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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觀光局（公益財團法人大阪觀光會議協會）
郵遞區號542-0081

大阪市中央區南船場4-4-21　Resona船場大廈5樓

TEL：06-6282-5908　FAX：06-6282-5915
E-mail：education@ogtb.jp

URL：http://www.osaka-info.jp/ch_t/

大阪的學校交流系統
為加深各校的教育旅行意義，大阪觀光局與各行政機構攜手，

提供當地學校的介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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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乾淨、豐富美食之城大阪！

雖然大阪是座大城市，但整個城市非常安全且乾淨。另外，正如大阪俗話所

說的“吃到走不動”，大阪有著各種既便宜又好吃的美食。

2. 前往著名的世界遺產之地京都和奈良等交通便捷！

大阪擁有著眾多價位合理又乾淨舒適的住宿設施。以大阪為據點，可以輕鬆

前往京都或奈良（乘坐電車約 30 分鐘）。

3. 各種主題設施介紹！

大阪有主題公園等娛樂設施，以及可以進行歷史和文化學習、和平學習、人

權學習等各種體驗學習的設施。

4. 設置專門的學校交流協調處！

大阪觀光局設有專門的學校交流協調處，用心為各校提供各種支援服務，包

括從學校交流安排、交流內容諮詢以及當天排程的全部事宜。

（2012 和 2013 年共有來自全球約 110 所學校的約 3500 人來校）

5. 大阪人的好客精神！

前來大阪進行教育旅行的人們都給予了同樣評價，那就是“大阪的孩子非常

友好親切！”。每一名大阪人都有著旺盛的好客精神，笑臉歡迎全球旅客。

選擇大阪作為
教育旅行目的地的理由

Welcome to OSAKA!

12:00　抵達學校

12:10　歡迎儀式

大阪高等學校校長致辭、

對方學校旅行團團長致辭

互換紀念品

12:30　在食堂共進午餐進行交流

（與日本學生一起用餐）

1:05　  授課體驗

（分為英語、生物Ⅰ、化學 3項）

2:20　  授課體驗（理解異文化）

3:40　  參觀課外俱樂部

（足球部、劍道部、舞蹈部、茶道部）

4:30　  拍攝紀念照

5:00　  離開學校

在體驗高等學校的
交流示例

Iam Osaka Bob!

在OSAKA觸動心靈
　感動生活體驗

※記得看P4∼ 5哦！

東京

札幌

福岡

神戶

Welcome to 
Asian Gateway OSAKA!
大阪， 這座過去與現在都洋溢著活力的繁華城市，

是西日本最大的城市。

大阪秉承與重視自身的悠久歷史和文化等，

同時不斷創新、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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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戶

和歌山

奈良

京都

關西國際機場
京都、奈良、兵庫（神戶）以及和

歌山因世界遺產而聞名，大阪則位

於這些地區的正中心。從大阪乘坐

電車，30 ∼ 40 分鐘可至京都和奈

良，約 20 ∼ 30 分鐘可至兵庫（神

戶），約 60 ∼ 120 分鐘可至和歌山。

兵庫 京都

奈良

大阪

大阪

和歌山

 主要高速道路

以大阪為據點，
前往其他
任何地方
就是這麼便捷！

JAPAN

KANSAI

奈良公園

東大寺盧舍那佛像

神戶北野異人館

姬路城

金閣寺

攝影：柴田秋介

清水寺

高野山

Osak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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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校交流的珍貴回憶
成為青春的一頁吧
大阪觀光局提供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等教育設施的學校交流和教育視察介紹服務。

透過授課交流、課外俱樂部體驗以及日本文化體驗等各種情況，讓孩子們能夠相互認識並互相學習。學校交流能夠讓他們學會尊重他國文

化和傳統、培養努力理解該國居民的能力。僅僅靠學校課堂授課，孩子們無法擁有這種經驗。大阪觀光局竭誠為未來的年輕主人翁們提供

此類機會。

Hello!

抵達

一起吃午飯吧

歡迎演奏 歡迎儀式

交流會

一致上課吧

Let's 
enjoy 
together

Japanese Tea Time...
Pause!!

Good bye!

體驗課外俱樂部活動吧

校內參觀 大家的合照

離開學校 這也是合照

Takoyaki is
 delicious!

在大阪體驗豐富多彩的學習生活

Q1. 為何選擇大阪作為教育旅行的目的地？

大阪擁有現代化建築及保存良好古城遺跡，在有限的地域空間內累積無限文化內涵，走訪二日即可汲嘗歷史的

精華並眺望未來無垠的發展空間。

Q2. 您對與大阪府立泉北高校、三島高校的交流印象如何？

泉北高校興學種類多元，開設眾多文化藝術課程，廣納不同領域教師，培育學生多元興趣及才能，例如，聘邀

音樂、美術與戲劇專長人士，跨領域合作，每兩年推出大型歌舞劇，將學習成效回饋社會，如此職業等級之表演，

令人印象深刻，拍案叫絕。

三島高校師生專注態度值得學習，舉凡接待過程、入班觀摩、交流互動等等情宜，或隱或顯皆感受到日本文化

著稱於世的細心和專注，由隱見顯，品嘗日本深厚的文化精隨。

Q3. 貴校同學從本次教育旅行中學習到了什麼？

經由此次大阪之旅，我方同學見識到文化差異，感受生活態度的不同，和震懾於創新的力量，對個人視野及態

度養成有著正向的啟示。除此之外，我方學生藉由布袋戲演出，分享傳統戲劇之美，及兩校師生音樂偕同演出，

這交流過程同時提昇雙方學生的世界觀，及引發探索世界的興致。

此次大阪之旅，必將成為我方同學的難忘回憶。

MESSAGE

臺灣新北市新北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 陳釣嗣先生

有過大阪修學旅行經驗的老師寄語

大阪擁有現代化建築及保存良好古城遺跡，在有限的地域空間內累積無限文化內涵，走訪二日即可汲嘗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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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了解、感受然後學習！觀賞！遊玩！

OSAKA魅力景點介紹

停留大阪的示例（5天 4晚）

5th
day

上午：大阪城或在心齋橋及道頓堀購物
→岸和田花車會館

下午：從關西國際機場出發

1st
day

上午：抵達關西國際機場
下午：前往奈良（東大寺、奈良公園等） 住在大阪

2nd
day

上午：前往京都（金閣寺、清水寺等）

下午：在京都停留 住在大阪

3th
day

上午：參加型體驗學習（知識之都、大阪企業家博物館、阿倍野防災中心、
速食麵發明紀念館等）

下午：學校交流
住在大阪

4th
day

全天：Universal Studio Japan®（日本環球影城）

或者上午：日本文化體驗（和太古體驗、章魚小丸子製作體驗、大阪生活今昔館等）

下午：海遊館→空中庭園或阿倍野 HARUKAS
住在大阪

日本環球影城 ®

☎ 06-6465-4005
ＨＰwww.usj.co.jp/e/（英語）  www.usj.co.kr（韓語）  www.usj.tw（繁體台灣） 
    www.usj.hk（繁體香港）
・有關開放時間及費用詳情，請來電諮詢。
・日本環球影城相關資訊為截至 2014 年 3月的內容。如有變更恕不事先通知。 
・圖片僅供參考。 
  © & ®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CR14-0885/SA14-222

大阪城天守閣
以日本首屈一指的石牆而著稱的大阪城。天守閣內對英勇的武士文化以及波瀾壯
闊的大阪城歷史進行介紹。

大阪市中央區大阪城 1-1 ☎ 06-6941-3044 9:00 ∼ 17:00（最終入館時間
16：30） 休 12/28 ∼ 1/1 ¥ 600 日元（國中生以下免費）※有團體優惠
ＨＰ http://www.osakacastle.net/ 

HARUKAS300（展望台）
位於日本最高的 300 公尺超高摩天大樓“阿倍野 HARUKAS”頂層的展望台。

360度全景玻璃窗室內走廊、 挑高室外廣場等， 令人驚歎與療癒的空間舒展在眼前。

大阪市阿倍野區阿倍野筋1-1-43 ☎ 06-6621-0300 10:00 ∼ 22:00（3/7 ∼ 5/6
期間開放時間不同） 休全年無休 ¥學校團體價格（15 人以上團體）：成人（18 歲
以上人士）1200 日元、中高中生（12 歲∼ 17 歲）高中生 960 日元、國中生 840
日元、小學生（6歲∼ 11 歲）560 日元、幼兒（4歲以上）400 日元、個人價格：
成人 1500 日元、中高中生 1200 日元、小學生 700 日元、幼兒 500 日元
ＨＰ http://www.abenoharukas-300.jp/observatory/observatory.html
團體票購買網站 https://ems12.webecs.biz/harukas300/
個人票購買網站 http://harukas300.pia.jp/

學習
歷史

GRAND FRONT 大阪
知識之都
在大阪站北側盛大開幕的 GRAND FRONT 大
阪的核心設施“知識之都”。這裡有豐富多彩
的最尖端技術和獨一無二的特殊體驗。快來
暢遊知識的海洋，寓教於樂！

大阪市北區大深町 3-1 GRAND FRONT 大
阪 知識之都 7F ☎ 06-6372-6530 10:00
∼ 21:00（部分設施開放時間會有所不同） 
休 1/1、以 GRAND FRONT 大阪的休息安排為
基準 ¥免費 ＨＰ http://kc-i.jp/

太鼓正
和太古也是大阪的傳統工藝品。本公司傳承
太鼓製造技術，承襲傳統手工作業進行和太
古的製作與調音。

大阪市浪速區鹽草 3-10-17 ☎ 06-6561-
0021 10:00 ∼ 18:00 休 星期一 ¥ 工廠參
觀方案（和太鼓鼓皮工藝參觀、迷你太鼓製
作體驗）3000 日元、和太鼓三昧方案（工廠
參觀方案＋和太鼓演奏欣賞）5000 日元 ※
該價格僅適用於參加教育旅行的小學國中高
中生。
ＨＰ http://www.taikomasa.co.jp/

和心南店
（AJIBIL 南 2F）

想試試看自己親手做熱呼呼的章魚燒嗎？

大阪市中央區千日前 1-7-9 AJIBIL 南 2F 

☎ 06-6948-8256（預約專用熱線） 11:30
∼ 22:00 休 敬請垂詢 最大容納人數：120 人 
¥ 和心‧章魚燒套餐 A1260 日元、和心‧
章魚燒套餐 B1575 日元、和心‧章魚燒套餐
C1890 日元（料理品類可以替換）

岸和田花車會館
能夠瞭解擁有 300 年悠久傳統的“岸和田花
車節”歷史、透過多媒體螢幕感受祭典的熱
鬧氣氛和震撼魅力的設施。

大阪府岸和田市本町 11-23 ☎ 072-436-
0914 10:00 ∼ 17:00（入館至 16:00 為止） 
休 星期一（如逢國定假日則開館 )、12/29
∼ 1/3 ¥ 成人 600 日元、小中學生 300 日元 
※有團體優惠 
ＨＰ ht tp : / /www.ci ty . k ishiwada .osaka . jp /
soshiki/36/danjiri-kaikan.html/ 

大阪市立阿倍野
防災中心
可以透過綜合體驗大地震等的防災知識和防
災技術進行學習的設施。

大阪市阿倍野區阿倍野筋 3-13-23 ☎ 06-
6643-1031 10:00 ∼ 20:00 休 星期三、每
月最後一個星期四（如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
次日休息）、12/28 ∼ 1/4 ¥免費
ＨＰ http://www.abeno-bosai-c.city.osaka.jp/

新大阪青年旅館
定員 126 人（23 間）。距離新大阪步行僅 5
分鐘。大阪市立青少年中心的 9F 和 10F 為青
年旅館。地理位置優越，不僅方便在大阪市
內觀光，還可輕鬆前往京都、大阪、神戶等
各地。雖然位於城市中心地區，周圍均為住
宅區，治安良好，環境安靜。

大阪市東淀川區東中島 1-13-13 ☎ 06-
6370-5427 ¥一般客房（定員 6人）3400 日
元、雙人房（附衛浴定員 2 人）4600 日元、
和室（附衛浴定員 6 人）4600 日元、早餐
500 日元、午餐 650 日元、晚餐 1080 日元 
休每年 2次（6月和 11 月）因維修緣故
ＨＰ http://www.osaka-yha.or.jp/shin-osaka/

大阪市人居博物館

大阪生活今昔館
館內按照 1:1 重現了約 200 年前的大阪城市，
可以身著和服（收費 200 日元）在舊時街道
來一次漫步。還提供志工導遊服務。

大阪市北區天神橋 6-4-20 人居資訊中心大
廈 8F ☎ 06-6242-1170 10:00 ∼ 17:00（入
館至 16:30 為止） 休星期二（如逢國定假日則
順延至次日休息）、國定假日的次日（如逢星
期日、星期一則不休息）、每月第 3個星期一
（如逢國定假日、調休日則順延至該週的星期
三休息）、12/29 ∼ 1/2 ¥普通遊客 600 日元、
普通團體遊客 500 日元（20 人以上團體）、高
中大學生 300 日元、高中大學生團體 200 日
元（20 人以上團體）、國中生及以下免費
ＨＰ http://konjyakukan.com/

大阪國際青年旅館
定員 218 人（41 間）。從大阪市內乘坐南海
電車 15 分鐘可至，距離關西國際機場 30 分
鐘車程，交通便捷。旅館位於綠意盎然的公
園內，可以在此盡情放鬆身心。大型浴池和
美食也很受歡迎！

大阪府高石市羽衣公園丁（浜寺公園南
側） ☎ 072-265-8539 ¥ 一般客房西式客房
（6人定員）會員 3400 日元 非會員 4000 日
元、雙人房（2 人定員）會員 4600 日元 非
會員 5200 日元、和室（4人‧8 人定員）會
員 3900 日元 非會員 4500 日元、早餐午餐：
650 日元、晚餐 1080 日元 休敬請垂詢 
ＨＰ http://www.osaka-yha.or.jp/osakakokusai/

海遊館
海遊館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水族館，根據蓋亞假說在
館內重現了環太平洋的自然環境。館內展示有鯨鯊
等約 620 種 3萬個生物。

大阪市港區海岸通 1-1-10 ☎ 06-6576-5501 
10:00 ∼ 20:00（入館至 19：00 為止） 休 煩請垂詢 
¥ 高中生和 16 歲以上人士 2300 日元、中小學生
1200 日元、4歲以上兒童 600 日元 ※訪日團體超
過 15 人可享受團體優惠
ＨＰ http://www.kaiyukan.com/language/

速食麵
發明紀念館
自由選擇喜歡的湯汁和配料製作原創杯麵的體驗非
常受歡迎（每份 300 日元）。

大阪府池田市滿壽美町 8-25 ☎ 072-752-3484 
9:30 ∼ 16:00（入館至 15:30 為止） 休星期二（如

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次日休息）、年末年初 ¥ 免費
入館（體驗收費）※21 人以上團體參觀需要提前預
約（☎ 072-751-0825）
ＨＰ http://www.instantramen-museum.jp/

空中庭園展望台
位於 2棟 40 層高摩天大樓之間連接部分的展望台。
可 360 度全景眺望大阪城市景色。

大阪市北區大淀中 1-1 ☎ 06-6440-3855 10:00
∼ 22:30（因季節會有所變更，最終入館為閉館 30
分鐘前為止） 休煩請垂詢 ¥成人 700日元、中高中
生 500日元、小學生 300日元 ※有團體優惠
ＨＰ http://www.kuchu-teien.com/

大阪企業家博物館
館內介紹了曾經活躍於大阪的 105 位企業家們的雄
心壯志和挑戰精神。不論是小學生還是大學生，讓
所有年輕人滿懷夢想和希望。

大阪市中央區本町 1-4-5　大阪產業創造館 B1 

☎ 06-4964-7601 星期二、四、五、六 10:00 ∼
17:00 入館至 16:30 為止）、星期三 10:00 ∼ 20:00
（19：30 停止入場） 休星期天、星期一、國定假日、
年末年初、盂蘭盆節期間 ¥ 成人 300 日元、中學
高中大學生 100 日元、小學生及以下免費 
ＨＰ http://www.kigyoka.jp/

學習好客的
服務精神

學習
傳統

學習
食物

學習
生命

學習
關懷

地址　☎電話號碼　 開放時間　休定休日　¥費用　ＨＰ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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