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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1

體驗「放鬆」的全新境界
搭乘特急「HINOTORI」
往返大阪、名古屋

特集2

戶外散心♪

前往春天的伊勢志摩！

體 驗「 放 鬆 」的 全 新 境 界

「HINOTORI」
往返大阪、名古屋
3月14日，以「更深層的放鬆」為設計理念的特急列車
「HINOTORI」開始在大阪難波與名古屋兩地間的行
駛。搭乘「HINOTORI」，前往各個帶著大阪與名古
屋色彩的話題性景點吧！

各設施的營業狀況與活動等可能無預警變更或中止，在出發前請先行確認。（依本刊取材時3/11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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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的放鬆―特急「HINOTORI」
有助於旅途放鬆的「背殼型」座椅

全車廂內皆設有空氣清淨機，並以大型液晶螢幕顯示目的地及行駛資訊，也有提

適空間。位在頭、尾兩端的「高級車廂」，地板的高度設計得較一般車廂為高，

可放大型行李的置物櫃等等便利設施供乘客自由使用。同時多功能洗手間也設有

或8節編成。以「放鬆的升級」為設計理念，致力於打造提升乘客搭乘質感的舒
全座位採用2+1式排列並選用真皮座椅。在座椅部份，包含「標準車廂」的座椅

在內，全數使用「背殼型」設計，可自由伸展毋需擔心影響到後方乘客。此外，
高級座椅間的間隔達130cm、標準座椅達116cm，確保了舒適的乘坐空間，其
中標準座椅的間隔更是近鐵特急的標準車廂中最寬的。

HINOTORI

小知識 ④

在地下月台閃耀的車體

在大阪難波站及近鐵名古屋站，即使是在地下
的月台，也能看到「HINOTORI」如同在日光
沐浴下的英勇身姿，因為在地下月台也設有照
亮「HINOTORI」的燈光。大阪難波站設置在1
號・2號月台開往上本町及三宮方面(僅於6節編
成位置)；近鐵名古屋站為設置在5號月台的1號
車位置。
這裡

在追求舒適性的空間中愜意休息

連接大阪與名古屋兩地的特急列車「HINOTORI」於3月14日開始服務，分為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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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車免費Wi-Fi。在車廂連結處設有長凳休憩區、售有零食及咖啡的咖啡區、

嬰兒床，讓攜帶幼兒的旅客也能安心搭乘。搭乘將車內舒適度提升至最大值的特
急列車「HINOTORI」，可讓大阪―名古屋間的移動路程化作最高級的「放鬆時
光」，藉此享受沿途的旅程。

長凳區

設有用途、目的多元的長凳。適合離開車廂透透氣時利用。
外觀設計使用豔麗的金屬紅色，呈現著前衛的速度
感。名稱則融合了車輛的外觀設計，以及具有質感
的內裝，命名為「HINOTORI」。

標準座椅

車內液晶螢幕

全座椅皆為「背殼型」座椅，並附有充電插座與收
納式桌子，也具備腳踏板，提升乘坐的舒適性。

桌子(收納式)

車廂兩端上方的大型液晶螢幕，
以4國語言顯示著目的地、停靠
站、轉乘等資訊。也提供時刻表
異動及其他鐵路公司的即時行駛
狀況等資訊。

背殼型設計

HINOTORI

小知識 ①

「頭枕」
適合所有人的頭型。

高級座椅的「頭枕」可以依照乘客的身
型自由調整高低，還能凹折頭枕兩端，
以調整出最能支撐頭部的位置・角度。
以舒適的頭枕提升路途的舒適度♪

大型桌子・
杯架

高級車廂

充電插座

爬上階梯前往乘坐區，透過前、側面的大型觀景窗望去的視野非常好。

充電插座

電熱椅背

在大阪
風
品味昭 情的下町，
和
復古遊 時代的
戲！

大
阪

位在大阪上本町站共構的商業大樓「上本町Hi Hi Town」的

地下一樓。著名的是長度為日本第一 、長達33m的吧檯式座
位。超過100種「俗擱大碗」的美食，讓人可以喝酒一杯接

B 11:30~22:00(週末假日為
10:00~)C 週二(若為假日則營
業)、不定休F近鐵日本橋站→地
下鐵恵美須町站下車徒歩約5分或
大阪難波・大阪阿部野橋站→地下
鐵動物園前站下車徒歩約5分
E☎06-6641- 1164 ※4/1起全店
禁煙 ※未滿18歲不得進入

軟爛的「土手燒」。此處也有許多女性獨自前來用餐。

中還展示著
槽
水
的
內
館
一大特色！
樂高模型是

通往「龍宮城」的海中隧道
海中生物與樂高®模型的獨特組
合，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這裡的祭神是學問之神―菅原道真。
境內有衆多象徵著道真的「天神御
籤」人偶，除了與道真淵源深厚的
「撫牛」週遭外，在梅樹及燈籠等地
方也都放置著道真人偶，光是其可愛
的模樣就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DRINK STAND FRUMMY 道頓堀店

B授予所9:00~17:00F近鐵名古屋站→地下
鐵砂田橋站下車徒歩約10分E ☎052711-6610

店名源自於開店理念的fruit x yummy(好吃的水
果)。外觀十分可愛的「棉花糖蘇打」，是
以鳳梨醬製成的自家製水果蘇打，配上軟
綿綿的棉花糖所製成。將棉花糖在一瞬

與店名相呼應，全部吃完稱作
「登頂」，吃不完則被稱爲「罹
難」。提供超越想像味道的「甘
口抹茶小倉義大利麵」(1,000日
圓)令人驚喜連連！

間溶化的蘇打，有著酸酸甜甜的清爽滋
味。
B12:00~20:00C週三F大阪難波站下車
徒歩約5分E☎06-6213-9005

Piat Thor

40年來廣受常客愛戴的
「土手燒」(300日圓)。
店內其他同樣耗費時間料
理的功夫菜為280日圓起

鶴橋

難波
新今宮
関西空港

大阪
Osaka 上本町
Metro
天王寺
大阪阿部野橋

高野山

「棉花糖蘇打」
(700日圓)的棉花糖
共有粉紅、黃、水
藍等3色。蘇打則加
入了5種糖漬水果。

近鐵奈良

境內四
處都是
「天神
御籤」
人偶！
起源於十多年前，參拜者將抽過
的「天神御籤」(300日圓)放置
於此而始

採用鮮豔朱塗技法的本殿

喫茶Mountain

果等，共提供7種(含限定口味)甜味義大利
麵。以「登頂」(完食)為目標來挑戰看看
B9:00~L.O.21:00C週一(遇假日順延)・5/7F近鐵名
古屋站→地下鐵杁中站下車徒歩約10分
E☎052-832-0897 ※4/1起全店禁煙

栄

名古屋地下鐵

金山

津

大和八木

近鐵線

HINOTORI
行駛區間
近鐵線

橿原神宮前
吉野

賢島

添加鮮奶油的
「咖啡・歐蕾」
(550日圓)

B依日期而異C4/7、5/12(預定)D1DAY通行護照
成人(13歲以上)當日1,900日圓・兒童(3~12歲)1,500
日圓F近鐵名古屋站→青波線金城埠頭站下車徒歩
約5分E☎0570-05- 8605

抹茶小倉義大利麵」是以抹茶味的義大利麵
搭配鮮奶油與餡料的料理。包含香蕉與奇異

粉紅色的店面，360度都好拍！在候餐的
過程中可用磁鐵隨意排列自己喜歡的句
子，讓等待的時間也變得有趣！

大和
西大寺

「日本樂高樂園®主題飯店」併設的「SEA
LiFE 名古屋」是以「觀賞、接觸、學習」
為體驗主軸的水族館。包含日本原創區域
「龍宮城」在內共劃分為11個區域，還將
樂高®模型與共約150種・3,500隻以上的水
生動物一同展示，是其一大看點。

在這這間喫茶店可以品嚐到在SNS掀起話題
的甜味義大利麵。其中具有高人氣的「甘口

盤子」體驗。在可回收使用的盤子上寫下不滿的原因，在
大聲喊叫的同時把手中的盤子丟向前方，除了摔盤子外，
B14:00~23:15C不定休F大阪難波站下車徒歩約5分
E☎06-7501-7092

大阪難波

環球城站

近鐵名古屋

京都

名
古
屋

喫茶Tsuzuki
從天花板的高度將咖啡與牛奶注入客人杯
中的「從天而降的咖啡歐蕾」是本店的名
產！右手持咖啡、左手持牛奶，同時瞄準
杯中注入的表演讓人目不轉睛！從高處注
入的牛奶會產生綿密的奶泡及醇厚的風
味，欣賞表演的同時享用美味的飲品吧♪

上野天滿宮

祭祀著素盞鳴尊荒魂的獅子殿，獅子的口中建有舞台，眼睛為燈
光、鼻子為喇叭。

也有提供以槌子敲碎陶瓷壺的抒壓體驗！

名鐵線

JR

©2020 The LEGO Group.

在獨特的空間中所提供的是可以消除平日累積壓力的「摔

一次可坐滿40人的超長吧檯，
自中午開店後客人即絡繹不絕

阪神線

大阪
(梅田)

SEA LiFE 名古屋

抹茶
跌破 蜜紅
豆
義 眼鏡
大
利麵 的個性派......

吧檯，
在日本最長的
快樂
體驗微醺的

穿著護具與手套，
挑戰「摔盤子」體
驗(一次7枚1,430日
圓~)！讓人可以忘
卻不開心的事，專
心放眼未來！

● 路線圖＆停靠站

南海線

巨大獅子
大魄力！感受
的力量！

一杯！最受歡迎的料理是將牛筋與白味噌耗費2小時熬煮至

設有方便更衣的腳踏板、嬰兒床、造口者友善設備等。

和歌山市

B6:00～17:00F大阪難波站下車
徒歩約15分E☎06-6641- 1149

全力將盤
子
帶來暢快 摔碎，
心情！

B12:00~L.O.21:45C週日F大阪上本町站下車即達
E☎06-6779-0869 ※可吸菸(4/1起未定)

「HINOTORI」自大阪難波站、近鐵
名古屋站發車時，會播放特殊的發車
音樂。這首原創曲名為「光之鐘」(
作曲:西谷喜久)。不論是在車內或月
台，都請側耳傾聽看看這首旋律吧！

殿。張開大口呼喚勝利，並將
邪氣全部吞沒，是內行人才知
道的勝運靈場。在充滿魄力的
獅子前合十祈禱，接收祂所授
予的庇護吧！

再獲得相對應數量的彈珠。獲得的彈珠可選擇繼
續遊玩，或累積至指定數量後兌換零食等獎品。

天山閣Hi Hi橫丁

大阪難波・近鐵名古屋站的
發車音樂是獨創的

八阪神社位於南區的繁華街，
供奉著素盞鳴尊與其御妃。在
其境內散發著具有壓倒性存在
感的是建於本殿旁邊的獅子

位在通天閣下方的新世界區域，開業至今超過30
年的復古遊樂場。Smartball是帶著昭和時代氛
圍的彈珠機台。投入100日圓硬幣後即會獲得25
個彈珠，若射出的彈珠掉入寫有數字的洞，即可

獎品主要是各種零
食，若累積到250個
彈珠，還能兌換高
級的布偶獎品！

小知識 ③

難波八阪神社

Smartball New Star

機台約有50台，每台的
孔洞、分隔杆位置，及
彈珠的彈射方式都不一
樣。選擇一台自己中意
的機台遊玩吧！

HINOTORI

大型桌子(收納式)

操作面板

電動腿靠

小知識 ②

標準座椅的「腳踏板」可自由調
整高度。一腳踩著調整把手，並
用另一腳調整腳踏板的高度至舒
適的位置。搭配可調整的椅背，
可以調整出最為舒適的角度。

背殼型設計

電動調整椅背

HINOTORI

線

閱讀燈

多功能洗手間

西九
条

座椅選用真皮材質，並
採「背殼型」設計，乘
客毋須擔心影響其他
人，可恣意放鬆伸展。
座椅具備電動調整椅背
與伸縮式腿靠、可自由
調整高低與角度的頭
枕，以及電熱椅背、充
電插座、大型桌子(收納
式)等舒適配備，大大提
升了深度放鬆的可能
性。

咖啡區

設有可喝到現沖美式咖啡的自助咖啡機(付費)及販售零食、輕
食的自動販賣機。使用的紙杯上印有「HINOTORI」的Logo。

「腳踏板」的高度
可隨喜好自由調整。

頭枕

桌子・杯架

置物櫃可免費收納大型行李。車廂內另有
設置防盜攝影機的行李置放區。

行李架與車廂門皆使用玻璃材質，呈現明亮的開放感。

神戸
三宮

高級座椅

腳踏板

置物櫃

標準車廂

B7:30~L.O.18:00C無休F近鐵名古屋站→地
下鐵中村區役所站下車徒歩約10分
E☎052-482-0001 ※4/1起全店禁煙

運氣好的話可以見到老闆與兒子一同出場的

ROCKIN' ROBIN 大須店
大須商店街匯聚著各國美食，其中若想
嚐嚐美式晚餐可選擇來到ROCKIN'
ROBIN。「邊走邊吃小漢堡」將使用
100%純牛肉肉餅、起司、自製塔塔醬

製成的漢堡做成一口Size，並以小圓麵
包夾起，並裝進可愛的美國風容器中廣
受顧客好評！

B11:30~L.O.21:00C無休F近鐵名古屋站→
地下鐵上前津站下車即達E☎052- 684-7855

你漢堡
一手拿著迷
須商店街♪
大
逛
遊
哉
悠
「邊走邊吃小漢堡」(迷你漢堡1個550日圓・2個
825日圓・3個1,100日圓 ※售完為止)，附餐的薯
條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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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集 2

春之伊勢志摩！
戶 外 散 心 ♪

在舒適怡人的春天，不妨到伊勢志摩踏青吧！
前往伊勢神宮參加典雅祭儀的同時，
也順道前往鳥羽、志摩的各個觀光景點走走吧！

鳥羽水族館
「春爛漫！身穿粉色衣裳的動物們」
水族館內的童話世界♪

飼育種類數日本第一的鳥羽水族館，飼育著各種

舉辦至
4月12日(日)

散發春天氣息的粉色動物。在「如夢似幻可愛展」

的會場(企劃展覽室)中，可以看到小丑魚、粉紅鳳頭鸚鵡、將
軍龍蝦、墨西哥鈍口螈等，共約25種、150隻動物。展覽期間

在餐廳「Bayside」還能喝到將紅色珍珠加入草莓牛奶中的
「夢幻可愛珍奶」。

B9:00~17:00C無休D成人2,500・國中小1,300・幼兒(3歲以上)600日圓F鳥羽站
下車徒歩約10分E☎0599-25-2555

伴隨蝶翼翩翩起舞的舞樂「蝴蝶」 照片提供：神宮司廳

伊勢神宮

「春之神樂祭」

隨著雅樂的曲調，品味古風的絢爛

GW 特別活動

4月28日(二)
29日(三)
30日(四)

以粉色身體與白色線
條為特徵的小丑魚

4月29日(三)~5月6日(三)

~靠這麼近沒問題嗎!？~ 超近距離水族館
超人氣的體驗活動再加碼！包含餵食巨
大 海 獅＆可 愛 海 豚 ( 需 事 前 預 約・需 付
費)，以及與河狸和陸龜互動等可與動物
近距離互動的體驗，此外還有與可愛企
鵝合照，或是欣賞猛禽在眼前自由飛翔
等多種活動！

在每年的春天及秋天，在內宮神苑的特別舞台會表演感謝神恩、祈求
平安的舞樂。最初演奏的是祈求天下太平的祝福舞樂「振鉾」，是由
身著紅、綠衣裳的舞者揮舞鉾(矛)的祝賀之舞。緊接著上演的是勇壯

的獨舞「蘭陵王」及背部穿者象徵蝶翼之豔麗羽飾的舞蹈「蝴蝶」。

喜歡生活在洞穴中
的將軍龍蝦

在春的天空之下，伴著高雅的樂聲欣賞華麗的舞蹈吧！在神樂祭的3

「夢幻可愛珍奶」(500
日圓 ) 採用貼有生物貼
紙的原創容器 ( 共 6 款 )

天期間，位在參集殿的能舞台也會有多種獻給神明的傳統才藝表演。
B每天11:00~・14:00~※如遇下雨，公開舞樂將移至参集殿能舞台，並僅舉辦上午場次
F宇治山田・五十鈴川站→巴士内宮前下車即達E神宮司廳☎0596-24-1111

志摩西班牙村
一連串的新感動體驗！在主題樂園留下春天的回憶！
今年春天新增了應用AR(擴增實境)技術的全新遊樂設施「OBAKE

HUNTER」。除此之外，花朵滿滿的新角色表演「 Patio del Canto

擴增實境設施
「OBAKE HUNTER」

祕密的花園~」、將古典樂重新詮釋的佛朗明哥演出「Clasicos」也

都不能錯過！而「Circo De Tierra Neo Legend」( 至5/6止，與

7/18~8/31期間)則是壯觀的「火」與「水」的特效搭配「地球雜技
團」的馬戲團雜耍的娛樂表演。

B 4/1~5・11・12・18・19・25・26＝9:30~18:00、4/6~10・13~17・20~24・27・28＝

9:30~17:00、4/29~5/1・6＝9:30~20:30、5/2~5＝9:00~21:00C6/29~7/3D成人5,400・國
高中4,400・3歲~國小與長者(65歲以上)3,600円F鵜方站→直達巴士約13分EParque
Espana 電話諮詢中心☎0599-57-3333 ※至3/31為止休園（依本刊取材時之情況）

GW 特別活動

點綴樂園夜晚的夜間活動！

春天的
點
草莓甜

4月29日(三)~5月6日(三)

於日本黃金週假期期間實施夜間開園，並舉
辦夜間表演「ESTIVAL FESTIVAL」，內容包
括夢幻般燈飾閃閃發光的夜間遊行、西貝勒
斯廣場的建築3面牆上光雕投影、配合音樂
綻放的煙火表演等精彩活動！

慶祝當日壽星的表演
「 Patio del Canto祕密
的花園~」

由真正西班牙舞者演出的佛朗
明哥演出「Clasicos」
「Circo De Tierra Neo
Legend」是由技藝精湛的
專業舞者們所演出的壯觀
現場表演

「草莓吉拿棒聖
代」(510日圓/
餐廳「AMIGO」)

「Dul的幸福草
莓聖代」(1,000
日圓/咖啡廳
「MI CASA」)
※示意圖

若 要 前 往 伊 勢 志 摩 旅 遊

【票
價】成人9,900日圓 兒童5,400日圓
【販售期間】至2020年12月26日(六)止
※指定乘車日之1個月前開始售票。

【使用期間】至2020年12月29日(二)止
【有效期間】近鐵電車出發站乘車日起算4天
(至回程站下車為止有效)

※開始使用後，起站至自選區間(松阪~賢島間)

的來回僅限一次有效
※在自選區間外之站點下車時，將視為旅遊結
束並回收票券

【套票內容】
●近鐵電車始站起自選區間(松阪~賢島間)的來回車票與自選區間之車票
※始發站與回程的到達站不同時也能適用

●近鐵電車「出發」(起站→松阪~賢島間)與「回程」(賢島~松阪間→訖站)的特急兌換券
●近鐵電車自選區間(松阪~賢島間)特急兌換券4張
●三重交通巴士(松阪・伊勢・鳥羽・志摩區域內)・鳥羽市Kamome巴士4天無限搭乘
●鳥鳥羽市營定期船・志摩MarineLeisure英虞灣定期船4天無限搭乘
●伊勢神宮 內宮⇔伊勢志摩近鐵Resort各飯店間的「珍珠接駁巴士」單程單次車票(事前預約制)
●志摩西班牙村及鳥羽水族館等，共24個觀光設施免費入場
●出示「まわりゃんせ」的各種特典小禮物
【購
票】
近鐵主要車站(伊勢中川站以西・以北的特急券發售站之窗口)、阪神神戶三宮站、近畿日本旅
遊・JTB・日本旅行各集團、農協觀光、東武Top Tours、南海國際旅行、名阪近鐵旅行、西
鐵旅行、名鐵觀光服務、讀賣旅行之主要分店・營業所、奈良交通 各旅遊中 阪急交通社 梅田
分店、津Airport Line 中部國際機場港口營業所

「まわりゃんせ」再加740~1,160日圓，即可搭乘觀光特急「Shimakaze」！ ※此為單程的「Shimakaze」列車費用，費用將依搭乘區間變動。

新增４處可使用﹁まわりゃんせ﹂
入場的觀光設施！

超 級 護 照

●旧長谷川治郎兵衛家

松阪地區
●志摩パークゴルフ場

志摩地區

●海ほおずき

志摩地區
●伊勢現代美術館

志摩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