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NKU ACCESS 
TICKET【阪神版】

■有效區間
阪神電車：各站（神戶高速線除外）→大阪難波
南海電鐵：難波→關西機場
■販售地點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本車票不適用於從關西國際機場去往阪神電車各站。
　請另行購買南海電鐵販售的“KOBE ACCESS TICKET”。

從阪神沿線各站到關西國際機場的路線，
非常優惠便捷的車票。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六）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關西國際
機場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阪急阪神一日通票

不僅能讓您的京阪神之旅更加便捷實惠，
更是商務旅行的最佳選擇!

京阪神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成人 �,���日圓　　兒童  ���日圓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阪神電車：全線
阪急電鐵：全線
神戶高速：全線（包括西代及湊川）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新開地的各站長室及各站剪票口、
大阪難波站（僅限成人）（東特快售票處）、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西代、凑川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年�月�日（週三）～�月��日（週日）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阪急阪神版】 �,���日圓（僅限成人）
【神戶高速版】 �,���日圓（僅限成人）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阪急阪神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及各站剪票口、
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大阪難波站、神戶高速線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神戶高速版】新開地站長室及花隈、高速神戶、新開地、大開、高速長田的各站剪票口
※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通用範圍】阪急電鐵：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京都市交通局：地鐵、巴士全線（定期觀光路線除外）
京都巴士：京都市統一票價區段及八瀨、大原區域
　　　　（不含鞍馬及貴船區域、山區區段、限特定季節運行的路線等）

【阪急阪神版】以下通用範圍+阪神電車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神戶高速版】以下通用範圍+神戶高速全線（包括西代及湊川）

京 都 從最近車站到京都，可使用一整天，
遊覽京都的最佳選擇。

魅力古都車票 春版
【阪急阪神版】【神戶高速版】

觀光地圖及優惠
資訊，請查詢

京都市交通局官網

CHECK!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六甲、摩耶休閒套票【阪神版】

前往六甲山、摩耶山的電車、巴士、
纜車、索道的優惠套票。

六甲山

阪神電車：各站（神戶高速線除外） ～御影站或神戶三宮站間往返
神戶市巴士：��系統(阪神御影～六甲纜車下) 往返

��系統(「三宮站候車樓前」［返程下車點為地鐵三宮站前］
　　　　　　　　　　至「摩耶地面纜車下」)往返

�系統(地鐵三宮站前～觀音寺) 往返
六甲纜車：六甲纜車下～六甲山上往返
摩耶美景線Viewline(摩耶纜車/摩耶索道) 往返
六甲山上巴士：全路線(可無限次上下車)
六甲摩耶空中穿梭巴士：六甲纜車山上～摩耶索道山上(可無限次上下車)
※包含了阪神電車、神戶市巴士以及六甲纜車與摩耶美景線Viewline的各線往返一次。
※摩耶美景線Viewline毎週二。
※不得在中途車站出站，否則車票將變為無效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四）
有效期限
售　　價

販售期間

附帶六甲山上
設施的優惠

CHECK!

【通知】各設施可能採取入場限制、營業時間變更、臨時休園或休館等措施。煩請直接洽詢各設施後再行利用。購買「優惠車票」時敬請注意。

部分優惠票目前暫時停止銷售。

春、夏版
2023

旅遊和出差的最佳選擇! 好評販售中!

讓您出遊更加實惠便捷!



※金湯溫泉休館日 毎月第２、第�週二　※銀湯溫泉休館日 毎月第�、第�週二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四）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 阪 神 版 】 �,���日圓（僅限成人）
【神戶高速版】 �,���日圓（僅限成人）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高野山一日通票
【阪神版】【神戶高速版】

可享受高野山內設施參拜、伴手禮、餐點折價券等折扣的通票，
一票在手，讓您盡情享受世界遺產高野山的魅力。

高野山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阪 神 版】阪神電車：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南海電鐵：高野線全線（難波～高野山、汐見橋～岸里玉出）
南海林間巴士：高野山內全線（立里線、高野、龍神線、丹生都比売線除外）

【神戶高速版】上述阪神版的有效區間+神戶高速全線（包含阪急神戶三宮、西代及湊川）

【阪 神 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及各站剪票口、
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大阪難波站、神戶高速線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神戶高速版】新開地站長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大開、高速長田各站剪票口
※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包含有馬溫泉
「金湯」或者

「銀湯」的門票

包含有馬、六甲地區
相關設施的優惠券

CHEC
K!

■有效區間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 阪 神 版 】 �,���日圓（僅限成人）
【神戶高速版】 �,���日圓（僅限成人） 包含寺廟、

設施的優惠券

CHECK!

包含任選以下兩張優惠券:奈良交通巴士乗車券、租借自行車的折價優惠、設施和商店的優惠券。

CHECK
!

■販售地點

奈良、斑鳩 一日通票
【阪神版】【神戶高速版】

讓遊覽古蹟之旅更加便捷的車票! 就用這張前往欣賞
一年四季風景多彩多姿的奈良大和路吧。

奈 良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阪 神 版】阪神電車：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近畿日本鐵道：奈良線（大阪難波～近鐵奈良）、京阪奈線（長田～生駒）、
　　　　　　   京都線、橿原線的一部分（京都～筒井）、生駒纜車全線
奈良交通巴士：奈良公園、西之京、法隆寺區域的指定區間

【神戶高速版】上述阪神版的有效區間+神戶高速全線（包含阪急神戶三宮、西代及湊川）

【阪 神 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及各站剪票口、
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大阪難波站、神戶高速線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神戶高速版】新開地站長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大開、高速長田各站剪票口
※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包含寺廟、
設施的優惠券

CHEC
K!

■有效區間
阪神電車：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近畿日本鐵道：大阪難波～鶴橋・大阪阿部野橋、
　　　　　　　大和八木～橿原神宮前～壺阪山・大和八木～櫻井
　　　　　　　※鶴橋～大和八木之間、大阪阿部野橋～橿原神宮前之間間只限
　　　　　　　　乘坐�次往返可以乘車（不能中途下車）
■販售地點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及各站剪票口、
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大阪難波站、神戶高速線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古代浪漫之都飛鳥
一日遊車票【阪神版】

在今天仍然能發掘出珍貴的歷史古跡， 真可謂是歷史寶庫。
歡迎前往充滿古代浪漫氣息的飛鳥路。

飛 鳥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日）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暢遊有馬、六甲
一日通票【阪神版】

包含有馬溫泉 「金湯」 或 「銀湯」 門票的通用優惠券，
讓您盡情暢遊 「�大觀光景點」 有馬和六甲！

有 馬
六 甲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阪神電車：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神戶市營地鐵：三宮～谷上
神戶電鐵：谷上～有馬溫泉
阪急電鐵：神戶三宮～六甲
六甲有馬索道：有馬溫泉～六甲山頂
六甲山上巴士：索道山頂～六甲纜車山上
六甲纜車：六甲山上～六甲纜車下
神戶市巴士：��系統(六甲纜車下～阪神御影)

※由大阪阿部野橋車站乘坐近鐵線時，需要另外購買地鐵線、ＪＲ線等的乘車券。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費用包含有馬溫泉太閤之湯的入館費。
※費用已含入湯稅。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有馬温泉  太閤之湯套票　
【阪神版】

附有伴手禮店、六甲有馬索道等優惠券的套票!
讓您更享受有馬溫泉之旅。

有 馬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及新在家以東的各站剪票口、
大阪難波站(東特快售票處)、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神戶高速線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阪神電車：全線（神戶高速線除外）
神戶市營地鐵：三宮～谷上
神戶電鐵：谷上～有馬溫泉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但無法使用於週日、國定假日、休息日、黃金週(4/29～5/5)﹑

　盂蘭盆節(8/12～15)、過年期間(2024年1/1～3)、

　休館日(4/10-11、7/3-4、10/2、2024年１/9)。　

內含有馬溫泉
太閤之湯的入館券! 

可在六甲有馬空中纜車、

合作餐飲店享受優惠待遇
CHEC

K!

六甲山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日）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休園日為毎週四、���-��(但是，它在 �/�、星期四 �/��至 �/�� 開放）

※不得在中途車站出站，否則車票將變為無效
※



只在週末及國定假日販售（第一班電車～��點）
限購票當日有效
➀ 大石、西灘、岩屋、春日野道～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凑川

➁ 大石、西灘、岩屋、春日野道～大開、高速長田、西代

➂ 魚崎、住吉、御影、石屋川、新在家～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凑川

➃ 魚崎、住吉、御影、石屋川、新在家～大開、高速長田、西代

➄ 蘆屋、深江、青木～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凑川

➅ 蘆屋、深江、青木～大開、高速長田、西代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神戶的休假日
　　　　　　　　　　　　   【阪神版】(週六、日、國定假日神戶高速線往返折扣票)

■有效區間
購票站～指定站之間�次的往返

■販售地點
蘆屋～春日野道及西元町～高速長田的各站購票機
(神戶三宮、元町、西代、湊川的各站不予販售)

週六、日、國定假日可利用的區間限定優惠往返折扣車票!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每種票都僅限成人使用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販售期間中任何一天

【神戶區域版】�,���日圓（僅限成人）
【阪神擴大版】�,���日圓（僅限成人）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神戶街區遊覽
一日優惠券

【神戶區域版】【阪神擴大版】

神戶市街地區的電車�日無限次乘車券，
附觀光優惠的「神戶街遊券」，非常超值。

神 戶

【神戶區域版】神戶高速：全線（包含阪神神戶三宮、阪急神戶三宮、西代及湊川）
神戶市營地鐵：西神、山手線（新神戶～新長田）、
　　　　　　　海岸線全線（三宮·花時計前～新長田）
神戶新交通：港島線全線

【阪神擴大版】上述神戶區域版的有效區間+阪神電車全線

【神戶區域版】神戶三宮、新開地的站長室、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阪神擴大版】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及大阪難波站

（東特快售票處）、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附���日圓的觀光優惠券
和環城遊覽巴士、端口環路總線等

�日乘車券的折扣券

CHECK
!

神 戶

■有效區間
神戶高速：全線（包含阪神神戶三宮、阪急神戶三宮及湊川）
山陽電車：全線
須磨浦山上遊樂園：空中纜車·爬坡軌道車之來回搭乘券、旋轉展望閣入場券（B路線）

■販售地點
神戶三宮、新開地的站長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大開、高速長田的
各站剪票口、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三宮、姬路一日通票

使用此乘車券，
從三宮到姬路的出遊更加便捷!

姬 路

三宮、明石市內一日通票
阪神、明石市內一日通票

前往明石市內(到西二見站為止)
優惠便捷的�日無限次車票。

明 石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阪神、 明石】阪神電車：全線
神戶高速：元町～西代　
山陽電車：西代～西二見

【三宮、 明石】神戶高速：全線（包含阪神神戶三宮、阪急神戶三宮及湊川）
山陽電車：西代～西二見
須磨浦山上遊樂園：空中纜車·爬坡軌道車之來回搭乘券、旋轉展望閣入場券（B路線）

【阪神、 明石】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新開地的各站長室、
大阪難波站（東特快售票處）、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三宮、 明石】神戶三宮、新開地的站長室及西元町、高速神戶、新開地、大開、
高速長田的各站剪票口、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阪神、山陽海邊一日通票

阪神大阪梅田·大阪難波～山陽姬路間
�日無限次數，便捷又超值。

姬 路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三宮、  明石】 �,���日圓（僅限成人）
【阪神、  明石】 �,���日圓（僅限成人）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阪神電車：全線
神戶高速：元町～西代
山陽電車：全線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新開地的各站長室及各站剪票口、
大阪難波站（東特快售票處）、阪神電車服務中心（神戶三宮） 
※神戶高速線的各站及站務員不在時除外

����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日圓（僅限成人）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六）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神戸

※不得在中途車站出站，否則車票將變為無效。
往返

成　人  �,���日圓
銀髪族  �,���日圓
兒　童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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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週六）～����年�月��日（週日）
����年�月��日（週二）之前的任何一天

【大阪區域版】 �,���日圓（僅限成人）
■有效區間

■販售地點

KANSAI THRU PASS
大阪周遊卡

【大阪區域版】

自由遊玩!每站任意上下車!要暢遊大阪就靠這一張!
可以進入各種設施，更有許多可以享受優惠的設施和店舖!!

大 阪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大阪區域版】阪神電車：大阪梅田～尼崎、大阪難波～尼崎
OSAKA METRO：全線
大阪都市巴士：全線(部分路線除外)
阪急電鐵：大阪梅田～神崎川·三國·相川、下新莊～天神橋筋六丁目
近畿日本鐵道：大阪難波～今里、大阪阿部野橋～矢田
京阪電鐵：淀屋橋～千林、中之島～天滿橋
南海電鐵：難波～堺、難波～中百舌鳥、汐見橋～岸里玉出

【大阪區域版】大阪梅田、尼崎的站長室

附帶有
大阪人氣設施的免費

●＋ 折扣優惠券

CHECK
!

另有其他期間限定發售票種。

彈丸渡輪
 【阪神電車版．春夏版】

■有效區間
阪神電車：各站(神戶高速線除外)～御影 來回
神戶渡輪巴士：阪神御影～六甲島渡輪碼頭 來回
向日葵渡輪：神戶～大分航線 來回
※不得在中途車站出站，否則車票將變為無效。
■販售地點
大阪梅田、尼崎、甲子園、御影、神戶三宮的各站長室

※請於搭船日前洽向日葵渡輪預約專線(����-��-����)預約之後，再行購買本套票。
　更多詳情請參考放置各車站的宣傳手冊及官網。
※不可使用套票的日期請至向日葵渡輪的預約專線(����-��-����)洽詢。

電車×巴士×渡輪套票，划算遊九州！
物超所值又好用的套票。

����年�月�日（週六）～�月��日（週六）
自出發日起連續�日內
GW、盂蘭盆等在某些日子可能無法使用
請提前聯繫渡輪向日葵預訂中心（����-��-����）。

成人  ��,���日圓
兒童  �,���日圓

九州
大分

販售期間
有效期限

售　　價

使用企劃車票時，均須遵守各交通機關之運輸條款及各設施之使用條款等規定，亦須遵
守各項服務提供單位之條例。詳情請洽阪神電氣鐵道官方網站「優惠車票」
（https://rail.hanshin.co.jp/ticket/otoku/）『條款總覽』頁面。
如僅限於有效期限內未使用該票券，只可於購買櫃檯辦理退票。
（將另行收取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