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六）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元（仅限成人）

■有效区间
阪神电车 ：全线
阪急电铁 ：全线
神户高速 ：全线（包括西代及凑川）

■发售场所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新开地的各站长室及各站检票口、
大阪难波站（仅限成人）（东特快售票处）、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西代、凑川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成人 �,���日元　儿童 　 ���日元

阪急阪神一日通票

不仅能让您的京阪神之旅更加便捷实惠，
更是商务出行的最佳选择！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关西国际
机 场

■有效区间
阪神电车 ：各站（神户高速线除外）→大阪难波
南海电铁 ：难波→关西机场
※不得在中途车站出站，否则车票将变为无效。

■发售场所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
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本车票不适用于从关西国际机场去往阪神电车各站。
　请另行购买南海电铁发售的“KOBE ACCESS TICKET”。

KANKU ACCESS
TICKET 【阪神版】

从阪神沿线各站到关西国际机场的路线，
非常优惠便捷的车票

京阪神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年�月�日（周三）～�月��日（周日）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阪急阪神版】 �,���日元（仅限成人）
【神户高速版】 �,���日元（仅限成人）

观光地图和优惠信息，
请参照京都市
交通局官网

CHECK
!

魅力古都车票  春版
【阪急阪神版】 【神户高速版】

从最近车站到京都，可使用一整天，
游览京都的最佳选择。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通用范围】

【阪急阪神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及各站检票口、
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大阪难波站、神户高速线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神户高速版】新开地站长室及花隈、高速神户、新开地、大开、高速长田的各站检票口
※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阪急阪神版】以下通用范围+阪神电车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阪急电铁 ：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京都市交通局 ：地铁、巴士全线（定期观光路线除外）
京都巴士 ：京都市统一票价区段及八濑、大原区域
　　　　　（不含鞍马及贵船区域、山区区段、限特定季节运行的路线等）

【神户高速版】以下通用范围+神户高速全线（包括西代及凑川）

京 都

■发售场所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有效区间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四）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日元（仅限成人）

六甲、摩耶 娱乐优惠票【阪神版】

前往六甲山、摩耶山的电车、巴士、
缆车、索道票一套的优惠票。

六甲山

附带六甲山上
设施的优惠

CHECK!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发售期间

阪神电车：各站（神户高速线除外）～御影或神户三宫间往返
神户市巴士：16系统（阪神御影～六甲缆车下）往返
　　　　　 18系统（“三宫站候车楼前”［返程下车点为地铁三宫站前］
　　　　　　　　　　至“摩耶缆车下”）往返
　　　　　 2系统（地铁三宫站前～观音寺）往返
六甲缆车：六甲缆车下～六甲山上往返
摩耶景观线View line（摩耶缆车、摩耶索道）往返
六甲山上巴士：全路线（随意上下）
六甲摩耶空中穿梭巴士：六甲缆车山上～摩耶索道山上（随意上下）
※包含了阪神电车、神户市巴士以及六甲缆车与摩耶景观线Viewline的各线往返一次。
※摩耶景双銭Viewline毎周二。
※不得在中途车站出站，否则车票将变为无效。

【通知】各设施可能采取限制入场、变更营业时间、临时休园或休馆等措施。利用前，请直接咨询各设施。购买“优惠车票”时敬请注意。

阪神电车的春、夏版
年2023

旅游和出差的最佳选择!好评贩售中!

让您出游更加实惠便捷!

部分优惠票目前暂时停止销售。



■有效区间

包含寺庙、
设施的优惠券

CHECK!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四）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 阪 神 版 】 �,���日元（仅限成人）
【神户高速版】 �,���日元（仅限成人）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元（仅限成人）

■发售场所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奈良、斑鸠一日通票
【阪神版】 【神户高速版】

古代浪漫之都飞鸟
一日游车票 【阪神版】

在今天仍然能发掘出珍贵的历史古迹，真可谓是历史宝库。
欢迎前往充满古代浪漫气息的飞鸟路。

高野山 一日通票
【阪神版】 【神户高速版】

可享受高野山内设施参拜、特产、就餐等折扣的通票，
一票在手，让您尽情享受世界遗产高野山的魅力。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日）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日元（仅限成人）

包含有马温泉
“金汤”或者“银汤”的

入场券

包含有马、六甲地区
相关设施的优惠券

CHEC
K!

畅游有马、六甲
一日通票 【阪神版】

包含有马温泉“金汤”或“银汤”入场券和通用优惠券, 
让您尽情畅游“�大观光景点”有马和六甲！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高野山

【阪神版】阪神电车 ：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南海电铁 ：高野线全线（难波～高野山、汐见桥～岸里玉出）
南海林间巴士 ：高野山内全线（立里线、高野、龙神线、丹生都比売线除外）

【神户高速版】上述阪神版的有效区间+神户高速全线（包含阪急神户三宫、西代及凑川）

【阪神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及各站检票口、
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大阪难波站、神户高速线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神户高速版】新开地站长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大开、高速长田的各站检票口
※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阪神电车：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近畿日本铁道：大阪难波～鹤桥·大阪阿部野桥、
　　　　　　   大和八木～橿原神宫前～壶阪山·大和八木～樱井
　　　　　　   ※鹤桥～大和八木之间、大阪阿部野桥～橿原神宫前之间只限1次
　　　　　　　   往返可以坐车（不能中途下车）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及各站检票口、
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大阪难波站、神户高速线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由大阪阿部野桥车站乘坐近铁线时，需要另外购买地铁线、JR线等的乘车券。

包含两张票，可任选奈良交通巴士券、租借自行车的折扣优惠、设施和商店的优惠券

CHECK
!

※金汤温泉休馆日  每月第2、4个周二　※银汤温泉休馆日  每月第1、3个周二

飞 鸟

阪神电车 ：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神户市营地铁 ：三宫～谷上
神户电铁 ：谷上～有马温泉
阪急电铁 ：神户三宫～六甲
六甲有马索道 ：有马温泉～六甲山顶
六甲山上巴士 ：索道山顶～六甲缆车山上
六甲缆车 ：六甲山上～六甲缆车下
神户市巴士 ：16系统（六甲缆车下～阪神御影）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 阪 神 版 】 �,���日元（仅限成人）
【神户高速版】 �,���日元（仅限成人）

一张车票让您游览古迹的旅程更加便捷！
欢迎前往一年四季风景多姿多彩的奈良大和路。

奈 良

【阪神版】阪神电车 ：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近畿日本铁道 ：奈良线（大阪难波～近铁奈良）、京阪奈线（长田～生驹）、
　　　　　　   京都线、橿原线的一部分（京都～筒井）、生驹缆车全线
奈良交通巴士：奈良公园、西之京、法隆寺区域的指定区间

【神户高速版】上述阪神版的有效区间+神户高速全线（包含阪急神户三宫、西代及凑川）

【阪神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及各站检票口、
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大阪难波站、神户高速线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神户高速版】新开地站长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大开、高速长田的各站检票口
※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有马
六甲

包含寺庙、
设施的优惠券

CHEC
K!

有马温泉 太阁之汤套票
【阪神版】

附有特产店、六甲有马索道等优惠券的车票！
让您更加享受有马温泉之旅。

包含有马温泉
太阁之汤门票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但无法使用于周日、节假日、休息日、黄金周(�/��～�/�)､
　盂兰盆节(�/��～��)、过年期间(����年�/�～�)、
　休馆日(�/��-��、�/�-�、��/�、����年１/�)。

※费用包含有马温泉太閤之汤的入馆费。
※费用已含入汤税。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有 马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及新在家以东的各站检票口、
大阪难波站(东特快售票处)、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神户高速线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日元（仅限成人）发售金额

阪神电车 ：全线（神户高速线除外）
神户市营地铁 ：三宫～谷上
神户电铁 ：谷上～有马温泉

可在六甲有马索道、

合作餐饮店享受优惠待
遇

CHEC
K!

六甲山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日）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休园日为每周四、6/12-14（但是，它于 5/4、星期四 7/27至 8/31日开放。）

※不得在中途车站出站，否则车票将变为无效。
※



包含���日元的观光优惠券、环城游览巴士、端口环路总线等
一日乘车券的折扣券

CHECK
!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神户街区游览
一日优惠券

【神户区域版】 【阪神放大版】

神户市区的电车一日无限次乘车券，附赠有观光优惠券
“神户街游券”，非常超值。

只在周末及节假日贩售(第一班电车～��点)
仅在购买当日有效
➀大石、西滩、岩屋、春日野道～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凑川
➁大石、西滩、岩屋、春日野道～大开、高速长田、西代
➂鱼崎、住吉、御影、石屋川、新在家～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凑川 
➃鱼崎、住吉、御影、石屋川、新在家～大开、高速长田、西代
➄芦屋、深江、青木～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湊川
➅芦屋、深江、青木～大开、高速长田、西代

神户的休息日
（周六、日、节假日神户高速线往返折扣票） 【阪神版】

周六、日、节假日可利用区间限定的优惠往返折扣车票。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购票站～指定站之间的1次往返

芦屋～春日野道及西元町～高速长田的各站购票机
（在神户三宫、元町、西代、凑川各站不发售。）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发售期间中任何一天

【神户区域版】 �,���日元（仅限成人）
【阪神放大版】 �,���日元（仅限成人）

【神户区域版】神户高速 ：全线（包含阪神神户三宫、阪急神户三宫、西代及凑川）
神户市营地铁 ：西神、山手线（新神户～新长田）、
　　　　　　  海岸线全线 （三宫·花时计前～新长田）
神户新交通 ：港岛线全线

【阪神放大版】上述神户区域版的有效区间+阪神电车全线

【神户区域版】神户三宫、新开地的站长室、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阪神放大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及大阪难波站

（东特快售票处）、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神 户神 户

※每种票都仅限成人使用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三宫、姬路一日通票

使用此乘车券，
从三宫到姬路的出游更加便捷!

■有效区间
神户高速 ：全线（包含阪神神户三宫、阪急神户三宫及凑川）
山阳电车 ：全线
须磨浦山上游乐园 ：缆车·爬坡轨道车 往返乘车券、旋转展望阁入场券（B路线）

■发售场所
神户三宫、新开地的站长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大开、
高速长田的各站检票口、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元（仅限成人）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姬 路

三宫、明石市内一日通票
阪神、明石市内一日通票

您前往明石市内（到西二见站为止）
优惠便捷的�日无限次车票。

阪神、山阳海边一日通票

阪神大阪梅田·大阪难波～
山阳姬路区间可利用优惠便捷的
�日无限次乘车券。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三宫、明石】 �,���日元（仅限成人）
【阪神、明石】 �,���日元（仅限成人）

■有效区间
阪神电车 ：全线
神户高速 ：元町～西代
山阳电车 ：全线

■发售场所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新开地的各站长室及各站检票口、
大阪难波站（东特快售票处）、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神户高速线的各站及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元（仅限成人）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姬 路

明 石

【阪神、明石】阪神电车 ：全线
神户高速 ：元町～西代　
山阳电车 ：西代～西二见

【三宫、明石】神户高速 ：全线（包含阪神神户三宫、阪急神户三宫及凑川）
山阳电车 ：西代～西二见
须磨浦山上游乐园 ：缆车·爬坡轨道车 往返乘车券、旋转展望阁入场券（B路线）

【阪神、明石】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新开地的各站长室、
大阪难波站（东特快售票处）、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三宫、明石】神户三宫、新开地的站长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户、新开地、
大开、高速长田的各站检票口、阪神电车服务中心（神户三宫）
※站务员不在时除外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六）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神 戸

（节假日、春假、黄金周、暑假开放）

往返

成人 �,���日元
老人   �,���日元
儿童   �,���日元



此外，还有其他期间限定发售的车票。

使用企划车票时，适用各运输机构的运输条款等、各设施的使用条款等，以及各服务提供者规定的条
款等。详情参见阪神电气铁道网站“优惠车票”（https://rail.hanshin.co.jp/ticket/otoku/）的《条
款一览》页面。
另，仅限在有效期内未使用的情况下退票。只能在购票窗口办理退票。（需缴纳手续费。）

R2.9 sim

����年�月�日（周六）～����年�月��日（周日）
����年�月��日（周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大阪区域版】 �,���日元（仅限成人）

KANSAI THRU PASS
大阪周游卡

【大阪区域版】 

随便游玩！随便乘坐！一张在手，游遍大阪！ 
可以进入各种设施，可享受优惠的设施和店铺丰富多彩!!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有效区间

■发售场所
【大阪区域版】

附带有大阪
人气设施的免费●＋
折扣优惠券

CHECK
!

大 阪

【大阪区域版】阪神电车 ：大阪梅田～尼崎、大阪难波～尼崎
OSAKA METRO ：全线
大阪都市巴士 ：全线（部分路线除外）
阪急电铁 ：大阪梅田～神崎川·三国·相川、下新庄～天神桥筋六丁目
近畿日本铁道 ：大阪难波～今里、大阪阿部野桥～矢田
京阪电铁 ：淀屋桥～千林、中之岛～天满桥
南海电铁 ：难波～堺、难波～中百舌鸟、汐见桥～岸里玉出

大阪梅田、尼崎的站长室

发售期间
有效期间

发售金额

����年�月�日（周六）～�月��日（周六）
自出发日起的连续�日内
GW、盂兰盆等在某些日子可能无法使用，
请提前联系渡轮向日葵预订中心（0120-56-3268）。

成人 ��,���日元
儿童   �,���日元

九州
大分

■有效区间
阪神电车 ：各站（除神户高速线除外）～御影 往返
神户渡轮巴士 ：阪神御影～六甲岛渡轮码头 往返
向日葵渡轮 ：神户～大分航线 往返

■发售场所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园、御影、神户三宫的各站长室

※请于预定乘船日期前向向日葵渡轮预约窗口（0120-56-3268）提出乘船预约，
　然后再购票。详情参见官方网站或放置车站内的宣传册。
※不可使用套票的日期请至向日葵渡轮的预约专线咨询。

搭乘电车×巴士×渡轮，实惠畅游九州！
非常优惠便捷的车票。

弹丸渡轮
【阪神电车版、春夏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