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城崎温泉 接送班车信息请参考第二页

到达时间 列车 始发站 接驳班车 备注

9:52 城崎1号 京都站 (7:32) 无

10:58 特急こうのとり 1号 新大阪站 (8:08)* 无 大阪站 (8:14)**         * 周六及节假日 8:06 / **周六及节假日 8:12 

11:52 特急こうのとり 3号 新大阪站 (9:04) 无 大阪站 (9:10)   

12:28 特急はまかぜ 1号 大阪站 (9:38) 有 三宮站 (9:57), 姬路站 (10:44)

12:51 特急こうのとり 5号 新大阪站 (10:05) 有 大阪站 (10:12)

13:49 城崎5号 京都站 (11:25) 有

14:11 特急はまかぜ 4号 浜坂站 (13:30) 有 鸟取站(12:19发车) >浜坂站 (13:04抵达)  

14:54 特急こうのとり 9号 新大阪站 (12:05) 有 大阪站 (12:11)

15:08 特急はまかぜ 3号 大阪站 (12:23) 有 三宫站 (12:41), 姬路站 (13:25)

15:50 城崎 7号 京都站 (13:25) 有* *注意：此列车目前仅在周五至周日运行

16:50 特急こうのとり 13号 新大阪 (14:05) 有* 大阪站 (14:11)  *注意：此列车目前仅在周五至周日运行

17:17 特急はまかぜ 6号 香住站(16:52) 有* *注意：此列车目前仅在周六及日本节假日运行/从鸟取站乘车到浜坂站转乘后到香住站

18:00 城崎9号 京都站(15:25) 有

21:15 特急はまかぜ 5号 大阪站 (18:04) 无 三宫站 (18:27), 姬路站 (19:21)

 = 推荐乘坐列车

城崎温泉出发

发车时间 列车 到达站

7:13 特急はまかぜ 2号 大阪站 (10:01)

9:33 特急こうのとり 12号 新大阪站 (12:29)

10:39 城崎 12号 京都站 (13:07)

11:33 特急こうのとり 14号 新大阪站 (14:29)

12:32 城崎16号 京都站 (15:06)

13:29 特急こうのとり 18号 新大阪站 (16:28)

14:14 特急はまかぜ 4号 大阪站 (17:05)

14:35 城崎 18号 京都站 (17:07)

15:30 特急こうのとり 22号 新大阪站 (18:28)

16:31 城崎 20 京都站 (19:09)

17:17 特急はまかぜ 6号 大阪站 (20:05)

17:41 特急こうのとり 26* 新大阪站 (20:44)

18:53 特急こうのとり 28号 新大阪站 (21:44)*

★ = 换乘到:目的地到达时间(换乘站、列车、出发时间)

三宫站 =神户市中心车站

*注意：此列车目前仅在周五至周日运行。

城崎温泉站：时刻表
JR特急列车

注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乘车需求减少，JR列车正在减少运营班次。因运营情况会取消发班或调整
发车时间，请与铁路公司(JR等)再次确认您的路线。

备注

姬路站(9:00), 三宫站 (9:40)   ★开始提供早餐时间 招月庭为7：30 / 本馆为7：45

大阪站 (12:23)  ★京都站 12:07 (福知山站, 特急はしだて 2号, 10:44)

大阪站 (14:24)  ★京都站 14:07 (福知山站, 城崎14号, 12:44)

大阪站 (16:23)  ★京都站 16:07 (福知山站, 特急はしだて 4号, 14:42)

姬路站 (16:07), 三宫站 (16:43)

大阪站 (18:22)  ★京都站 18:07 (福知山站, 城崎 18号, 16:43)

姬路站 (19:06), 三宫站 (19:47)

大阪站 (20:37)  ★京都站 20:21 (福知山站, 特急はしだて 10号, 18:54)
*注意：此列车目前仅在周五至周日运行

大阪站 (21:36)  ★京都站 21:19 (福知山站, 特急はしだて 10号, 20:03) *周六和日本节假日 21:42

重要提示!

抵达后请您务必联系我们!

如抵达时间有变化请通知我们.

城崎温泉外七汤的免费通行温泉证从入住当日的下午14：00开始有效

晚餐最晚开始的时间18：30！！

西村屋本馆

honkan@nishimuraya.ne.jp

0796-32-2211

西村屋招月庭酒店

shogetsutei@nishimuraya.ne.jp

0796-32-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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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崎温泉车站出发的接送（入住前）

发车地点: 从城崎温泉车站始发

发车时刻: 请查看第一页列车时刻表

如何预订班车座位?
请提前告知我们您的抵达时间。

如何乘坐?
接驳车的工作人员在车站门口等候
请告知工作人员您要住宿的旅馆名
工作人员会引导您乘车。

城崎温泉站前

步行至西村屋本馆 / 西村屋招月庭酒店

从车站到本馆: 约15-20分钟 参考链接:
从车站到招月庭: 约25-30分钟

城崎温泉观光地图
可在服务中心办理行李托运至旅馆 城崎温泉餐厅地图
地点：城崎温泉车站对过 路线搜索/换乘
托运费用：200日元/件

前往城崎温泉车站的接送(退房后)

西村屋接送班车 西村屋本馆接送
始发点: 西村屋招月庭酒店 从本馆至城崎温泉车站的接送
途中停站 1: 西村屋本馆 09:00 ~ 12:30 (逢整点及半点发车)
途中停站 2: 站前通公园 因实际情况时间可能有差别 /请咨询前台
途中停站 3: 城崎温泉车站
班车回程时在途中停站2和1处再次经停 退房后行李托运 (西村屋本馆 & 招月庭)
时间15:00 ~ 18:00 / 20:00 ~ 22:00 / 08:00 ~ 11:30 托运免费，行李发送至服务中心
逢整点及半点发车 行李也可以寄存在旅馆内
因实际情况时间可能有差别 /因实际情况可能不发车 请咨询前台

接送信息

城崎温泉有专门接送客人至各旅馆的公共接驳班车。抵达后请乘坐接驳车前往旅馆。接驳班车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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