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3 月 31 日 
 

【PEACH TICKETS機內販售服務，讓旅行更便利!!】 
全新改版，增加更多交通票券及商品 

・機上販售關西及九州等地區方便來往當地的陸上交通票券。 

・販售沖繩當地的租車優惠券、台灣境內的無線網路租借服務。 

・2016年4月1日(五)起開始販售 

 
Peach Aviation 株式会社(中文名稱：樂桃航空，執行董事 CEO：井上慎一，以下簡稱：Peach)宣布：在

Peach 機上販售的「PEACH TICKETS」將於 2016 年 4 月 1 日(五)起，追加提供 7 項商品。 

Peach 為了讓旅客能夠更輕鬆地享受旅行，2012 年 3 月開始於機上販售「PEACH TICKETS」相關商品；本

次改版更將提供多達 42 種的票券商品供旅客選擇。 

 

 
 

在交通票券方面，我們新增了由關西機場出發前往各地的「利木津巴士乘車券」、巡迴大阪市內各大知名景

點的「大阪好奇周遊(Osaka Wonder Loop)券」，以及在九州地區及山口縣下關周邊最便利的「SUNQ PAS 票」、

和讓您可暢遊福岡地區的一日自由乘車券「FUKUOKA 1DAY PASS」及「Peach ‧ 西鐵高速巴士套票」。 

 

此外，作為旅遊便利工具的新商品，我們亦新增了可讓旅客便利租車暢遊沖繩的「Luft Travel Rent-a-Car 優惠

券」，還有讓入境台灣的旅客，在台灣境內輕鬆使用的無線網路服務「Horizon WiFi」等，讓您期待的旅程再加

上一點 HAPPY 原素。 

 

「PEACH TICKETS」為讓 Peach 的 10 條國際航線及 14 條日本國內航線旅客的旅行更加自在有趣，將持續

開發更多超值且便利的商品，敬請密切期待。 

 

更多詳情請參見 Peach 官方網站(www.flypeach.com) 

各項票券商品詳細，請參見下方: 

http://www.flypeach.com/


 

<關西機場利木津巴士> 
 

商品概述: 由關西機場前往關西各主要車站，機內購買時所獲得的蓋有戳章之收據，即可當作乘車券使用。 

售    價: (成人/兒童) 關西機場利木津巴士(7 路線) 

關西機場 > 大阪車站 成人 日幣 1,550 圓 兒童 日幣 780 圓 

關西機場 > 難波(OCAT 巴士轉運站) 成人 日幣 1,050 圓 兒童 日幣 530 圓 

關西機場 > 近鐵上本町 成人 日幣 1,550 圓 兒童 日幣 780 圓 

關西機場 > 大阪機場‧螢池車站 成人 日幣 1,950 圓 兒童 日幣 980 圓 

關西機場 > 奈良 成人 日幣 2,050 圓 兒童 日幣 1,030 圓 

關西機場 > 神戶三宮 成人 日幣 1,950 圓 兒童 日幣 980 圓 

關西機場 > 京都 成人 日幣 2,550 圓 兒童 日幣 1,280 圓 

 

使用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乘車時向巴士乘務人員出示收據即可搭乘。 

販售航線: 飛往關西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關西機場交通株式会社。 

 

<大阪好奇周遊票(Osaka Wonder Loop)> 
 

商品概述: 此票券可無限搭乘大阪市內觀光周遊巴士，遊覽各大知名景點。 

         此票券為附有 164 頁優惠內容的觀光指南書。 

售    價: 日幣 3,000 圓 

使用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至關西機場後持蓋有戳章的收據前往關西機場觀光情報廣場

「Kanku-Machidokoro」兌換指南書，搭乘巴士時請向站務人員出示指南書後即可搭乘。 

販售航線: 飛往關西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一般社團法人 One Osaka 周遊巴士推廣機構。 

 

< SUNQ PASS > 
 

商品概述: 此票券可於有效期限內無限次搭乘九州島內及山口縣下關市周邊的高速巴士、近乎全線的一般路

線公車及一部分渡輪。票種分 3 類，旅客可根據欲利用日數及利用地區選擇適用之套票種類。 

 

售    價:  

北九州版(3 日券) 全九州阪(3 日券) 全九州阪(4 日券) 

日幣 8,000 圓 日幣 10,000 圓 日幣 14,000 圓 

 
※可利用地區為「全九州」：九州全7縣+下關，「北九州」：下關、福岡、佐賀、長崎、大分、熊本 
※恕不設兒童票價，敬請留意。 

 

使用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至福岡機場、宮崎機場、鹿兒島機場後持蓋有戳章的收據前往 

         各機場的巴士車票販售櫃台兌換，搭乘 SUNQ 巴士、一般路線公車、渡輪時，請於乘車或下車(含

渡輪)時向乘務人員出示 SUNQ PASS 

販售航線: 飛往福岡、宮崎、鹿兒島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SUNQ PASS 營運委員會(事務局:西鐵高速巴士株式会社) 

 

< FUKUOKA 1DAY PASS> 
 

商品概述: 西鐵電車與西鐵巴士 1 日無限搭乘票券。 

售    價:  

成人(12 歲“中學生”以上) 兒童(6 歲以上，未滿 12 歲) 

日幣 2,060 圓 日幣 1,030 圓 

 

 

 

 



 

 

※可使用區域: 

巴士 電車 

福岡、久留米、佐賀、筑豐地區提供載客服務

的西鐵一般路線巴士。 

西鐵天神大牟田線，福岡(天神)~柳川間，以

及太宰府線與甘木線。 

使用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至福岡機場後持蓋有戳章的收據前往巴士車票販售櫃台兌換乘 

         車券，搭乘與下車時請向站務人員出示 FUKUOKA 1DAY PASS。 

 

※使用本票券搭乘電車時無法使用自動剪票口、請由有票務員的剪票口出站。 

 

販售航線: 飛往福岡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西日本鐵道株式会社。 

 

<Peach ‧ 西鐵高速巴士乘車券> 
 

商品概述:「福岡機場~小倉車站間」、「福岡機場~佐賀車站間」、「福岡機場~久留米車站間」的巴士乘車券 

售    價: 各區間票價皆為日幣 1,000 圓(原價日幣 1,230 圓，享有 230 圓優惠) ※無提供販售兒童票種 

使用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獲得的蓋有戳章的收據可作為乘車券使用，搭乘時請向站務人

員出示，下車時將收據投入票箱中即可。  

販售航線: 飛往福岡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西日本鐵道株式会社。 

 

<Luft Travel Rent-a-Car 租車優惠券> 
 

商品名稱: Luft Travel Rent-a-Car 租車優惠券 

售    價: 日幣 1,080 圓 

使用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抵達後持印有戳章之收據前往那霸機場 LCC'航廈內的 

         Luft Travel Rent-a-Car 櫃台填寫姓名、電話、電子郵件並出示您的駕照日文譯本。領取預約證明 

         書後，搭乘 Luft Travel Rent-a-Car 所提供的 VIP 專車前往營業所。 

販售航線: 飛往沖繩(那霸)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株式会社 Luft Travel Rent-a-Car。 

 

＜Horizon WiFi 分享器＞ 
 

商品名稱: Horizon WiFi 分享器 

商品概述: 由日本前往台灣的旅客，忘記租借 WiFi 也無需擔心，抵達機場後也能夠使用台灣地區的 WiFi 服 

         務，申請程序簡單，歸還手續便利，還親切提供日語服務。並附有可於台北市內餐廳、按摩店、 

         商店享有購物優惠的優惠券。 

售    價:  

3 日方案 5 日方案 

日幣 2,010 圓 日幣 3,000 圓 

如希望選購任何未能刊載的商品組合方案或附加選項等亦可直接於機場內店面申請 

購買方法: 請於 Peach 機內向空服人員購買，持印有戳章的收據前往桃園機場第一航廈或第二航廈的  

Horizon WiFi 櫃台領取。 ※兌換 WiFi 分享器及優惠券。 

販售航線: 飛往台北(桃園)機場的所有航班內均有販售。 

營運公司: 赫徠森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