以僧侶們的

修行場所匯集眾多人們的信仰外，也有很

多任何人都能住宿的寺內住宿處．宿坊。

比叡山延曆寺
延曆寺位於滋賀縣比睿山，是日本

大乘佛教的總寺院，被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從京

都或大津可乘搭巴士或纜車等前往

參拜，所需時間約 1 小時。更可在

這裏體驗各種修行。

法隆寺

神戸

熊野古道東大寺 彦根城

竹田城
竹田城為日本全國稀有的以山城遺址而

完整保存下來的遺址。氣象條件適合的

話，能看見城池彷若飄浮在雲海上的美

景，十分有名。

姬路城
為日本第一個世界文化遺産，也是國寶的姬路城以塗成純白的城牆為其特徵。由於彷彿白鷺

展翅飛翔之姿態，也亦被稱為「白鷺城」。

以大阪府．京都府為中心，滋賀縣、和歌山縣、奈良縣、兵庫縣統

稱為關西地方。以京都及奈良為首，擁有具歷史性的寺院、神社，

而國寶也為數不少。再者這裡曾作為日本首都而成為經濟．文化中

心，所以擁有獨特的文化風格以及飲食文化，時尚服飾和流行等也

獨樹一幟。

西關

Photograph provided by Himeji City

Photo: by Tosihisa Yos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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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取砂丘
位於鳥取縣日本最大等級的砂丘。被風吹出的風紋相當優

美。鳥取縣內有中國地方最高峰的標高 1729 ｍ（5672ft)

的「大山」，冬季眾多滑雪客來訪，相當熱鬧。

宮島
為日本中國地方首屈一指的觀光景點，擁有豎立於海中的大

鳥居（立於日本神社入口的牌坊）之嚴島神社，也與宮城縣

的松島和京都府的天橋立並稱為「日本三景」，退潮時可步

行至大鳥居。

萩、津和野
曾是城下町（以城為中心發展的城鎮）的萩、

津和野以水之都著稱，是水路及溝渠相當多

的城市。津和野的武士住宅前的水路有色彩

鮮艷的錦鯉在暢游。

錦帶橋倉庫後樂園

原子彈爆炸圓頂屋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投下原子彈的廣

島市。作為和平的象徵，遺留著原子

彈爆炸傷痕的這個建築物登錄為世界

文化遺產。

松江城
位於鳥取縣松江市，亦被指定為國寶的

松江城，擁有彷若千鳥展翅的形狀，別

稱千鳥城。也有巡迴護城河的遊覽船。

周邊以著名賞櫻景點聞名。

中國地方位於本州西部。由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

縣五個縣所構成。温暖氣候的瀨戶內海一側，和有降雪的「大山」及

滑雪場的日本海另一側，其天氣氣候迥然不同。位於廣島的世界文化

遺產宮島．嚴島神社以及島根縣的出雲大社等，來自全國觀光客造訪

的重要神社為數不少。

出雲大社 足立美術館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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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谷溪
位於德島縣的 V 字型溪谷，

為 長 達 10km(6.2miles) 險

峻的溪谷。緊依著山麓所建

造的住宅房舍分散在此。架

設在溪谷上的蔓草（藤草的

一種）橋樑連通各個村落。

松山城
位於愛媛縣松山市，城中心坐落在標高 132 ｍ (433ft) 的勝山山頂的松山城，可搭乘纜車前往參觀。

包含大天守（古日本城中的中心建築）等 21 棟的現存建築物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

四萬十川
流經高知縣西部的四國最長的河川。因其主流並未建設大規模的水壩，保持著潔淨

的水質，故有「日本最後清流」之稱。

金刀比羅宮（金毘羅山）

栗林公園

海水漩渦 大洲

道後温泉

瀨戸内海之島嶼
為本州、四國、九州所環繞的

瀨戸内海域有各式各樣大小島

嶼，各個島嶼各有其魅力。有

小豆島、直島、大三島等，可

從關西、中國、四國地方搭乘

船舶或巴士等到訪這些島嶼。

四國巡禮（遍路朝聖）
於 1200 年前弘法大師為了消除人們的災難而創設的八十八靈場

（寺院），以巡禮這散布在四國地區這些的靈場，能消除煩惱，

實現願望，故來此巡禮人士絡繹不絕。

位於日本西南部，由香川縣、德島縣、愛媛縣、高知縣四個縣所組成。

受豐富大自然資源及温暖的氣候所賜，一年裡能盡情地品嚐山珍海

味。也每年舉辦德島的阿波舞、高知的夜來祭（YOSAKOI）等以舞蹈

為主的大型祭典。

國四

Kagawa Prefecture Tourism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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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蘇山
阿蘇一帶擁有世界最大等級的破火山口，能欣賞廣闊草原及火

山群等獨特景觀。以美味深博好評的湧泉以及温泉也是其魅力

所在。

福岡市（博多）
以九州最大的都市、亞洲之玄關口而聞名的福岡市，一整年都能品嚐到新鮮的海產品以及豚骨拉麵等美

食。

通潤橋島原城 臼杵石佛 Yamanami Highway（錦屏環山公路）太宰府天滿宮門司港

湯布院
分布於有豐後富士之稱的端麗秀美的由布岳山麓，以全國第二

位温泉量自豪的熱門温泉地。自秋季到冬季期間籠罩在晨霧中

的景色彷若夢境。

長崎市
在日本鎖國時期，長崎在名

為出島的人工島與葡萄牙及

荷蘭進行交易。至今仍保留

著奠基了日本造船業基礎的

Thomas Blake Glover 之

宅邸，同時也是最古老的木

造西式建築。

© NPTA

位於本州西南方，為日本第三大島的九州那里有福岡縣、佐賀縣、長

崎縣、大分縣、宮崎縣、熊本縣、鹿兒島縣七個縣所構成。以温暖的
氣候及富有起伏的地形為其特徵。拜大海及山林豐沛的大自然所賜，

有為數眾多的著名温泉地。
位於日本最西部的沖繩縣，曾以琉球王國興盛繁榮，在歷史上深受東

南亞及中國、美國等影響，形成了獨持的文化。屬亞熱帶氣候，以世

界上著名的渡假勝地為人所知。蔚藍又清澈的祖母綠海洋以其無人能

比的透明度自豪。

州 繩九 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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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久島
為了觀賞樹齡 4000 年以上
的繩文杉，不少登山客到
訪。長滿青苔的古代森林甚
至成為了卡通影片的舞台。

指宿
位於鹿兒島縣薩摩半島的温泉

地。 以 熱 砂 覆 蓋 全 身 的「 砂

蒸」是獨特的入浴方法，甚受

歡迎。

石垣島、西表島
屬亞熱帶氣候的沖繩石垣島以及西表島的海岸線上，美麗沙灘開展延伸，有

舉辦搭乘船隻或橡皮艇穿越過西表島上的紅樹林等旅遊套裝行程。

青島霧島 佐賀國際熱氣球節 伊萬里

首里城遺跡
15 世紀至 19 世紀是沖繩作為琉

球王國孕育出獨特文化的時代，

在這裡可以觀賞到當時以石造建

築為特點的獨特建築風格。首里

城的主要遺跡與首里城公園的一

些相關设施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高千穗
為 阿 蘇 熔 岩 受 侵 蝕

而 形 成 的 峽 谷。 高

達 8 0 m ( 2 6 0 f t ) ～

100m(328ft) 的 斷 崖 連

綿 7km(4.4mile) 長。

峽谷內有好幾座瀑布，

初夏新綠及深秋楓紅時

的景色最為壯麗。

萬座毛

州 繩九 沖

© Saga Prefectural Tourism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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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ijo Castle Park



可增值IC卡可以在日本大

部分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系

統中使用。您可以在大部分

電車站的售票機和售票窗口

買到IC卡。IC卡使用起來

非常方便，可以在刷卡時自

動完成付款並以電子方式顯

示餘額。IC卡也可以在便

利商店、自動販賣機、餐廳

和 其 他 各 種 商 店 使 用 。 購

買IC卡時需要支付500日圓

押金。特殊遊客版IC卡如Welcome Suica、Pasmo 

Passport則不需支付押金。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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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神戶

大阪

東京

JR東京站

JR新宿站

JR京都站

JR三宮站

京成上野

東京都内
主要大飯店

JR大阪站
中心地域

主要大飯店

JR新大阪站
（經天王寺站）

JR快速 80分鐘 
機場巴士 70分鐘

JR特快 Haruka 75分鐘
JR快速 95分鐘 
機場巴士 85分鐘 

東京

JR新宿站

JR東京站

名古屋

JR名古屋站
名鐵名古屋站

岐阜

岐阜

JR成田特快 60分鐘 
JR急行電車 85分鐘 
利木津巴士 75～110分鐘  
機場巴士 「TYO-NRT」 60 分鐘 

JR成田特快 80分鐘 
利木津巴士 85-145分鐘 

利木津巴士 60-155分鐘  
豪華巴士 25-45分鐘 

東京單軌電車 / JR山手線 19分鐘 

京急 / JR山手線 30分鐘

利木津巴士 35-75分鐘

京急 / JR山手線 45分鐘

東京單軌電車 / JR山手線 36分鐘

JR特快 Haruka 50分鐘
(經天王寺站 30分鐘)
JR快速 80分鐘 
(經天王寺站 50分鐘)

名鐵機場快速列車“μ-SKY ＂ 
28分鐘 

名鐵機場快速列車“μ-SKY ＂ 
56分鐘 

JR快速 65分鐘
機場巴士 60分鐘 

京成 Skyliner 41分鐘
京成 特快 75分鐘

從機場出發的交通資訊

 JR售票處
（綠色窗口）

指定席車票除了車站的自動售

票機，也能在JR綠色窗口購

買。亦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JR售票處（綠色窗口）／有

JR Ticket Offices (Midori-

no-madoguchi)之標記處。

電車車票

車票可由車站的自動售票機購買。付款方式除了硬

幣之外，也接受紙幣。亦可使用英語介面。（能使

用的紙幣種類依各售票機而有所不同。）

成田國際機場 羽田機場

関西國際機場 新特麗亞  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JAPAN RAIL PASS IC卡

機票長途巴士

國際駕照

如欲在滯留於日本期間駕車，必須在出發前取得國

際駕照，並在駕車時隨身攜帶該駕照。國際駕照是

由國家汽車協會發行，但德國及瑞士等一部分的國

家，因和日本沒有締結協約不得許可發行。請事先

與自己國家的汽車協會進行確認。

出租汽車

於機場及大部分

的大城市都能利

用 出 租 汽 車 服

務，但須持有國

際駕照才能利用

此項服務。

https://japanrailpass.net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ic-card/

 (例如) 東京等首都圈的IC卡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getting-around/buses/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getting-around/cars/

想要有個經濟實惠的旅

行的話，搭乘長途巴士

是非常方便的。雖然比

起飛機及新幹線要費

時，但能以便宜的價格

來移動。如果搭乘深夜

巴士的話，能在清晨到

達目的地，對旅客而言能有效地活用寶貴的時間。

各家主要航空公

司都有推出以訪

日外國人為對象

的國內機票折價

方案。有些方案

需要事先預約，

詳情請參閲以下

網頁。

日本鐵路通票（一般稱為JR通

票）是為以觀光為目的、短期逗留

日本的海外遊客而設，可以在特定

時間內不限次數乘坐JR列車及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遊覽日本。日本鐵

路通票有綠色車廂（豪華車廂）用

和普通車廂用兩種，這兩種通票

的使用期間又分為7日、14日、21

日。請注意相關使用限制，例如不

能用於東海道、山陽、九州新幹線

的「希望號」、「瑞穗號」，提醒

您事先確認使用規定。另有其他地

區性特有的優惠旅行通票。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getting-around/
domestic-air-travel/

©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

© 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

PASMO®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airport-access/

© JTB Communication Desig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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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和簽證

提款機

欲入境日本的外國人旅客必須持有有效的

護照。大部分的外國國籍者，只要在日本

沒有從事工作，基本上短暫的滯留不需要

簽證。但實際上是否需要簽證，請務必事

先在外交部網頁或是向自己國家的日本大

使館、領事館確認。

錢

日本流通的錢幣是「日圓」。

其錢幣記號以「￥」或「円」

表示，或是以其它外國文字寫

成「Yen」。需要注意的是日本

的消費稅為8％或者10％（截至

2019年）。日本的價格表示方式

通常是含稅，但也有不含稅的情

況。故欲了解總計支付金額時，

在購物前必須和售貨員確認該價

格是否已含稅。

*大多數消費性產品和服務的消

費稅為10％。除了酒精飲料和餐

廳內的消費，其他所有食品和飲

料的消費稅為8％（減輕稅率）。

出處：日本銀行

網路服務

WiFi漸漸遍佈日本全國，在機場、大型車站和酒店均

可使用WiFi。此外，餐廳和商業設施也設置了WiFi熱

點。您可以在以下網站搜尋提供WiFi熱點的位置。

小費

一般來說除了接受特別服務外，大飯店以及頂級餐

廳等以收取10％到15％的服務費代替小費，故無需

另外支付小費。

日本全國家用電流皆統一為100伏特。但東京以及

大都市的一流大飯店備有110伏特以及220伏特兩種

插座，飯店櫃檯也大多提供出借轉接頭。

電壓

氣温℃ （F）

街上能夠兌換外幣的地方不多，但全國的郵局皆設

有提款機，能使用您的國家所發行的信用卡提領現

金。在7-11（便利商店）以及永旺（超市）之各

店舖內，可使用信用卡提款的ATM處會標有「國

際ATM服務」，以及可使用的信用卡公司標誌。

7-11 便利店更提供24小時提取現金的服務，相當

方便。

春季 (4 月 ) 夏季 (7 月 ) 秋季 (10 月 ) 冬季 (1 月 )

  札  幌 7.1 (44.8) 20.5 (68.9) 11.8  (53.2)  -3.6 (25.5)

  東  京 14.6  (58.3) 25.8 (78.4) 18.5 (65.3) 6.1 (42.9)

  大  阪 15.1 (59.2) 27.4 (81.5) 19.0 (66.2) 6.0 (42.8)

  那  霸 21.4 (70.5) 28.9 (84.0) 25.2 (77.4) 17.0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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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fa.go.jp/j_info/visit/visa/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currency/ 

自1981年至2010年的平均氣温

基本訊息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wifi-and-connectivity/

緊急救助電話

警察：110

消防隊/救護車：119

海上事故：118

除了上述緊急救助電話外，以下網站也提供實用的

安全資訊：

讓您的日本之旅更加安心

（英文、中文、韓文版醫療幫助）

https://www.jnto.go.jp/emergency/chc/mi_guide.
html

安全滯留日本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emergencies/

緊急服務



常用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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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語

初次見面 hajimei maxidai はじめまして

你好嗎 ？ aogenkidaisika ? お元気ですか？

早安 ao-hayao-gaozayimasi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午安 kong-niqiwa こんにちは

晚上好 kong-ban-wa こんばんは

晚安 aoyasiminasayi おやすみなさい

再見 sayaonala さようなら

常用語

謝謝 aligadao- ありがとう

不客氣 dao-yitaximaxite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不好意思 simimasen すみません

對不起 gaomei-nasayi ごめんなさい

請用 dao-zao (當給予什麼時) どうぞ

請給我 kudasayi (當請求什麼時) ください

你了解嗎 ？ wakalimasika ? わかりますか？

是的，我了解。 haiyi, wakalimasi はい、わかります

不，我不了解。 yiyiei, wakalimasen いいえ、わかりません

請稍等一下 qiaodaomadaikudasayi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這是什麼 ？ kaolaiwanan-daisika ?  これは何ですか？

多少錢 ？ yikuladaisika ?  いくらですか？

請給我這個。 kaolaiao-kudasayi これをください

貴 takayi 高い

便宜 yasiyi 安い

洗手間在哪裡 ？ taoyilaiwa-daokaodaisika ?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請幫幫我 ！ tacikaidai ! 助けて

危險 ！  abunayi ! 危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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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家旅遊局（JNTO）

大力支持親善導賞團。通過

這個計劃，義工導賞員為來

自全世界的遊客提供協助，

他們佩戴著地球與白鴿標誌

的徽章。日本全國有90多個

親善導賞團（SGG），主要

由學生與退休人員組成，他們志願為外國遊客提供導

覽、翻譯服務。

親善導賞團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list-of-volunteer-guides/

*有些大郵局會每天營業。
*大部分的百貨公司一個月有2~3個平日是不營業的。
*大部分的博物館星期一不營業。

平日 週六
週日及國定

假日

銀行 9am-3pm 不營業 不營業

*郵局 9am-5pm 不營業 不營業

*百貨公司 10am-8pm 10am-8pm 10am-8pm

商店 10am-8pm 10am-8pm 10am-8pm

*博物館 10am-5pm 10am-5pm 10am-5pm

辦公室 9am-5pm 不營業 不營業

一般營業時間

JNTO的網站裡刊載的詳細資訊，對於出發往日本前的旅程安排等有很大的幫助。透過

網路以英語及其它語言廣泛地提供關於交通、住宿設施、購物、活動等旅遊資訊。為了

能提供您最新的資訊，網站頻繁地進行更新。

JNTO 網頁

https://www.japan.travel/hk/hk/

旅遊協助

為了讓不會說日語的外國旅客能輕鬆地享受日本之

旅，以及各方人員的誠心款待，我們提供下列旅遊

協助。

在日本旅遊時，請充分

善用日本全國的旅遊資

訊網絡。旅遊服務中心

設於主要的機場、鐵路

車站、觀光景點等，您

可以通過以下網站查詢

各地旅遊服務中心的詳

情。

旅遊服務中心

https://www.japan.travel/hk/plan/tic/

旅行相關資訊

JNTO TIC (Tok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