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古屋
三天兩夜行程
部落客推薦

好吃的食物。

和名古屋城的金鯱有著一樣造

型的餅乾和美味的冰淇淋

來自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當地知名部落客，依照四個不同主題〈美容、購物、美食、旅遊〉，

介紹三天兩夜在名古屋、中部地區所親自體驗到的魅力景點

According to the real experience, bloggers from Hong Kong, Taiwan, Malaysia introduce 

the charm of the 2 Nights 3 Days Trip in Nagoya and Central Region of Japan in four topics 

(Beauty, Shopping, Gourmet, and Travel)

Nagoya two Nights aNd 
three day course that 
bloggers 
would 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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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
位在岐阜縣的高山，是16世紀興建而成的高山城的所在地。保有日本早期的傳統木造建築街景。而16～17世紀流傳至今

的高山祭，也是日本三大絕美祭典之一。每年春、秋季舉辦的高山祭，在街頭上可以看到集結著飛騨傳統技術的攤販、機械

娃娃人偶、獅子舞等等。春天以日枝神社；秋天以櫻山八幡宮為中心舉行。

交通
方式 

鳥羽
位在三重縣志摩半島東北端的鳥羽市，隸屬於伊勢島國立公園，同時

是17世紀統治此區域的九鬼氏的首都，也是利用海路通往伊勢參觀時

的上岸地。伊勢灣有為數眾多的島嶼，其中包括MIKIMoto珍珠島、

海豚島等等。由明石海峡大橋和市區相連結的珍珠島，是世界珍珠養

殖最早成功的島嶼。在島內可以參訪珍珠工廠、珍珠博物館，甚至可以

親自體驗觀賞珍珠的製作過程及海女採珍珠潛水。另外，擁有約850
種類海底生物的鳥羽水族館，有著接近大自然的養殖環境，也是許多

觀光客會造訪的景點之一。

白川鄉

伊勢神宮

MIKIMOTO 真珠島

鳥羽水族館

高山

伊勢

高山溫泉

交通
方式 

電車 中部國際機場セントレア -(搭名鉄快速特急約30分, 1,230円)-

 名古屋 -(搭JR高山本線約2時間20, 5,510円)- 高山

電車和巴士 中部國際機場セントレア -(搭名鉄快速特急約30分, 

1,230円)- 名古屋 -(徒步3分)- 名鉄名古屋·名鉄巴士中心-

(搭高速巴士約2時間35分, 2,980円)- 高山

昇龍高速巴士車票 3天6，000日元

交通
方式 

電車 1. 中部國際機場セントレア -(搭名鉄快速特急約50分, 1,340円) - 犬山

2. 名鉄名古屋 -(搭名鉄快速特急約25分, 550円)- 犬山

犬山観光情報

URL : http://ml.inuyama.gr.jp/zh-hant/

電車 中部國際機場セントレア -(搭名鉄快速特急約30分, 1,230円)- 名古屋 -(搭JR東海/近鉄特急約1時間30分, 3,030円)- 

鳥羽 交通方式 KINTETSU RAILWAY PASS wide   5天 5,860日元

URL : http://www.kintetsu.co.jp/foreign/chinese-han/useful/ticket/rpw1-krpw.html　

鳥羽観光情報 URL : http://www.toba.or.jp/chinese/Chinese.index.html

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位在日本列島眾多島嶼中最大島嶼「本州」的中央，由「愛知、三重、岐阜、長野、富山、石川、福井、靜岡」等九個

縣市構成。同時共存著美麗的大自然及先進都市景色。

01 / 愛知縣
以日本三大都市之一名古屋市為中心

的先進大縣，同時是日本中部地區文化

的中心地，也是中部交通樞紐中部國際

機場セントレア的所在地。世界級汽車

製造商TOYOTA的總公司也位在此，

為支持日本製造產業的中心大鎮。

02 / 三重縣
日本傳統宗教「神道」的本宗，伊勢神

宮所在的地方。伊勢神宮是日本家喻戶

曉的Power spot，從古至今都是人們

一生至少要去參拜一次的著名朝聖聖

地。在前往伊勢神宮的路上，會經過著

名的世界遺產熊野古道。

03 / 岐阜縣
為戰國時代三英傑之一「織田信長」的

據點，其中包括岐阜城的所在地金華

山、至今仍保存著日本古色古香街景

的高山、以及被認定為世界遺產的合

掌村集落白川鄉等等，是個融合了大自

然、歷史、及人文風情的歷史古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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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村

犬山

 犬山城

犬山
犬山市位於日本中部，地處愛知縣西北部木曾川匯入濃尾平原之處，自古以來

就因其交通、物流、政治的重要性而繁榮興盛。在16世紀的戰國時代，犬山是

戰爭的舞台;而在17世紀到19世紀的江戶時代時，犬山發展成城下町(以城堡為

中心的都市)，至今仍保留著國寶犬山城等眾多的史跡。豐富的大自然和歷史，

再加上文化及娛樂設施等，犬山就是這樣一個風情萬種、綠意盎然之地。



9:30 
 名古屋站 (名古屋駅)
今天星期六，為了節省交通費，購入了可

以同時搭乘名古屋市內巴士及地下鐵全線

的ドニチエコきっぷ(donichieko ticket)。

搭乘地下鐵，前往位在名古屋港的名古屋

港水族館。

可使用日 : 六,日,假日,8日

販賣地點: 地下鐵的站內購票窗口、市

內巴士車內市、車長室、マナカ対応券

(manaka 對應券)販賣機、ドニチエコき

っぷ(donichieko ticket)專用販賣機

 600円, 300円(兒童)

10:00
 名古屋港水族館
可以看到可愛鯨魚的名古屋港水族館、

只要出示ドニチエコきっぷ(donichieko 

ticket)就可以享有200日圓折價。可愛海豚

娃娃GET!

 052-654-7080  愛知県名古屋市港

区港町1-3  9:30～17:30(4月1日～7月

18日, 9月1日～11月30日, 3月21日～3月

31日), 9:30～20:00(4月26日～5月6日, 7

月19日～8月31日), 9:30～17:00(12月2日

～3月20日) Close : 星期一  名古屋港

車站3號出口徒步大約6分鐘 

 http://www.nagoyaaqua.jp/aqua/

 2,000円(高中生以上), 1,000円(小學

生以上), 500円(4歲以上)

DAY2 
名古屋市內觀光

榮的流行時尚行程

12:00 
 榮 (栄)
名古屋最繁華、最前線的流行時尚起

源地，榮的購物行程START!

 名古屋地下鐵榮站

LUNCH 
 ういろうの雀おどり

總本店 擁
有150年傳統的名古屋特產「うい

ろ」專 門店，體驗「ういろ」 不可思

議的獨特 口 感，一餐量不多不少剛

剛好的茶飯定食

 052-241-1192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栄3-27-15 

 10:30～19:00  地下鐵矢場町站

徒步3分鐘，從地下鐵榮站徒步7分鐘 

 http://www.suzumeodori.com

 500~1,000円

14:00
 名古屋パルコ(PaRco)
販賣玩具和雜貨小物的小店Village Vanguard, 

WEGO、MILK、BOY LONDON等，裡面還有各式

各樣種類豐富的品牌，簡直就是個購物天堂。

 052-264-8111  愛知県名古屋 市中区栄3-29-1

 10:00~21:00  地下鐵名城線矢場町站徒步約1

 分鐘  http://nagoya.parco.jp/

15:00 
 NaGoYa ZeRo Gate
2014年在名古屋PARCO對面新開幕的購物中心，有許多流行服飾品牌進駐，

如、American Eagle、Forever21等。

 052-264-8111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栄3-28-11  10:00~21:00

 地下鐵名城線矢場町站徒步約2分鐘

發現自己被刊在封
面的SNAP雜誌! 

THEME TOUR 1
以流行時尚為主題的名古屋三天兩夜之旅

姓名 EvA CHEUNG  年齡 20年代  職業 藝人, 模特兒

CULTURE & HARAJUKU STYLE 創造出嶄新少女風格的

造型。憑著如此獨特的個人風格及其獨有的粉紅彩頭形象

而被多個品牌邀請擔任模特兒擔任model足跡更遍及日

本、法國、台灣、中國大陸及三藩市等地方。修讀時裝設計的

Eva 更與香港時裝品牌D-mop 合作打造聯名時裝系列。

15:20 
 touRIst 
INFoRMatIoN
第一次來到名古屋，為了拿到名古屋市內

的交通資訊和旅遊觀光資訊，來到了觀光

客諮詢中心(日文為觀光案內所)。

 0569-38-7580  中部國際 機場

2樓  8:00～22:00

16:00 
 中部國際機場  名古屋市內
從中部國際機場到名古屋市內最快的方式是，

搭乘名鐵MU-SKY特急電車，大約28分鐘即可

到達名鐵名古屋站。

 1,200円、大約10～20分鐘

19:30 
 居酒屋
到達旅館整理好行李之後，出發前

往市內擁 有獨立個室空間的居酒

屋。給一起來到名古屋旅行的朋友，

一個完美的名古屋旅遊起點，體驗

名古屋當地美食，同時討論這幾天

的旅遊行程。讓美食，為此次名古屋

旅行啟程來一個完美的加分! 

17:00 
 名古屋站 (名古屋駅)
位於名古屋交通中心樞紐的名古屋站，是除了名古屋

市內觀光之外，要到名古屋周邊的都市及觀光地前，

一定要來造訪的地方。

15:00 
 中部國際機場 (中部国際空港)
搭了約五小時的飛機，終於到達了名古屋的大門中部國際

機場。辦完了入境手續之後，在機場拍一張紀念合照!

DAY1 
入境後

往名古屋市內

移動

名古屋之旅是一次很輕鬆，很多元化的旅程，參觀了當地的名勝古蹟、遊玩、又體驗到很

多美食與時尚的不同風貌。

名古屋的感覺比較簡單樸

實，不妨嘗試利用淺明色彩

的上衣 例如：白色，米色，

粉色等大地色系去作多層

次的配搭。

Tour TIP 

好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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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MaI LeaF
想喝杯茶休息一下，找了一家店進去後

發現竟然是一家女僕咖啡！是在名古屋

偶然遇到的有趣女僕咖啡廳

 052-201-2622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2-29-11

 1:00～16:00, 17:00～22:00

 大須觀音站2號出口徒步只要3分鐘

 http://mai-leaf.com/

 1,000円~

好吃的食物。

Dinner 
 油そば専門店 歌志軒
今晚要挑戰新的拉麵！用油攪拌製

成的乾麵，是名古屋名產「油そば歌

志軒」

 052-212-7096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43-16

 11:00～15:00, 17:30～23:00

 上前津站徒步約3分鐘

 http://www.kajiken.biz/

 油そば 630 円

11:00  sKuNK
這完全是為我打造的專屬店面！粉紅

色系的服飾和大量可愛的飾品，和店

員一起拍張紀念照～～

 052-252-9886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34-2

 10:30～20:00

 大須商店街萬松寺通内

 http://www.oshamagic.com/

14:00 
 aLIce oN 
WedNesdaY
彷彿走到艾莉絲夢遊仙境裡一般的

冒險世界， Alice on Wednesday外

觀有大大小小的門裝飾著，但真正的

門卻只有一個！15:00 
 大須商店街購物
SPANKY, チチカカ, Zakk`s等超多可愛小店，想

要通通買回家，但想到剩下的名古屋之旅還很漫

長，只好忍下來。默默祈禱下次再來名古屋…

LUNCH 
 李さんの台湾名物屋台
邊走邊吃美食超多的大須商店街，在為數眾

多的美食中選擇了最誘人的台灣雞排！香味

四溢的雞排醬汁，份量超大，吃的超飽！ 

 052-251-8992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35-10

 11:30～20:00  大須商店街新天地通内

 http://www.lees-taiwan-kitchen.com/

 台湾から揚げ 500円

好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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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oasIs 21
購物逛街逛累之後，可以休息療癒

身心的場所，稍微休息一下，欣賞倒

映在池面上的名古屋時鐘塔。

 052-962-1011

 愛知県名古屋市東区東桜1-11-1

 地下鐵榮站徒步約1分鐘

 http://www.sakaepark.co.jp/

10:00  大須觀音

大須商店街探險從大須観音開始，其實大須觀音原本不是建在名古屋

而是在岐阜縣，1612年在德川家康的命令下移動到名古屋的寺廟。

 052-231-6525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2-21-47

 地下鐵鶴舞線大須觀音站２號出口  http://www.osu-kannon.jp/

18:00
 みそ煮込みまるいち本店
享用名古屋名產温かいきしめん和味噌

煮込みうどん(烏龍麵)，是一家可以靜

靜回味一整天行程的寧靜個室。

 052-971-0951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錦3-17-19 

 11:00～22:00

 地下鐵榮站徒步只要2分鐘

 600円~1,000円

好吃的食物。

DAY3 
大須商店街探險!

尋找專屬於

自己的寶物!

17:00 

 suNshINe saKae
從OASIS 21徒步只要5分鐘，店鋪

豐富，TSUTAYA、咖啡廳、餐廳等

聚集在內，搭著摩天輪欣賞名古屋

市內風光，是約會的絕佳場所。

 052-654-7080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錦3-24-4

 10:00~23:30 

 地下鉄榮站8號出口直通 

 http://www.sunshine-sakae.jp/

10:30 
 大須商店街
從大須觀音開始全長200m以上的名古屋第一商店街，是對於

流行十分敏感的日本年輕人喜歡造訪的人氣商店街

 http://www.osu.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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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TOUR 2
以購物及美妝為主題的名古屋三天兩夜行程

姓名 vERA  年齡 31  職業 設計師兼媽媽

台北人，曾留學英國，從事過零售、廣告、品牌等工作。

從小就對美妝有濃厚興趣，喜歡欣賞美的事物。

由於瘋狂喜愛日本藥妝，又苦於沒有管道得知來自日本的

最新藥妝商品消息，2009年開始，於FACEBOOK上建立

了聚集日本藥妝同好的「日本藥妝失心瘋俱樂部」粉絲團，

整理最新美妝情報、好物訊息，深受網友好評！粉絲遍及

台灣、香港、馬來西亞、中國...等地，是華文地區女性赴日前

「絕對必讀」的網站之一。

15:00 
 中部國際機場 中部国際空港
中部國際機場逛街的部分是以歐式建築風格來打造，

吃飯的部分則是非常日式的風格來呈現！很有趣～ 裡面

有MUJI、UNIQLO、Hello Kitty、星巴克...等，在裡面一

點都不無聊，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買，也有很多餐廳可以

用餐，算是空間規劃跟設備都很完善的機場。

15:20 
 touRIst 
INFoRMatIoN 
& seRvIce
到達機場，首先先到這裡，

拿名古屋的旅遊資訊。

 0569-38-7580

 中部國際機場2樓

 8:00～22:00

16:00 
 中部国際空港  名古屋市内
中部國際機場是大型的機場，跟關西國際機場有點類似，

一樣也是鐵路與機場相連通的機場，非常方便！出關後只

要照著指標走，就可以輕鬆抵達前往名古屋市區的"名鐵線

"搭乘處，在旁邊的櫃檯買好車票就OK囉～

 1,200円, 10～20円

17:00  名古屋車站周邊
名古屋駅週邊也有一些百貨商場，其中又以「高島屋」跟「名

鐵百貨店」我覺得最好逛！最推薦～ 高島屋的8樓是嬰童

用品樓層，Baby衣服跟用品質感都很好，這棟還有Tokyu 

Hands可逛。名鐵百貨店則是MENS館的5樓有一間「好日山

莊」，內有"snow peak店中店"，很多露營用品可以買！

來名古屋就是要邊逛邊吃，

有得逛的地方必有美食，這

兩者缺一不可，來逛接不能

餓肚子、吃飽了也總是要逛

逛唷！

Tour TIP 

DAY1 
入國後

往名古屋市內

移動

19:30 
 居酒屋
日本的第一餐我們來到了居酒屋!

 nagoya 1 3

+TOUR 白川鄉
名古屋之旅中的一天來到了世界遺產白川鄉及飛騨高山。

是參觀日本傳統建築和古老商店街的大好機會！另外，也可以享用到這裡的名產飛騨牛！

9:00 
 名古屋站  白川鄉
名鐵bus center: 早上八點左右從旅館出發，從名

古屋站的名鐵bus center搭乘往白川鄉的高速巴

士。前往白川鄉的巴士在7號乘車口。

 052-582-0489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名駅1-2-4

 6:40～23:00

 名古屋站前·名鐵百貨公司男士館２３·４F

 http://www.meieki.com/station_mbc.php

 名古屋站 > 白川鄉 單程大人 3,600円

12:00 
 白川郷合掌村(白川郷
合掌造り集落)
喜歡拍照的人的必訪之地！不虧是國家

重要文化財！進入合掌村之後，可以體

驗到當地居名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享用

到這裡的名產飛騨牛！超好吃！

 05769-6-1311

 岐阜県大野郡白川村鳩谷517

 http://shirakawa-go.org/kankou/

14:50 
 白川郷  高山
從白川郷出發到高山站需要大約1個

小時，出發前往擁有許多傳統建築的

小鎮「高山」。 

 白川郷 > 高山站 單程大人 

2,470円

14:00 
 飛騨牛串, 
巨峰葡萄的冰淇淋
雖然已經吃飽了，但人都已經來了，一定

要嚐嚐飛騨牛！還有比我的臉還要大的

巨峰葡萄冰淇淋。

 飛騨牛串500円, 巨峰葡萄冰淇淋

17:30
 aN aI haNd Made
高山也有這種小店!全部都是手工製的，

想要通通帶回家!

 0577-33-0396

 岐阜県高山市上三之町80番地

 9:00～17:00

 http://www.aikichi-kurumi.jp/

19:00  高山  名古屋
搭乘高山線特急回到名古屋大約3小時，結束開心的白川鄉及高山之旅！

 高山站 > 名古屋站 單程大人 5,510円

15:50 
 飛騨高山さんまち散步
JR高山站徒步約10分鐘，有著從古代保

留至今的傳統建築物區，是飛騨高山有

名的觀光勝地。有許多美食、土產店、當

地的古董、意外的古著店、古早玩具店。

LUNCH 
 飛驒路
在白川鄉吃到的午餐是在日本傳

統屋子裡享用的鄉土烏龍麵，身體

和心裡都暖呼呼！ 

 0578-89-1251

 岐阜県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

平湯768-47  9:00～15:00 

 白川郷合掌村

 鄉土烏龍麵800円

好吃的食物。

高山名產

みたらし

團子1串 

80 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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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NadYa PaRK
有LOFT名古屋、淳久堂書店等店面、以及design mart 

creare、宴會廳等等

 052-265-2199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栄3-18-1

 8:00~22:00  地下鐵名城線矢場町站6號出口徒步約4分鐘/

愛知縣榮站第16號出口徒步7分鐘

 http://www.nadyapark.jp/

13:00  MoZo WoNdeR cItY
mozo wonder city是一棟超大的購物商

場，總共4層樓，裡面的環境跟設備都很新

很乾淨，逛起來很舒服！這裡的1樓有非常

多間大店，每間都超～級～好～逛！Vera

我個人超推FLAXUS(WORLD集團的品

牌都在此，超好逛)、VICEVERSA(生活雜

貨、嬰童用品)。

 052-505-1888  愛知県名古屋市西区

二方町40  10:00~19:50   名鐵·地下鐵上小田井站北口 5分鐘

 http://www.mozo-wondercity.com/

17:00
 oasIs 21 
今天的購物就到這裡，接下來前往OASIS 21看夜景去!

 052-962-1011  愛知県名古屋市東区東桜1-11-1

 地下鐵榮站徒步約1分鐘  http://www.sakaepark.co.jp/

18:30  世界の山ちゃん

名古屋有名的美食就是"雞肉"，其中最出名的是"雞翅"，在日本叫做：手羽

先。既然去到名古屋，就一定不能錯過當地各家店舖推出的手羽先，每家

都有不同的風味唷！世界の山ちゃん這家又是名古屋這些店中最出名的ㄧ

間，沒來名古屋前我就在東京吃過好多次了呢！

 052-222-7102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錦2-18-2  17:00～23:30

 地下鐵伏見站 3出口徒步2分鐘  http://www.yamachan.co.jp/ 

 1,000~2,000円

DAY2 
大須～栄 

購物

DAY3 
aEON maLL

名古屋港

10:00
 aeoN MaLL名古屋港
這間AEON是我上網搜尋發現這裡的一樓有很多店都是OUTLET，所以就

決定要來逛逛！像我們很喜歡買的GLOBAL WORK、LOWRYS FARM、

RAGEBLUE…等品牌，這裡都有Outlet品可以購買，加上這裡可以辦退稅，很

划算！裡面還有一個「Kids共和國」，是類似阿卡將的地方，媽媽們來這裡可以

多留點時間好好逛逛唷！

 052-659-2511  愛知県名古屋市港区品川町2-1-6  9:00～22:00

 從名古屋站搭あおなみ線到荒子川公園站下車直走。

名古屋站名鐵巴士中心2號乘車口搭「三重交通巴士」往「長島溫泉·サン

ビーチ日光川行」方向。  http://www.aeon.jp/sc/nagoyaminato/

LUNCH
 aeoN MaLL
美食區
午餐在AEON的美食區簡單解

決!決定吃鯛魚燒!

 AEON MALL 1樓,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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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名古屋駅
名古屋的旅行從名古屋站開始!

10:00
 大須観音
大須觀音這裡的逛街區域比較是傳統的商店街，跟日本各地很

多的商店街很像，就是直直長長的一條，有遮雨棚。這裡所侍

奉的當然就是觀音菩薩囉，既然來到大須這裡，當然就建議大

家來跟觀音菩薩打個招呼，保佑旅行一切平安唷！

 052-231-6525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2-21-47

 11:00~21:00 

 地下鐵 鶴舞線大須觀音站 3號出口 

 http://www.osu-kannon.jp/

11:00  松坂屋
在榮駅附近的百貨有松坂屋、OASIS、三越、LACHIC...等，

其中又以LACHIC最年輕最時尚，所以vera我最推薦逛這間！

光是看門面就覺得跟一般舊式的百貨公司很不一樣，整面玻

璃很有氣勢啊！我推薦的松阪牛燒肉就是在LACHIC裡面！

 052-251-1111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栄三丁目16-1

 10:00~22:00  地下鐵名城線矢場町站 地下通路直通

(5.6號出口)/地下鐵榮站16號出口往南徒步5分鐘 

 http://www.matsuzakaya.co.jp/nagoya/

DAY2 
大須～栄

購物

10:10 

 大須観音
大須觀音的商店街範圍非常

大，橫跨3條逛街步道，想整天

逛完的話可能一天也不夠，所

以建議大家來到這裡就盡情

的逛，逛到路的盡頭再從那端

搭地鐵就好，千萬不要再往回

走，保證會走到翻白眼啊…

 http://www.osu.co.jp/

13:00 

 名古屋PaRco
這一帶最年輕的百貨公司就是

PARCO，裡面大多都是時下年

輕人喜愛逛、喜歡買的牌子跟商

品，推薦必逛！ PARCO的6樓

還有些兒童服飾品牌也不錯，X-Large(X-girl)之類的童裝都很好買，

推薦媽媽們可以順便逛逛！

 052-264-8111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栄3-29-1  10:00~21:00

 地下鐵名城線矢場町站 徒步約1分鐘  http://nagoya.parco.jp/

LUNCH  矢場とん 矢場町本店

說到名古屋美食，除了雞翅，還有另一個也紅遍全日本的店，就是「矢場と

んみそかつ (味增豬排)」。我跑去了"矢場町"附近的本店，整個大排長龍啊

～後來找機會吃了他們的「鐵板味增豬排」真的就是絕讚，滋滋作響的味增

豬排非常有舞台效果，適合喜歡重口味的人！

 052-252-8810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6-18  1:00~21:00 

 地下鐵名城線 矢場町站4號出口 徒步5分鐘

 http://www.yabaton.com  1,000~2,00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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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カフェ·ジャンシアーヌ
在名古屋車站附近偶然發現的咖啡廳!

超可愛的小雞蛋糕!! 開心的點了「ぴょ

りん」，但因為太可愛整個捨不得吃下

肚……

 052-533-6001 

 名古屋市中村区名駅1-1-4 

 7:00~22:00 

 從JR名古屋駅中央改札徒歩1分

 ぴよりん 300円

10:20 
 名古屋城
名古屋的觀光代表景點名古屋城。在周圍

悠閒的散步之後，前往名古屋城的屋頂天

守閣，一望名古屋市內的景色。

 052-231-1700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本丸1-1

 9:00～16:30

 名城公園站2號出口 徒歩約10分

 http://www.nagoyajo.city.nagoya.jp/

 500円

10:00 
 名古屋站 名古屋駅
這 次 要 往 名古屋 市內 觀 光，同 時 來 個

美食之 旅!搭上 方便 又划算 的「名古屋

Me-Guru 巴士」，出發前往名古屋的代表

景點「名古屋城」!

名古屋Me-Guru 巴士
在 名 古 屋 各 大 觀 光 景 點 巡 迴 的 觀 光 巴 士「名 古 屋

Me-Guru 巴士」，只要購買Me-Guru 1天票，就可以整

天一票搭到底!同時，只要出示Me-Guru 1天票，有很多

店家都有提供特別的優惠或服務喔!

 http://www.nagoya-info.jp/routebus/

 Me-Guru 1天票 500 円

Me-Guru 1天票，可以直接上巴士跟司機直接購買。

19:30
 居酒屋
和朋友一起來會更開心的居酒屋。慶祝這

次旅程的開始，和美食一起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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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名古屋城、

市内美食之旅

和名古屋城的金鯱有著一樣造

型的餅乾和美味的冰淇淋

THEME TOUR 3
以交通公共設施及美食為主題的名古屋三天兩夜之旅交通

15:45 
 中部國際機場 中部国際空港
從台灣搭了3個小時又45分鐘的飛機，終於

到達了中部國際機場!　

16:30 
 中部國際機場  名古屋市内
從中部國際機場搭乘特急列車MU-SKY

往名古屋市內移動。

 1,200円、每10～20分

16:15 
 touRIst 
INFoRMatIoN & seRvIce
蒐集一下，這次要造訪的名古屋、伊勢、鳥羽的旅

遊資訊。

 0569-38-7580  中部國際機場2樓

 8:00～22:00

DAY1 
到達日本後，

往名古屋市內

移動

姓名 YUI CHOU   年齡 20年代   職業 藝人, 模特兒

IM FROM TAIPEI, I HAvE BEEN A MODEL FOR NINE 

YEARS ALWAYS WRITE ON PHOTOS BY vOGUE BEAUTY 

BLOGGER LOvE SHARE FASHION, HEALTHY FOODS, 

TRAvEL, ADvENTURE, FITNESS, ..

來自於步調輕快的台北，我是一個勇於嘗試各種精彩生活的女

孩子，時尚的生活方式總是特別的吸引YUI的目光，也因為在模

特兒界9年的經驗，我看到了許多和美麗有關的人、事、物，讓平

日就熱愛戶外活動和運動的我，更是對如何在每趟旅遊中找到精

髓有獨道的見解, 如果你也期待在旅遊中找到不一樣的樂趣，就

一起透過YUI的眼睛和文字，體驗不一樣的生活吧！BY TW’

S vOUGE BEUATY BLOGGER

ミュースカイ

写真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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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名古屋站 名古屋駅
到達名古屋站。首先，先到旅館放好行李，卸下一身

重物，到車站周圍逛逛，享受邊走邊吃的樂趣。

姓名 HIKARU   年齡 20年代   

職業 藝人, 模特兒

HIKARU 香菸 居住在東京多年後，現定居於台灣。

熟悉日本文化，擅長假裝日本人偷聽人家用中文討

論自己(笑)。平常妝髮及穿搭也以日系風格為主。

最喜歡的服裝風格為MODE風，但也能夠輕易駕馭

其他各種類型。

名古屋給人最大的魅力就是

無限的美食！

用逛街觀光來充實完心靈

層面之後，就要靠美食來填

補肚子拉～

Tour TIP 

在名古屋自行搭車到處走走

看看玩得很開心，看到世界

上好多奇妙的生物水族館，

繞了第一球半圈這地方有我

最愛的海洋生態之館，吃了

食物和台灣人口味相符，更

多的創意料理在很美味的餐

廳，同時買非常多的藥妝品

因為許多大型商店有配合免

稅，吃的好住得好，超級FUN 

這是一趟放鬆身心放送大啖

美食之旅！

Tour TIP 



10:30
 矢場とん 矢場町本店
名古屋具有代表性的料理「元祖味噌炸豬

排」。用兩種不同的口味，享用超大份量

的豬排!

 052-252-8810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6-18

 111:00２21:00

 地下鉄名城線 矢場町站4號出口 徒

歩5分  http://www.yabaton.com/

 1,500円２

10:00
 白鳥公園
名古屋旅遊的最後一天，來到了名古屋市民時常造訪，

中部地區最大規模的白鳥公園，開始最後一天的旅程!

 052-659-2511

 愛知県名古屋市港区品川町2-1-6  9:00～22:00 

從 名 古 屋 站 搭 あ お な み 線 在 荒 子 川 公 園 站 下

車立刻就到,從名古屋站名鉄巴士center2 號搭乘「三重交通巴

士」往「長島温泉·サンビーチ日 光川行」, 從地下鐵「東山線·

高畑駅」4號出口出來 在4號搭乘口搭乘「市バス高畑12系統」

在「善北町」或「新開橋」站下車 

 http://www.aeon.jp/sc/nagoyaminato/

 台湾から揚げ 500円

LUNCH 

 矢場とん 矢場町本店
名古屋具有代表性的料理「元祖味噌炸豬排」。用

兩種不同的口味，享用超大份量的豬排!

 052-252-8810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6-18 

 11:00～21:00  地下鉄名城線  矢場町站4號出

口 徒歩5分  http://www.yabaton.com/

 1,500円

DAY3 
名古屋的購物

中心探險

13:30   LachIc
位在栄的這家百貨公司，有超多知名品牌設櫃。

在這裡找到符合自己個性的流行單品的!

 052-259-6666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栄3-6-1

 11:00２21:00

 栄站16號出口 徒歩約2分

 http://www.lachi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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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スガキヤ
來到了名古屋的拉麵連鎖店「スガキヤ」，

享用物美價廉菜單豐富的晚餐!

 052-453-2215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則武1-1-7  6:30~27:00

 從名古屋駅太閤通口徒歩5分  http://www.sugakico.co.jp/

 スガキヤまるごとミニセット, 490円

11:40
 ノリタケの森
再度搭上Me Guru 巴士，前往ノリタケの森。推薦大家一個拍照景點，以美

麗的庭園為背景，可以拍出像模特兒一樣的美麗照片!

 052-561-7290  愛知県名古屋市西区則武新町3-1-36

 亀島站3號出口徒歩約7分, 名古屋站10號出口徒歩約10分

 http://www.noritake.co.jp/mori/

13:00
 名古屋站 名古屋駅
名古屋站往地下商店街出發，尋找午餐的餐廳。

LUNCH
 ひつまぶし備長
名古屋站往地下商店街出發，尋找午餐的餐廳。

 052-451-5557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椿町6-9 エス

カ地下街  11:00～15:30, 17:00～22:0

 名古屋站エスカ地下街

 http://www.hitsumabushi.co.jp/

15:00
 コメダ珈琲店
吃得飽飽後，還不夠過癮!前往發祥地在

名古屋的「コメダ珈琲店」，休憩片刻，

享用這裡最有名的「シロノワール」鬆

餅和咖啡。

 052-454-3883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椿町6-9 エス

カ地下街  8:00～22:00

 名古屋站エスカ地下街

 http://www.komeda.co.jp/

 シロノワール鬆餅, 590円

16:00
 JR名古屋 高島屋
來到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百貨公司之一，高島屋!

開始開心購物去!15樓的sky street可以從高處眺望

整個名古屋站前的景色。

 052-566-1101  名古屋市中村区名駅1-1-4 

 10:00~22:00  名古屋駅内

 http://www.jr-takashimay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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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伊勢·鳥羽
可以體驗到日本代表宗教「神道」文化的伊勢神宮、觀賞美麗海景以及度過快樂水族館時光

的鳥羽觀光、同時又可以享用到伊勢烏龍麵及伊勢蝦等美味料理!

10:00
 伊勢市駅
到達伊勢市站之後，過馬路往伊勢神宮外

宮出發! 到現在都還無法忘記在前往伊勢

神宮路上，在商店街吃到的牧場牛奶和布

丁的美味!!牧場牛奶120円、布丁250円。

10:30  伊勢神宮外宮

神宮的靜謐氣氛，有著一股吸引人走進去的魅力。神宮的建築物間空曠的佔地，

被森林的綠蔭給佔滿著。宮內林立的高大杉樹，讓人忍不住佇足抬頭仰望。

 0596-24-1111  三重県伊勢市豊川町279  5:00~18:00, 

5:00~19:00(5~6月), 5:00~17:00(10~12月)  伊勢市站徒歩5分

 http://www.isejingu.or.jp/geku.html

12:00
 伊勢神宮内宮
外宮和內宮之間有點距離，徒步需要花上

一段時間。可以選擇慢慢散步享受森林的

芬多精，或者可以搭乘巴士或計程車，完

全不會有交通不方便的問題。

 0596-24-1111

 三重県伊勢市宇治館町1

 5:00２18:00, 5:00~19:00(5~6月)

5:00~17:00(10~12月)

 從宇治山田站搭巴士15分, 從外宮搭

巴士20分, 搭計程車15分

 http://www.isejingu.or.jp/geku.html

8:00  近鉄名古屋駅  伊勢市駅

從名古屋到伊勢可以選擇搭乘便利的電車。JR和近鉄電車都可以到，其中

JR的快速みえ只要2000円、1個半小時內就可以到；而近鉄名伊乙特急只要

2,770円、1個小時又20分鐘就可以到達。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名駅２-2-2  http://www.kintetsu.co.jp/

 近鉄名古屋站 > 伊勢市站 單程大 人 2,77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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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haRbs
在LACHIC逛街，映入眼簾的是這家時髦的

咖啡廳「HARBS」。看著這層層的派皮，即

使是在飽餐之後也讓人 食慾大增。

 052-259-6350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

栄3-6-1  11:00～21:00  LACHIC 2F

  http://www.harbs.co.jp/harbs/

 牛奶派 1片 780円

18:00
 味仙
在名古屋的最後一晚，來吃辣到出汗

的台灣拉麵!

 052-238-7357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3-6-3

 11:30~14:00, 17:00~25:00

 地下鉄名城線矢場町4號出口 徒歩２分

 http://www.misen.jp

 台湾拉麵 680円

15:30 
 oasIs 21
在飽餐一頓!來到可以散步散心的

都市綠洲!

 052-962-1011 

 愛知県名古屋市東区東桜1-11-1

 地下鉄栄站 徒歩約1分

 http://www.sakaepark.co.jp/

16:30
 名古屋電視塔 
名古屋tvタワー

坐落在名古屋市內正中央的名古屋電

視塔。就像說到東京就想到東京鐵塔

一樣，說到名古屋就會想到名古屋電

視塔!

 052-971-8546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錦3-6-15

 10:00~22:00, 10:00２21:00(1月~3月)

 栄站8A(Central park)出口 徒歩約1分

 http://www.nagoya-tv-tower.co.jp/

 600円

DAY3 
名古屋的購物中

心探險



代表日本中部地區的
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上網搜尋Facebook Japan travel - Nagoya, chubu

ACCESS 
位在日本中心的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到名古屋市內的交通也相當便利

另外，不管是要到日本中部其他地區或日本各地的觀光勝地，這裡的鐵道、巴士、船、國內航空等交通工具也非常充實。

想移動到哪裡都非常簡單方便!

樓煉瓦通(レンガ通り)
重現歐洲街道風情的煉瓦通4F

出發大廳(出発ロビー)
國際和國內線的出發大廳都在同一層
樓!還可以購入簡單的土產

3F

ちょうちん横丁
重現日本古老街道的ちょうちん横丁4F

活動廣場(イベントプラザ)

物產展、展示會等等，
不定期舉辦許多有趣的活動

4F
免稅店

13:00
 おかげ横丁
位在內宮前的商店街，眾多的商店與小吃攤販，

讓人光看就忍不住垂涎欲滴。

 0596-23-8838  三重県伊勢市宇治中之切町

52番地  9:30~18:00, 9:30~17:30(3月～6月,

10月), 9:30~17:00(11月～2月)  神宮會館前

 http://www.okageyokocho.co.jp/

18:00  鳥羽站  近鉄名古屋站

結束了伊勢的旅行，搭著特急列車出發返回名古屋站，在電車裡面舒適地

小睡片刻。  鳥羽站 > 近鉄名古屋站 大人 3,030円

19:30  名古屋站

到達名古屋站後，逛逛地下商店街，出發吃晚餐去。

20:00  風来坊

晚餐，和這次一起來旅行的馬來西亞朋友在居酒屋喝一杯!在名古屋名產，

以元祖炸雞翅聞名的風来坊度過快樂的晚餐時光!

 052-459-5007  名古屋市中村区椿町6-9  11:00~22:00

 名駅新幹線 エスカ地下街内  http://www.furaibou.com/

 ２人2,000円位

15:30 
 鳥羽水族館
在おかげ横丁吃完午餐之後，搭上巴士出

發前往鳥羽水族館。在鳥羽水族館，除了

可以看到海牛之外，還有其他種類眾多的

海洋動物可以觀察，開心的度過一整天!

  0599-25-2555  三重県鳥羽市鳥

羽3-3-6  9:00~17:00, 9:00~16:30

(11/1~3/20), 8:30~17:30(7/20~8/31)

 從鳥羽駅南口出口 徒歩約8分, 中之

郷駅出口2號出口 徒歩約4分 

 http://www.aquarium.co.jp/

 2,400円

LUNCH
 伊勢うどん 岡田屋
粗麵條確有著驚人的柔軟口感，這是伊勢具有代表性的美食

名產。先吃伊勢烏龍麵填飽胃袋，接著在おかげ横丁邊走邊

吃享用松阪烤牛肉串、伊勢蝦可樂餅。

 0596-22-4554  三重県伊勢市宇治今在家町31

 10:30２17:00 Close : 星期四10月), 9:30~17:00(11月～2月)

 おかげ横丁内  烏龍麵500円

始發站 到達車站 交通方式 時間 費用（Yen)

中部國際機場 名鉄名古屋站 電車 30min 1230

中部國際機場 栄 公共汽車 60min 1000

中部國際機場 津 船 45min 2470

中部國際機場 犬山 電車 60min 1780

中部國際機場 蒲郡 電車 1h30m 1780

中部國際機場 鳥羽 電車 2h30m 2580

中部國際機場 高山 電車 3h30m 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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