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景度假游-假期自然醒 神户夜景奥莱一日游 
（适合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将依照当日情况有可能会对景点、游览先后顺序及时间进行更动。 

 晚去晚回，适合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神户三田奥特莱斯，有马温泉，六甲山夜景一览无遗 

 大阪市区酒店上门接送，不再费心线路规划和复杂的公共交通 

 当地专业“老司机”华人司机，靠谱贴心服务，详细了解日本当地风土人情 

10：30 大阪 

开启今天美丽旅程 

 

9:30-10:30 大阪环状线内酒店/民宿 

日本桥 2 号出口（难波心斋桥区域） 

 

根据季节，冬天可能调整时间，提早 30 分钟左右出发 

 

※过时不候，故建议于出发前 10 分钟至集合地点等候。 

接送顺序及时间由司导根据车程远近等情况来进行安排，请互相理解配合，统一听从司导安排。 

 

12：00 神户 

▼神户三田奥特莱斯（约 4 小时，含自行午餐时间，可自由活动）（不去北野异人馆街和神户港） 

由美国著名的 Outlets 集团 Chelsea 一手经营，依照洛杉矶城郊的高级住宅巴莎迪那（Pasadena）风格而建，

是一家售卖中高端奢侈品的奥特莱斯。三田奥特莱斯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这里汇集了约 180 家时尚服饰、服装

杂货、运动用品、室内摆饰等海内外有名的品牌店铺。其中品牌包括了 Anna Sui、Folli Follie、Furla、Abahouse、

Balenciaga、Bottega Veneta、Chloe、Givenchy、Gap、Issey Miyake 等等，囊括了高奢品牌和轻奢品牌。小朋

友来这里也不会感觉无聊，奥特莱斯内还有 LEGO 商店，爸爸妈妈在购物的同时，小朋友也能买到想要的玩具。*

游客凭护照到信息中心可换取优惠券。三田奥特莱斯隔壁还有永旺商城，餐厅购物选择众多。                              

16：30 神户 

▼有马温泉（约 1.5 小时，可自由活动） 

有马温泉是日本最古老的三大温泉乡之一，历史可追溯到千百年前，因其良好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深得

人们的喜爱。古老的旅馆、土特产商店、寺院林立的温泉街，磺烟飘散，神社寺庙古味浓厚，漫步有马充满风情

的街道，徜徉悠久醇厚的日本历史，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一般。街道上随处可见不间断上冒的热气、标志着多种



类型的温泉，在繁荣的温泉町还可品尝各种美食。除了享受在老街漫步的悠闲，来到这里当然不能不体验温泉，

有马最著名的公共浴场有金之汤、银之汤，还有能享受多种温泉的各种主题大浴场。 

 

*推荐日归温泉 

御幸荘花結び 地址：〒651-1401 兵庫県神戸市北区有馬町 351 日式岩浴大浴场，金泉露天温泉，每个浴池都有

栏杆，年长的人也可以安心进入。费用：1500 円 

太阁の汤 地址：神户市北区有马町池之尻 292-2 占地约 7000 平方米，是有马地区规模大的温泉主题公园，设施

内的“有马 3 名泉”金泉、银泉、碳酸泉三种温泉可让您享受泡温泉的乐趣。费用：平日 2400 日元、周末节假日

2600 日元 

金の湯 地址： 神戸市北区有馬町 833，金汤含有丰富的铁和钠元素，接触空气后变成铁锈色，故名金汤。 

费用：成人 650 円、小学生 340 円、足汤免费，定休日：每月第 2、4 个周二及 1月 1 日  

銀の湯 地址： 神戸市北区有馬町 1039-1，银汤是无色无味的碳酸泉，据说对各种骨关节病、肌肉疼痛有一定疗

效。 

费用：成人 550 円、小学生 290 円，定休日：每月第 1、3 个周二及 1 月 1 日  *金汤银汤两馆联票 850 円* 

豐壽の湯  地址：神戸市北区有馬町 406-3，隶属于有马 MAPLE 酒店，是大规模的温泉主题浴场，有 6 个不同功效

的温泉池和远红外线桑拿设施，同时提供餐饮，通常温泉票价 1340 円，打印下方优惠券并写上名字可享优惠价 1030

円 

 

 

18:00 六甲山 

▼六甲山夜景（约 1.5 小时） 

 

六甲山位于神户附近，山区被指定为濑户内海国立公园，是看神户夜景的地方，有说法称之为日本三大夜景地之

一。到达山顶后可以眺望神户、大阪和京都。六甲山除了看夜景外还有一些其他设施，例如馆中馆六甲、六甲高

山植物园、旋转十国展望台等都是值得去的，也是关西地区最大的户外休闲度假地。 

六甲山缆车（由于山路崎岖，乘坐巴士上山易晕车，请体验独特的六甲山缆车，费用敬请自理） 

营业时间：7:10-21:10 定休日：无 

费用参考：单程大人 590 日元 儿童 300 日元；往返大人 1000日元 儿童 500 日元 

六甲山天览台 六甲山距离神户市区较远，山区被指定为濑户内海国立公园，山上的展望台海拔高达 737.5 米，从

这里能将神户港夜晚的全景尽收眼底，被称为“日本三大夜景地”之一。在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连大阪平原和远

方和歌山的海岸线也可以看到。（门票：免费） 

http://www.hanamusubi.co.jp/
http://feel-kobe.jp/arima/
http://feel-kobe.jp/arima/


推荐：TENRAN CAFE 享受六甲山上绝景的休闲咖啡馆，供应西式简餐和甜点 

虽然位置绝佳，然而价格并不贵，一边喝喝饮料吃点小食或买个牛乳冰淇淋，一边等太阳落山，一边城市的夜灯

渐渐都亮起，过程安静而美好，另外，晚上也可以喝酒享受 1000 万美元的夜景，音乐和艺术活动也会不定期举办。

营业时间：周一~周日：11:00～20:30、人均消费：晚餐：1,000～1,999 日元； 午餐：0 ～999 日元 

19：30 返回 

出发送回心斋桥道顿崛区域解散或大阪市区酒店结束行程。 

 

心斋桥：大阪最著名的一条商店街，云集了大型百货、连锁药妆店、老品牌店和小铺。各种档次和风格的商品应

有尽有，Hello kitty 和 Disney 的专卖店也在这里落户。这里还是 MM 们喜欢的药妆店的聚集地，化妆品护肤品可

以随意淘。大多数店铺都配有中文导购，支持银联卡付款，可以轻松享受购物的乐趣。 

道顿堀：大阪美食的代名词，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条街就从未有过休息的时候。作为大阪人所谓“吃趴下”

饮食文化的发源地，道顿堀有着众多美食小吃比如章鱼丸子、大阪烧、金龙拉面等，也有传统特色的日式居酒屋

以及各种网红餐厅，比如深受国人追捧的蟹道乐。 

20：30 大阪 愉快地结束当天的行程！ 

*以上行程时间安排可能会因天气、路况等原因做相应调整，敬请谅解。 

费用包含 

1）行程中所列车辆服务费用 

2）车辆燃油费、过路费、高速费 

3）车辆服务时间：10 小时内（日本法律规定） 

4）司导服务费（1-13 人精致小团；14-45 人巴士团，实际将依照当日出团人数进行调整） 

5）参考车型：5-8 座车：丰田 Alphard ；9-14 座车：丰田 HAICE 同等级别；18-22 座车：小型巴士；22 座车以上：大型巴士，以上

车辆仅供参考，实际将依照当日出团人数进行调整 

6）3 周岁以下儿童怀抱不占座免费；3 周岁以上同成人 

费用不包 

1）住宿费用、餐费、景点门票、当地参加的自费项目以及其他个人消费费用 

2）一日游行程，不建议携带行李 

如需携带行李，每人可免费携带一件，大小不限，报名时需要备注清楚，报名时未备注或超出每人一件的免额加收 100元每件。 

如不提前说明 3 岁以下不占座儿童及行李数，导致车子位置不够，则拒绝上车，费用不退。 

3）以上【费用包含】未提及包含的其它项目 



注意事项： 

(一) 订单确认后，不可任意变更日期，若有造成损失将须自行承担。 

(二) 预约时务必提供完整信息（姓名+人数+电话+微信号+上车地点），以免发生错误，进而影响行程。 

(三)行程中，护照及贵重物品还请随身携带妥善保管，若有遗失、失窃、毁损等情形还请自行承担。 

(四)高龄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患者、孕妇等建议亲属陪同参加。 

(五)本行程不接受未满 18 岁顾客单独报名，如欲报名还请监护人共同报名本行程。 

(六)本行程为拼车固定行程，还请参加本行程的顾客，务必遵守各景点停留时间并听从司导安排。 

如希望灵活调整行程之服务，还请参考我们包车旅游服务。 

(六)因个人问题、迟到等原因未参与、中止行程，将不退还任何费用，还请留意。 

(七)行程中途，若自行脱团者，将视同交易无效，将不会退还任何费用。且若因此导致人身、财产安全，后果须自行承担。 

(八)根据当日交通路况、天气、节日、人潮影响，各行程抵达时间有可能发生变化，如遇前述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行程发

生延遲或取消，还请见谅，并不可以此为由要求退还费用。 

(九)请穿着轻便、适合旅游服装、鞋子参加本行程。 

(十)请务必遵守日本当地法律规范，切勿携带日本法律禁止携带之物品，避免触犯法律影响自身权益。 

(十一)于自由活动时，应注意自身人身、财物安全，如未听劝告发生意外或造成损失后果自行负责。 

 

【人群说明】 

1.70 周岁（含）以上老年人需确保身体健康适宜出行，并有 22 周岁以上家属或朋友全程陪同出行。 

2.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至少一名成年旅客全程陪同出行。  

3.老人需要健康证明，查看健康证明，请填写好于出行前交给报名处（可电子版）。  

4.孕妇、心脏病、恐高症等特殊人群不宜参加本团，有被拒风险，请您谨慎预订。  

5.本产品可接受非大陆籍客人预订，但不提供中日文以外的语言服务，敬请谅解。  

 

【退改规则】 

出发前 3 天(不含)，将退还费用 100%。              

出发前 2～3 天(含)，将退还费用 50%。 

出发前 1 天(含)，将不退还任何费用。 

 

【出行须知】 

1. 接送/集合  

请您务必在指定时间到指定接车地点集合，不要迟到。此产品无法退改、无法换乘其他班次或中途参加，若因自身原因导致

未能参加本行程，需自行承担相应损失，敬请谅解。  

2. 行中须知  

1）团队行程中，不可以提前离团或中途脱团，如您选择中途离团，未完成部分将被视为您自行放弃，不退任何费用，游客离

团或脱团后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需自行承担责任，敬请谅解。  

2）在旅游旺季或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行程的出发时间可能会提前或略微延后（具体出发时间以导游通知为准），届时请提

前做好准备。  

3）行程中涉及的交通、游览及停留时间以当天实际情况为准。如遇特殊情况（如堵车、天气原因等），在不减少行程中景点

的前提下，导游可视实际情况并征得客人同意后，合理调整行程中景点的游玩顺序。  

1）本行程不含餐费，早餐午餐晚餐费用自理。部分餐厅不可携带外食进入餐厅用餐或仅占用位子不点餐，敬请注意。  

3. 当地习俗/法规  

出行时请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  

4. 天气  

1）本产品可能会根据天气等因素进行调整，为了您的安全，工作人员有权要求客人中止户外活动，并与您沟通，另行安排，

具体以当天实际情况为准。  

2）如遇恶劣天气等其它不可抗力因素，园区可能会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延迟变更游乐设施的运行时间或节目表演时间，

甚至可能取消部分项目运行和表演。 

2）花期好坏情况主要受天气原因影响，如未达到最佳观赏时期，也将按正常班期发团，对此介意的游客请谨慎选择下单。  



5. 用餐  

1）本产品不含餐食，敬请自理。  

6. 购物  

1）旅游行程中，个别景点景区、餐厅、休息区等区域存在商场等购物场所，上述场所非旅行社安排的指定购物场所。请根据

自身需要理性消费，并索要必要票据。如产生消费争议，需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义务。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2）目的地可能存在私人经营的娱乐、消费场所，此类场所大多无合法经营资质，存在各种隐患。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请谨

慎考虑消费。  

温馨提示  

1. 请旅客于旅游期间内，保持您的手机畅通，以便相关接待人员与您联系。  

2. 如您有晕车或晕船的先例，建议您做好防治晕车或晕船的准备工作，以免影响您的愉快旅途。  

3. 请穿着舒适的衣服、鞋子参与活动，准备好防晒霜、防虫液、防风外套、相机等物品。  

4. 请保管好随身物品，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如在行程中遗失或损坏，损失需自行承担。  

安全警示  

游泳、漂流、潜水、滑雪、溜冰、戏雪等活动项目，均存在一定风险。参与前请根据自身条件，并充分参考当地相关部门及

其它专业机构的相关公告和建议后量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