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國際學生證特約商店 (日本篇)
博物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Tokyo National Museum) 門票享 210 日圓優惠
是日本歷史最為悠久的博物館，以日本為主並遍及亞洲各地的美術與考古等各樣的文化資
產，館內收藏品約 11 萬 6 千件，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210 日圓優惠。

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 門票享
130 日圓優惠
日本首座國立美術館，館內收藏橫山大觀、菱田春草等大師的作品，館內藏品達 13,000 件，
館內常設展展出約 200 件優秀名作，是唯一可藉由常設展一舉飽覽明治時期逾百年日北美
術歷史的美術館。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130 日圓優惠。

日本科學未來館 (National Museum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門票享 130 日圓優惠
Miraikan 是一座彙集日本的智慧跟技術、令人大開眼界的設施，向大眾介紹尖端科學技
術。18 歲以上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130 日圓優惠(原價 620 日圓)，18 歲以下出示
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享 50 日圓優惠(原價 210 日圓)。

東京新國立劇場 (The New National Theatre) 戲票享 95 折
新國立劇場坐落在東京都澀谷區本町，與位於新宿區的東京歌劇城相鄰，是日本最著名的
劇院之一。它始建於 1997 年 2 月，為表演歌劇、芭蕾、當代舞蹈及話劇的重要場地，頗
受日本民眾的歡迎，售票處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戲票享 95 折。

江戶東京博物館(Edo-Tokyo Museum) 門票享 8 折
日本最大的歴史博物館，以精緻的模型及珍貴的歷史資料，介紹由日本江戶時期乃至第二
次世界大戰東京歷史與文化。館內珍藏包羅萬象，大型模型、藝術珍品、歷史文物及體驗
用實體複製文物等充分展現出東京每個時代生活的面貌及文化，曲藝雜技表演等各種日本
文化活動更是隨時堆出，是個想要了解東京歷史與文化的人的必到之處。出示有效的國際
學生證門票享 8 折。

國立西洋美術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s) 門票享 300 日圓
優惠
最有代表性的西洋美術館，館內收藏已故松方幸次郎的作品與中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的西
洋作品約 2200 多件，其中包括羅丹、魯本斯，莫內、雷諾亞、梵谷跟畢卡索等近代著名畫
家的作品約 200 多件，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享門票享 300 日圓優惠。

東京都美術館 (Tokyo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門票享 8 折
創建於 1926 年，前身為東京府美術館。日本國內外知名藝術品的特別展都在此展出，每年
舉辦約 300 場展覽，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8 折。

三得利美術館 (Suntory Museum of Art) 門票享 75 折
以傳統和現代的融合為主題而設計的美術館，美術館由國際著名建築家隈研吾設計，館內
收藏展品約 3000 件，其中包括繪畫、陶瓷、漆工、玻璃品、染織等國寶或重要文物，出示
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75 折。

山種美術館 (Yamatane Museum of Art) 門票享 8 折
1966 年創辦的日本畫專業美術館。館內收藏約 1800 件作品，均是山崎先生與橫山大觀、
上村松園、川合玉堂等近現代代表性畫家直接交流搜集而來。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
享 8 折。

太田記念浮世繪美術館 (Ukiyo-e Ota Memorial of Art) 門票享 7 折
太田清藏收藏了 17 世紀初期到 20 世紀流傳到海外的浮世繪，美術館繼承他的遺志建立，
收藏包括葛飾北齋的作品在內約 12,000 幅，每月展出約 70 幅作品，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
證門票享 7 折。

五島美術館(The Gotoh Museum) 門票享 300 日圓優惠
1960 開館的五島美術館收藏以國寶”源氏物語繪券”為主的日本與東洋的古美術作品，出示
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300 日圓優惠。

東京都庭園美術館(Tokyo Metropolitan Teien Art Museum) 門票享 8 折
日本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除了外觀的獨特建造工法外，這裡也是日本受歐洲文化影響的
代表建築，將外國文化融入傳統日本工藝技術，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8 折優惠。

江戶東京建築園 (EDO-Tokyo Open Air Architechtural Museum) 門票享
8折
位於小金井公園內，是一座戶外博物館，1993 年約 30 棟老建築因都市更新被移至這裡，
老建築包含江戶時期到昭和初期的居酒屋、文具店、派出所、澡堂、倉庫、洋樓等。出示
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享門票 8 折。

久保田一竹美術館 (Itchiju Kubota Art Musuem) 門票享 400 日圓優惠
位於富士河口湖的北岸，創建者久保田一竹先生因著迷室町時代流行但已失傳的辻が花染
織物 用盡各種方式找到獨特的技法完成圖案印染技術，再 1994 年獨資興建美術館展出自
己的作品，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400 日圓優惠。

山中湖文学の森 (Yamanakako Forest Park of Literature) 門票享 200 日
圓優惠
因三島由紀夫而名的文學之森的森林，林內有兩位日本文壇巨擘三島由紀夫跟德富蘇峰的
博物館，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200 日圓優惠。

大阪國立美術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rt, Osaka) 門票享 300 日圓
優惠
該館展示以當代藝術為主，具有日本代表性的美術作品。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300
日圓優惠。

大阪歷史博物館 (Osaka Museum of History) 門票享 200 日圓優惠
大阪歷史博物館是座欖型建築, 被當地人溺愛稱為 ‘難波歷博’, 因其長期展覽由飛鳥
時期貫穿到奈良時期, 以至戰敗前的大阪千年歷史，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享門票 200 日
圓優惠。

奈良國立博物館 (Nara National Museum) 門票享 5 折
位於奈良公園內的博物館，以保存與公開展示佛教藝術文物為目的，本館與新館公開展示
許多有名的雕刻、繪畫等佛教藝術品。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享 5 折。

京都國立博物館 (Kyoto National Museum) 門票享 5 折
博物館建置於明治時期，是一座法式文藝復興風格的博物館，館內收藏約 1 萬多件的文物，
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5 折。

京都國立現代美術博物館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 Kyoto)
門票享 300 日圓優惠
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收藏日本國內外共 11,000 多件作品，除了收藏京都地區的作品還收藏
關西甚至西日本最強的美術品算是京都畫壇超水準收藏，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300 日圓優惠。

五箇山菅沼合掌村 (Suganuma Gassho-Zukuri Village) 民俗館門票享 8 折
這個民間博物館展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和用品, 部分的展品包括農場耕工具，養蠶和
製作和紙需要的用品. 營業時間：9:00 至 16:30 休息日：逢周三及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月
三日，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8 折。

五箇山菅沼合掌村 (Suganuma Gazzho-Zukuri Village) 鹽硝館門票享 8 折
這是製作硝石的地方，硝石是火藥中的成分之一，也是在江戶時代該地區的一個重要產業.
營業時間：9:00 至 16:30 休息日：逢周三及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月三日，出示有效的國際
學生證門票享 8 折。

足立美術館 (Adachi Museum of Art) 門票享 8 折
位在鳥取以近代日本畫為展出主題的足立美術館，13000 米大自然組成的純日本風庭園，
園中有枯山水庭、白砂青松庭、苔庭跟池庭等主題，”The Journal of Japanese Gardening 雜
誌庭園排名，連續 11 年評為日本第一，持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8 折。

松本市美術館 (Matsumoto City Museum of Art) 門票享 5 折
美術館被認為是長野縣松本市的標誌性建築，出生在松本的世界級現代藝術家草間彌生的
鬱金香作品”幻之華”在館內永久展出，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5 折。

青森縣立美術館 (Aomori Museum of Art) 門票享 6 折
美術館是以附近的三內丸山遺跡發掘現場為構想建造而成的，自西元 2006 年開館起，為了
能將代表青森的藝術文化推廣至全世界，館內收藏並展示青森當地代表藝術家棟方志功、
寺山修司、奈良美智、成田亨等充滿特色的的作品。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6 折。

太宰治紀念館 (Osamu Dazai Memorial Hall) 門票享 200 日圓優惠
位於五所川原市-日本知名文學家太宰治的家屋(斜陽館)，太宰治父親是大地主，明治時期
建築的斜陽館引入了當時最新的西洋風格，一樓完全開闊的空間以日式風格為主，二樓休
息的寢室則為洋室，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200 日圓優惠。

北海道開拓之村 (Historic Village of Hokkaido) 門票享 200 日圓優惠
位於野幌森林公園內的「北海道開拓之村」，是為紀念北海道開基百年而開設的野外博物
館。該館把在明治、大正、昭和初期 3 個時代中反映北海道開拓時代的產業、生活、文化
的歷史性建築，從北海道各地移建此地並進行修復與保存，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200 日圓優惠。

住宿/飲食/購物/交通
東京/名古屋/京都之芥末民宿 (Guest House Wasabi) 預訂費享 9 折.
芥末民宿提供簡單，優惠的價格。房型包含宿舍型態房間、套房(含衛浴)，入住時出示有效的
國際學生證預訂費享 9 折，網路訂房請勾選 “local settlement”。

京都 Flat Agency (月租公寓) 週租或是月租，房費享有 95 折的優惠
Flat Agency 月租公寓是短期租賃型住宿, 京都總共約有 300 間是提供宿舍床位跟家庭式的公
寓. 公寓設有家具與廚房.。預訂時請告知為國際學生證持卡者。

新橫濱拉麵博物館 (Shin-Yokohama Raumen Museum) 門票享 100 日圓優惠
1994 年成為全球首家飲食娛樂園，只需要在館內即可享有日本全國各地著名拉麵。出示有效的
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100 日圓優惠。

東京/橫濱/大阪/福岡硬石餐廳 (Hard Rock Café) 消費享 9 折
連鎖主題餐廳，1971 年在倫敦海德公園旁創立第一美式餐廳，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在店內消
費(食物、飲品或購物)享 9 折。

えぞ菊 戸塚店 點購拉麵享 100 日圓優惠
主打北海道味噌湯頭的拉麵店，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點購拉麵享 100 日圓優惠。

True Japan Tours 的體驗活動享 9 折
True Japan Tours 旅遊公司提供日式茶道、穿著和服、製作壽司、和果子製作等體驗，預訂時請
告知持有國際學生證享 9 折。

紀伊國屋書店 (Kinokuniya) 購買外國書籍或雜誌享 85 折
紀伊國屋書店為日本最大的連鎖書店全日本共有 56 家分店如大阪、京都跟札幌。出示國際學
生證購買外國書籍或雜誌享 85 折 (限新宿 main store 跟新宿 South store 兩個門市)

Nail Salon Lupinus 連鎖美甲店修指甲享 9 折優惠
Lupinus 是家連鎖美甲店、在東京的 Sugamo、名古屋、京都跟大阪均有店面，除了 Sugamo，
Lupinus 美甲各分店設在 VIP Liner Bus 的休息室，您可一邊等車一邊修指甲。請先電話預約
或是直接到店家修指甲，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修指甲享 9 折。

夜行高速巴士 (VIP Liner) VIP Lounge 免費休息
VIP Liner 行駛 東京大阪/京都/神戶或東京名古屋或東京金澤，有事先預訂且搭乘時出
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就到 VIP Liner 的 lounge 休息，VIP Lounge 內設有 Wifi、按摩椅、盥洗室
等)。.當天抵達目的地可享有短暫免費寄放行李至下午五點或是當天 5 點前會搭乘 VIP liner 離
開者也可以享有(最多僅能寄放當日下午 5 點)。預訂 VIP Liner 請上
https://vipliner.biz/?tm=1476343790&lang=ENG。

報名東京自行車大巡遊 (Tokyo Great Cycling Tour) 享 85 折
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享 15% (一日遊 10000 日圓→8500 日圓)；(半日遊 5000 日圓→4250 日圓)
報名 https://www.isic.org/discounts/tokyo-great-cycling-tour/126463/。

日光江戶村 (Edo Wonderland) 主題樂園門票享 700 日圓
江戶村是一座呈現江戶時代生活風格的主題樂園，整個園區將江戶時代的街道風貌寫實展現出
來，園區內的工作人員皆扮成江戶時代的人物如忍者、武士或是村民來接待遊客，出示有效的
國際學生證下午 2 點之後入園門票享 700 日圓優惠。

大阪市梅田空中庭園展望台 (Umeda Sky Building Floating Garden) 門票享 9
折
大阪唯一的空中庭園，讓您一覽大阪百萬美景，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9 折。

山中湖溫泉石割之湯(Yamanakako Onsen Ishiwari no Yu) 門票享 75 折
Ishiwari no Yu 設計成一個圓形頂建築並結合山梨柏木跟板栗樹製成獨特木製結構樑的泡湯
場所，提醒您日本泡湯文化規定身上有刺青圖案者無論大小皆無法在大眾池泡湯，出示有效的
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75 折。

山中湖溫泉紅富士之湯 (Yamanakako Onsen Benifuji No Yu) 門票享 75 折
Benifuji No Yu 可以讓您邊泡湯邊近距離觀看富士山，提醒您日本泡湯文化規定身上有刺青圖
案者無論大小皆無法在大眾池泡湯，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門票享 75 折。

富士五湖汽船”En Soleil”

船票享 9 折

En Soleil 由 kawaguchi 經營，公司位在富士山腳下。搭乘 En Soleil 可以從湖上眺望河口湖城
鎮，壯麗的山脈。出示有效的國際學生證船票享 9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