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3年5月8日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临时休业、缩短营业时间、限制入场等情况。 使用时请到各设施主页确认。

设施名称 优待优惠 交通 营业时间 歇业

1 近铁百货海阔天空总店 大阪阿部野桥站下车徒步1分钟
10:00～20:00（地下2层～3.5层营业至20:30、
12～14层美食街11:00～23:00营业）
※最新的营业时间请到店铺主页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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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铁百货店 上本町店 大阪上本町站下车徒步1分钟
10:00～19:00（地下2层～2层、10层和11层营
业至20:00、12层美食街营业至22:00）
※最新的营业时间请到店铺主页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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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RUKAS 300
HARUKAS 300（展望台）的门票打折变为团体票价
成人1,500日元→1,350日元，初高中生1,200日元→1,080日元，儿童700日元→
630日元

大阪阿部野桥站下车徒步1分钟 9:00～22:00（最终入馆21:30）
全年无休
※由于特别营业，有可能无法入场。详情
请到设施主页确认。

4 BIC CAMERA（必酷） 难波店 大阪难波站下车徒步5分钟 10:00～21:00 全年无休

5
BIC CAMERA（必酷）阿倍野Q's
Mall店

大阪阿部野桥站下车徒步3分钟 10:00～21:00 全年无休

6 江户川 难波Walk店 大阪难波站下车徒步1分钟 11:00～22:00（最晚点餐时间21:00） 不定期歇业（依照难波walk日历）

7 江户川 阿倍野HARUKAS Dining店 大阪阿部野桥站下车徒步1分钟
11:00～22:00(最晚点餐时间21:00)
平日，中途休息：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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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阪市内定期观光巴士
OSAKA SKY VISTA

普通票价大人减去200日元，儿童减去100日元
 （未满三岁的幼儿不可乘坐）

站台：JR大阪站北门大楼1楼
从JR大阪站中央检票口徒步1分钟

大阪站JR高速巴士总站
9:30发车、11:40发车、14:40发车、17:00发车
（根据不同季节，有可能增加班次）

无休
大雨等恶劣天气时，则停业

9 上方浮世绘馆
门票　成人700日元→650日元、高中500日元→450日元、小学初中300日元→
250日元
（最多4名同行）

大阪难波站下车徒步5分钟 11:00～18:00(最终入馆17:30) 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次日)

10 江户川 近铁京都站 用餐1,500日元以上的顾客，将获赠一杯软饮料（但是，每一位仅限一杯） 京都站下车徒步1分钟 11:00～22:00（最晚点餐时间21:30） 无休

11 城南宫 向参观神苑的游客赠送纪念品 竹田站下车徒步15分钟 9:00～16:30(最终受理16:00) 无休

12 近铁百货店 奈良店 近铁大和西大寺站下车徒步3分钟
10:00～20:00（目前暂时为 10:00-19:00）
※最新的营业时间请到店铺主页确认。

1/1

13 近铁百货店 橿原店 近铁大和八木站下车徒步5分钟
地下～2楼10:00～19:00/3楼～6楼10:00～
18:00
※最新的营业时间请到店铺主页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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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醉木之乡 用餐1,500日元以上（含税）的顾客，将获赠一杯咖啡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8分钟 11:30～16:30 不定期歇业

15 cervo bianco 用餐1,500日元以上（含税）的顾客，将获赠一杯咖啡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9分钟 11:00～17:00 不定期歇业

16 GOTO－CHI奈良店 购买金额在3,240日元以上，打9.5折 近铁奈良站下车即到
9:00～20:00
（根据情况，有可能变更营业时间）

全年无休

17 月日亭 近铁奈良站前店 1次结账的用餐金额在2,000日元以上，打9.5折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1分钟
11:30～15:00(最晚点餐时间14:30)
17:00～21:00(最晚点餐时间20:00)

星期三、12/31

18 江户川 奈良町店 用餐1,500日元以上的顾客，将获赠一杯软饮料（但是，每一位仅限一杯）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10分钟
11:00～15:00(最晚点餐时间14:30)
17:00～21:00(最晚点餐时间20:00)

第3个星期四（如遇节假日则营业）、
12/31～1/1

19 东大寺绘马堂茶屋 1次结账的用餐金额在2,000日元以上，打9.5折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20分钟 11:30～16:00(最晚点餐时间15:00) 12/28～12/31

20 奈良国立博物馆
仅限名品展一般700日元→600日元
          大学生350日元→300日元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15分钟
9:30～17:00
（入馆截至闭馆前的30分钟）

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次日)

21 元兴寺
参观费成人500日元→400日元
特別展成人600日元→540日元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12分钟 9:00～17:00（最终受理16:30) 无休

22 春日大社
国宝殿参观费 一般500日元→400日元
※特别展时会变更为其他金额

近铁奈良站→奈良交通巴士10分钟  “春
日大社本殿”下车徒步3分钟

10:00～17:00(受理截至16:30) 展览替换时歇业

23 兴福寺
国宝馆参观费用700日元→600日元
东金堂参观费300日元→250日元

近铁奈良站下车徒步5分钟 9:00〜17:00（受付截至16:45） 无休

24 大安寺
成人400日元→360日元 高中生300日元→250日元
初中生200日元→150日元 儿童100日元→50日元
※特别参观期间增加100日元

近铁奈良站→奈良交通巴士“大安寺”下
车徒步10分钟

9:00～17:00(16:00最终受理) 12/31

25 南都十轮院 本堂参观费成人500日元→450日元
近铁奈良站→奈良交通巴士“福智院町”
下车徒步10分钟

10:00～16:30
星期一(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次日)
8/25～8/31、12/28～1/5

26 西大寺 向参观各堂的游客赠送“祈愿札” 大和西大寺站下车徒步5分钟 8:30～16:30(入堂截至16:00) 无休

27 唐招提寺 可享团体价格 西之京站下车徒步8分钟 8:30～17:00(最终受理16:30) 无休

28 药师寺

玄奘三蔵院伽蓝 (非公开时)
成人800日元→720日元
中学生500日元→450日元
小学生200日元→180日元
(公开时)
成人1,100日元→1,000円
中学生700日元→630日元
小学生300日元→270日元

西之京站下车即到 8:30～17:00(最终受理16:30) 无休

29 宝山寺 抽签
生驹站→生驹缆车宝山寺站下车徒步10分
钟

8:00～16:30(4/1～9/30)
8:00～16:00(10/1～3/31)

无休

30 生驹山上游乐园 “PLAY PEAK ITADAKI”入场费减去100日元 生驹站→生驹缆车生驹山上站下车即到 10:00～17:00
星期四(节假日、春假暑假照常营业)、
有冬季休园期

31 长谷寺
成人550日元→450日元
小学生250日元→200日元

长谷寺站下车徒步15分钟
4～9月　8:30～17:00
10～3月　9:00～16:30

无休

32 室生寺
成人600日元→500日元
儿童400日元→300日元

室生口大野站→奈良交通巴士15分钟
“室生寺”下车徒步5分钟

4月～11月　8:30～17:00
12月～3月　9:00～16:00

无休

33 安倍文殊院
大人700日元→630日元
儿童、特别参观没有折扣

樱井站→徒步20分钟、巴士7分钟“安倍
文殊院”下车即到

9:00～17:00 无休

34 圣林寺 大人（初中生以上）600日元→540日元
樱井站→巴士10分钟“圣林寺”下车徒步
3分钟

9:00～16:30 无休

35 冈寺
成人400日元→320日元 高中生300日元→240日元
初中生200日元→160日元   ※儿童免费

橿原神宫前站→奈良交通巴士“冈寺前”
下车徒步10分钟

3月～11月　8:30～17:00
12月～2月　8:30～16:30

无休

36 橘寺
大人400日元→350日元
初高中生300日元→250日元
儿童200日元→150日元

橿原神宫前站→奈良交通巴士“冈桥本”
下车徒步3分钟

9:00～16:30 无休

37 壶阪寺
成人600日元→500日元 儿童没有折扣
* 成人指年满18岁的人 (儿童指不满17岁的人)

壶阪山站→奈良交通巴士“壶阪寺前”下
车即到

8:30～17:00 无休

38 金峰山寺藏王堂

大人800日元→720日元
初高中生600日元→540日元
小学生400日元→360日元
※特别参观期间票价如下所示
大人1,600日元→1,520日元
初高中生1,200日元→1,140日元
小学生800日元→760日元

吉野站→缆车“吉野山站（山上站）”，
下车徒步10分钟(缆车仅在周五、周六、
周日、节假日、周一运行。周二、周三、
周四提供代运巴士)

8:30～16:00 无休

39 吉水神社
成人600日元→540日元
中学生400日元→360日元
儿童300日元→270日元

吉野站→缆车“吉野山站（山上站）”，
下车徒步(缆车仅在周五、周六、周日、
节假日、周一运行。周二、周三、周四提
供代运巴士)

9:00～17:00(最终受理16:30) 无休

40 竹林院 大人400日元，高中生350日元，初中生300日元，儿童200日元各减去10%

吉野站→缆车“吉野山站（山上站）”，
下车徒步(缆车仅在周五、周六、周日、
节假日、周一运行。周二、周三、周四提
供代运巴士)，或吉野站→奈良交通巴士
（营运时间因季节而异）

8:00～17:00 不定期歇业

京

都

1次结账的购买金额在2,000日元（不含税）以上，打9.5折(食品，大减价商品
等有部分折扣除外商品)

奈

良

地区

大

阪

1次结账的购买金额在2,000日元（不含税）以上，打9.5折(食品，大减价商品
等有部分折扣除外商品)

免税加9.3折

用餐1,500日元以上（含税）的顾客，将获赠一杯软饮料（但是，每一位仅限一
杯）



截至2023年5月8日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临时休业、缩短营业时间、限制入场等情况。 使用时请到各设施主页确认。

设施名称 优待优惠 交通 营业时间 歇业地区

41 如意轮寺 参观票价打九折

吉野站→缆车“吉野山站（山上站）”，
下车徒步(缆车仅在周五、周六、周日、
节假日、周一运行。周二、周三、周四提
供代运巴士)

9:00～16:00 不定期歇业

42 近铁百货店 四日市店
1次结账的购买金额在2,000日元（不含税）以上，打9.5折(食品，大减价商品
等有部分折扣除外商品)

近铁四日市站下车徒步1分钟

全馆10:00～18:30/1、2层食品卖场10:00～
19:00/地下层书籍10:00～20:00/9、10层美食
街11:00～21:00
※最新的营业时间请到店铺主页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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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名花之里

【灯光秀】：2022年10月22日(星期六)～2023年5月31日(星期三)
・门票包含秋海棠公园入场费 （不附带消费券）
大人2,500日元→1,800日元、中小学生2,500日元→1,400日元
※特别营业日：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25日(星期天)无法使用。
【上述期间以外】
・门票包含秋海棠公园入场费 （不附带消费券）
大人1,600日元→1,400日元、中小学生1,600日元→1,000日元

（彩灯节期间）
近铁长岛站→三重交通巴士10分钟“名花
之里”下车即到
（彩灯节期间外）
桑名站→三重交通巴士10分钟“名花之
里”下车即到

10:00～21:00
※因时期有所变更。详情请到主页确认。

2023年7月有歇业期
※详情请到设施主页确认。

44 Aqua-ignis
成人温泉门票减100日元，儿童减50日元
租赁毛巾（原价100日元）现免费提供

汤之山温泉站→三重交通巴士3分钟，
“Aqua-ignis”下车即到

6:00～24:00 无休

45 御在所空中缆车
乘车费用7折（仅限往返）
成人 2,450日元⇒1,700日元
儿童 1,220日元⇒850日元

汤之山温泉站→三重交通巴士10分钟“汤
之山温泉・御在所空中缆车”下车即到

9:00～17:00（4～11月）
9:00～16:00（12～3月）

强风等恶劣天气时，则停业
定期点检、施工期间则停业※请到设施主
页确认。

46 ＶＩＳＯＮ　本草汤
入浴费用成人（初中生起）减去100日元，儿童（3岁～小学生）减去50日元
免费借用面巾（原价100日元）

松坂站→三重交通巴士50分钟“VISON”
下车即到
※三重交通巴士  自由乘坐区间不适用

6：00～24：00 无休

47 ORIX Rent a Car 近铁松阪站前店 租赁汽车费用7折 松阪站下车即到
8:00～20:00（平日）
9:00～18:00（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

无休

48 ORIX Rent a Car 伊势市站前店 租赁汽车费用7折 伊势市站（JR一侧）下车即到
8:00～18:00
8:00～19:00（夏季）

无休

49
ORIX Rent a Car 伊势·近铁宇治
山田站店

租赁汽车费用7折 宇治山田站下车即到 8:00～20:00 无休

50
伊势夫妇岩互动水族馆
伊势海洋乐园

大人：普通票价减去100日元
儿童：普通票价减去50日元

宇治山田、鸟羽站→三重交通巴士50分
钟、15分钟“夫妇岩东口、伊势二见海洋
乐园前”下车即到

9:00～17:00（因季节有所变更） 2021/12/7～10

51 共生之国 伊势忍者王国

门票 成人1,500日元⇒1,200日元、中学生1,000日元⇒850日元、小学生800日
元⇒680日元
入国票 成人3,600日元→2,800日元、中学生2,300日元⇒1,800日元、小学生
2,000日元⇒1,600日元
通行票 成人4,900日元→4,100日元、中学生3,500日元⇒2,900日元、小学生
3,000日元⇒2,500日元

宇治山田、鸟羽站→三重交通巴士40分
钟、30分钟“伊势、安土桃山文化村”下
车即到

9:00～17:00（最终受理16:00） 2023年2月或3月有维护保养歇业日

52 鸟羽水族馆
门票
大人(16岁以上）2,800日元→2,700日元
儿童（6～15岁）1,600日元→1,500日元

鸟羽站下车徒步10分钟

9:00～17:00（最终入馆16:00）
※7/20～8/31为8:30～17:30（最终入馆
16:30）
※根据情况营业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无休

53 御木本真珠岛
门票
成人1,650日元→1,320日元
儿童（7岁～15岁） 820日元→660日元

鸟羽站下车徒步5分钟
10：00～17:00
※关于营业时间，请到设施主页确认。

12/13～15

54 巡游鸟羽湾与海豚岛
乘船费
成人（初中生以上）减去100日元，
儿童（4岁～小学生）减去50日元

鸟羽站下车徒步9分钟（鸟羽海洋码头）
鸟羽站下车徒步5分钟（真珠岛、水族馆
前站台）

9:30～15:30（因季节、星期几有所变更） 2023/1/16～2/3

55 伊势湾渡轮 旅客票价打9折
站台：鸟羽站下车徒步15分钟“鸟羽港
（渡轮码头）”

8:00～17:40 无休

56 海之博物馆 门票800日元→640日元
鸟羽站→海鸥巴士35分钟“海之博物馆
前”下车即到  ※（部分海鸥巴士“海之
博物馆东”下车徒步12分钟）

9:00～17:00 6/26～30､12/26～30

57 ORIX Rent a Car 近铁鸟羽站前店 租赁汽车费用7折 鸟羽站下车即到
9:00～18:00
8:30～18:00（夏季）

无休

58 牛肉料理 MATSUMURA 为每位点选主菜的客人免费赠送一杯乌龙茶（午市菜单除外） 鸟羽站→出租车5分钟
午餐　11:30至15:00(最晚点餐时间 14:00)
晚餐  17:00至21:00(最晚点餐时间 20:00)

周三（如遇节假日则营业）

59 Cuccagna鸟羽
餐饮费可享九折优惠
※每组客人最多可减3,000日元

鸟羽站下车徒步5分钟
午餐　11:00至最晚点餐时间 14:30
晚餐　17:00至最晚点餐时间 22:00

星期二

60 海岛游民 俱乐部 为参加旅行团的客人，每人免费赠送一杯咖啡 鸟羽站下车徒步5分钟 9:00～17:00 12/30～1/3、8/13～8/15

61 海女小屋体验　相差灶 餐饮费用打9折
鸟羽站下车，从鸟羽巴士中心搭乘“海鸥
巴士”→相差（石神大人（神明神社）
前）下车

11:30～14:00 不定期歇业

62 白泷大明神的瀑布修行体验 体验费用打9折 近铁志摩线　船津站下车徒步15分钟 9:00～16:00 无休

63 志摩西班牙村（PARQUE ESPANA） 通票、2DAY通票、月光通票约8.5折
鹈方站→直达巴士13分钟“志摩西班牙
村”下车即到

9:00～17:00
※因季节有所变更。

2023/1/10～2023/2/10
※6月下旬有歇业期

64 八幡灶
海女小屋体验费减100日元（仅限成人费用、现金支付）
※不可与其他折扣叠加使用

鸟羽站下车⇒免费接送巴士约25分钟 10:00～16:30 1/1～5、8/13～15、12/30～31

65
奥志摩水森 都度假酒店
Aquapalace

成人减去300日元、
儿童减去100日元

贤岛站下车→免费定时接送巴士25分钟 10:00～18:00（最晚入场17:00) 冬季因整修，部分日期暂停营业

66 贤岛西班牙巡游（英虞湾游览）
乘船费
成人（初中生以上）减去100日元，儿童（4岁～小学生）减去50日元

站台：贤岛站下车徒步2分钟（贤岛港） 9:30～15:30
停运期间2023/2/6～2/17因船只的定期检
查，可能停业。

67
ORIX Rent a Car
志摩·近铁鹈方站前店

租赁汽车费用7折 鹈方站下车即到 8:30～18:00 无休

68
香树休闲度假城俱乐部 (COCOPA
RESORT CLUB)

温泉大浴场入浴费1,300日元→750日元
榊原温泉口站→免费接送巴士15分钟
※需要预约（059-262-7111）

6:00～9:00　12:00～23:00
星期二和星期五为14:00～23:00

无休

69
美伊娜多青山度假村 雾生温泉“香
乐之汤”

入浴费1,000日元→800日元
※另收消费税、温泉税150日元

伊贺神户站免费接送巴士35～40分钟（需
要预订）

10:00～16:00

冬季有歇业期
※由于临时打扫清洁，无法使用“香乐之
汤”时，请使用青山酒店内的“雅之
汤”。

70
青山花园度假村酒店 Rosa Blanca
※2021.9目前：歇业

门票
大人减200円日元
儿童(4岁～小学生)减100日元
※繁忙期（黄金周、盂兰盆节、岁末年初）除外

青山町站→接送巴士（需要预订）
10:00～21:00(最终受理20:00)
・每周星期三为清扫日，利用时间为14:00～。

不定期歇业，请提前确认。

71 伊贺流忍者博物馆 手里剑投掷体验300日元，原为6次，现优惠至8次 伊贺铁道上野市站下车徒步10分钟
平日　10:00～15:30(16:00闭馆)
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10:00～16:00(16:30
闭馆)

12/29～1/1
※因整修等原因，部分日期暂停营业

72 BIC CAMERA（必酷) 名古屋站西店 近铁名古屋站徒步2分钟 10:00～21:00 全年无休

73
BIC CAMERA（必酷) 名古屋JR
GATETOWER店

近铁名古屋站徒步2分钟 10:00～21:00 全年无休

74 津机场线
成人2,740日元→2,020日元
儿童1,370日元→1,010日元

从中部国际机场（新特丽亚）徒步10分钟
“新特丽亚港客船码头”

6：30～22：00 无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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