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西再發現~京都連泊 水岸秘境 日本馬丘比丘 5 日
天橋立觀龍道 伊根水岸舟屋 MIHO 美術館 天空之城・竹田城跡
奈良公園 嵐山懷古人力車 日本三大茅葺部落 · 美山町 百年庭園料理

行程特色：
1. 高品質專車全程服務；專業領隊帶路，讓您悠閒地享受旅行。
2. 嚴選豐富多元的餐食料理，追尋純粹而原始的感受；
透過味蕾，體會美食帶來的幸福，領略廚師心中的那份堅持。
3. 合適愜意的車程時間，坐車移動不再漫長勞累；在各景點有更多的餘裕，獨享最幽靜的時光。
4. 我們秉持革新的精神理念，規劃出全然不同的行程；不是複製來的旅遊夢，您的每次旅行都是獨一無二。

吉光旅遊堅持「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
我們想傳達給您最真切的價值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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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桃園 – 日本．大阪關西海上空港
奈良公園．餵食神鹿 ／ 世界文化遺產．東大寺大佛殿
參考航班 :

桃園/關西

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CI156

08：20/12：00

CI152

09：10/12：50

BR178

06：30/10：10

BR132

08：30/12：10

CX564

11：00/14：50

台北桃園 – 日本．大阪關西海上空港 ／ 大阪城
參考航班 :

桃園/關西

國泰航空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親切熱忱的導遊協助您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噴射
客機，飛往日本大阪，降落於三大海上國際機場之一的「關西國際海上空港」。
搭乘華航 或 長榮班機【奈良公園．餵食神鹿～世界文化遺產．東大寺】
以奈良鹿聞名的奈良公園，在奈良公園內有同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和日本國寶的寺廟，如
東大寺是聖武天皇於天平 17 年(西元 745 年)時許願創建的，東大寺可說是奈良旅遊最精
華的據點，本壂又稱「金堂」，高 48 公尺，寬 57 公尺，深 50 公尺，宏偉壯觀，是一棟
16 層建築，也是全世界現存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築。
搭乘國泰航空【大阪城】(上天守閣)
位在大阪城玉造門跡旁，面積廣大的森林公園內花木扶疏，還有大阪城音樂堂、棒球場等
設施。特別安排上天守閣，由上往下展望大阪市內風景。
【お屋敷・高瀬川二条苑】
在江戶川時代和近代是些有名人物的別莊 而高瀨川則是引進鴨川之水所開鑿的運河.這
間料亭庭院的潺潺流水， 則是高瀨川的源頭「高瀬川源流庭苑」園內有著 380 年的庭園
造景還有棵千年的紅梅樹。置身於美麗的庭院好景之中、享用豆腐嫩湯頭鮮小菜精緻，讓
人回味無窮的好味道。

【本日景點料金】
東大寺大佛殿￥500、奈良公園+神鹿仙貝￥150 (2 人 1 包) (或大阪城天守閣￥600);
每人總計￥575(或 600).- (已包含在團費裡)

餐食 /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日式點心

晚餐：日式和食膳料理 或 會席料理 或 和洋百匯自助餐
旅館 / 京都世紀 或京都大倉 或京都威斯汀都 或京都 格蘭比亞
或京都日航公主 或京都 格蘭王子 或京都麗嘉皇家 或琵琶湖飯店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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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三星景點~藝術殿堂貝聿銘大師的桃花源『MIHO 美術館』 或 水上美術
館・佐川美術館・現代建築美學 / 嵐山渡月橋 ／ 搭乘復古人力車 ／ 竹林步道
／ 野宮神社 ／ 歷史之寺・天龍寺

【MIHO 美術館】
MIHO 美術館是藝術殿堂，也是米其林三星景點符合桃花源意境，建築物高度不可超過 13
公尺 、屋頂坡度需與山勢吻合、且從空中看到的屋頂全部面積不得超過 2000 平方公尺
等等。整個 MIHO 美術館建築約有 80%藏在地底，只有 20%浮在地面，且透過隧道與橋
樑將美術館與既有道路形成曲隔，除了不破壞原本的地理環境外，更順利營造出桃花源般
的幽靜。
(逢 MIHO 美術館休館～調整前往【佐川美術館 (休館日：每週一休，遇國定假日改隔日
休。】或其他美術館參觀。
或 【佐川美術館】
可一眼眺望琵琶湖、比叡山之自然環境的佐川美術館，是為紀念佐川急便株式會社創立 40
周年而於 1998 年建館。館內收藏以日本畫家 平山郁夫及彫刻家 佐藤忠良的作品為主，
在 2007 年開闢新館-樂吉左衛門館。此館隱藏在蘆葦叢生的水庭底下，館內收藏樂吉左衛
門的作品，並附有現代茶室。全館共分三館，並以其藝術家為名，還收藏了日本國寶的梵
鐘等代表日本的知名藝術家的作品。館內獨特造形的桌椅，是出自於北歐木椅巨匠 Hans
J.Wegner 的設計，雖是極簡的設計風格,卻仍難掩那流洩出的沉穩低調的美學。彷彿浮在
水面上般的獨特建築亦榮獲設計大獎等多項獎項。
【嵐山】
嵐山保留豐富的自然景觀，自古以來便是知名的旅遊勝地。一年四季吸引無數遊客，前來
感受嵐山的風韻。
【嵐山渡月橋~竹林步道~野宮神社】
嵐山腳下緩緩流淌的大堰川上橫跨一座橋，名為「渡月橋」，因形似一彎月亮跨過河川而
得名。渡月橋邊景色宜人，青山綠水、紅燈料亭、遊人如織。大堰川上倒映數多美景，春
天櫻花、秋日紅葉，美不勝收。河岸偶見盛裝藝妓姍姍而行，令人恍若時光流返，不覺萬
種風情。古老純樸的渡月橋和嵐山景觀，細細回味古京都時代的生活樣貌，漫步小橋流水
彷彿時空流轉。沿著寂靜的 竹林步道迤邐而行，眼前矗立一座簡樸的黑木鳥居，便是著
名的 野宮神社，神社供奉交友結緣、升學解惑之神，多愁善感的年輕女性和學生盡皆來
此祈愿祝禱。神社內有一塊龜石，據說撫模此石後誠心許願，便可實現心底亟極實現的願
盼，到此遊覽千萬不可錯過。神社內的護身符富有盛名並獨具特色，是京都著名的吉祥物
禮品，為自己和珍重的人祈求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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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時代人力車】
由亞瑟．高登暢銷名著改編電影「藝伎回憶錄」
，那一段動人心弦又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
其中最讓人怦然心動的場景便是：當女主角搭人力車緩緩通過竹林，淡淡憂傷的眼神、若
有所思的悵惘神情。時空交替，我們一同乘坐人力車，一邊重現電影幕幕回憶。當陽光落
灑在竹林幽徑，恬淡的確幸是最大的滿足與快樂。
【天龍寺】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的天龍寺，是當時的大將軍足利尊氏爲悼念天皇而建造的，現在已成
爲京都五山之一，五個主要寺院之一。庭園也被指定爲國家特別名勝。天龍寺的建築佈局
採用借景手法，以嵐山的起伏山脈為背景，吸取了寢殿造建築格式和禪宗建築格式之長處，
曹源池庭院融入嵐山的大背景，寺院與自然渾然一體。
【本日景點料金】MIHO 美術館¥1100、人力車￥2000、天龍寺￥500;
每人總計約￥3,600.- (已包含在團費裡)
餐食 /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有機御膳料理 ￥2000

晚餐：日式庭園迷您懷石料理 ¥3500
旅館 / 京都世紀 或京都大倉 或京都威斯汀都 或京都 格蘭比亞
或京都日航公主 或京都 格蘭王子 或京都麗嘉皇家 或琵琶湖飯店
或同等級

日本原風景・美山町・日本三大茅葺部落 / 米其林二星景點：最美麗小漁鎮．伊
根水岸舟群屋．伊根浦公園．伊根灣遊覽船 / 宮津日本三大景之一～天橋立～傘
松公園 (俯首觀賞「升天之龍」奇景) ★搭乘纜車★

【京都美山町】
一處小村落，聚集著宛如童話世界的茅茸民家，坐落在京都美山的盆地中。京都美山町與
鄰近的日吉町是日本現今保存最多茅茸民家的地方。由良川緩緩穿越其間，悠悠流向日本
海，棟茅茸民家錯落在依山傍水的盆地，百年不變，讓您在哪裡有如一幅畫般美麗。
【米其林指南‧伊根水岸舟屋】
伊根町這個與大海相伴的北京都地域已有1700年歷史的傳統生活方式。在伊根町有「舟
屋」之稱的獨特建築，是日本最美麗的十八個村落之一，寧靜的小漁鎮，配合常年無波的
若峽灣，岸灣一座座臨水舟屋，散布一串串魚乾，在海上一點點漁舟，灑落在常年無波的
若峽灣中，襯托映照著海面的波光粼粼，彷彿幽幽時光不曾在此流轉，像某個歐洲湖畔無
名小鎮。特別安排搭乘【伊根灣遊覽船】一覽海上舟屋灣畔，並欣賞成群海鷗飛翔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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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伊根灣獨特寧靜的水色風光。
【日本三大景之一・天橋立・纜車單趟約 6 分鐘】
位於日本京都府北部的宮津市宮津灣，因為地殼的推擠作用，形成特殊的自然景觀，在海
上形成一個沙洲地形，被日本人譽稱為丹後之天橋立，其與廣島縣的嚴島及宮城縣的松島
同被稱為「日本三景」
。特別安排搭乘纜車登上著名的傘松公園，背對著沙洲站立並低頭
從自己的跨下朝後望時，會看到沙洲猶如一條往天上斜伸而去的橋樑，天橋立因而得名，
其整個景觀猶如『飛龍在天』。
【本日景點料金】伊根灣遊覽船￥680、天橋立纜車(往返)￥660 ;
每人總計約￥1340.- (已包含在團費裡)
餐食 /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鄉土田舍料理 ￥2500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或 和、洋自助餐
旅館 / 宮津溫泉皇家度假飯店 或天橋立 BAY 海灣飯店 或同等級

日本天空之城・雲海上的竹田城跡 / 日本三大名城姬路城(亦稱白鷺城) / 免稅店
／ 自由夜訪大阪梅田 或 難波、心齋橋

【日本天空之城・雲海上的竹田城跡】
全國唯一的山城遺跡日本的天空之城～竹田城跡雄踞於海拔 348 公尺高的山頂上，是
全日本最美麗迷人的城堡遺跡之一，您可在此鳥瞰兵庫縣地區的美麗全景。竹田城跡建
於 1441 年，有四分之一英里長、300 英尺寬。雖於 17 世紀初此城便已廢棄，但從
壯觀莊嚴的城堡遺址仍可想像當時不可一世的雄偉建築原貌。竹田城跡因此獲選為日本
百大名城，也名列國家史蹟。竹田城跡全年四季美景輪替絕無冷場，秋天的無窮魅力更
吸引大批遊客蜂擁而至。每逢秋天因夜間溫差劇烈，早晨時空中飄著厚重霧氣，竹田城
跡彷彿漂浮於雲端。這種獨特奇景為此地贏得另一別稱：日本的馬丘比丘；美景堪比祕
魯的壯觀山中古城。如登上附近的立雲峽，更可盡覽絕美的空中之城奇景。
【姬路城(亦稱白鷺城)】
與熊本城及松本城同稱日本三大名城，也和松山城、和歌山城合稱日本三大連立式平山
城。因為保持著築城時的風貌，所以也被稱為「天下名城」或是「日本第一名城」。由
於整座城外觀又白又美，彷彿展翅的白鷺所以也被稱為「白鷺城」；許多古裝連續劇和
古裝電影在此拍攝外景。由大天守閣和小天守閣組成的城池外觀造型猶如一只展翅欲飛
的白鷺鳥，優美動人，體現了江戶時代日本最高造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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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店】
於免稅店自由購物。竹田城跡觀覽費￥500;
【梅田】
位於大阪市北區，摩天大樓高聳林立、飯店雲集的日本最大地下街商業區。
或【難波、心齋橋】
位於大阪市南區，是大阪最大的餐飲娛樂購物區，平民化繁華街道充滿異國風情。

【本日景點料金】
竹田城跡觀覽費￥500、姬路城￥1000 ; 每人總計￥1500.- (已包含在團費裡)
餐食 /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地元御膳料理 或 洋食風味餐 ¥2500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館 / 大阪 帝國飯店 或大阪萬豪都 或大阪 新大谷 或大阪喜來登都
或大阪麗嘉皇家 或大阪 蒙特利 或神戶地區飯店 或同等級

日本．大阪關西海上空港，機場商店街―台北桃園
參考航班 :

關西/桃園

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國泰航空

CI157

13：10/15：10

CI153

14：00/16：00

BR177

11：10/13：05

BR131

13：10/15：05

CX565

16：20/18：20

早餐後，整理行裝。前往關西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預祝 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餐食 /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簡餐 或 自理

晚餐：溫暖的家

旅館 / 溫暖的家

【特別報告】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

季節交替

及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

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
以當地為主，敬請鑒諒。
2.) 逢日本各地連續假期、交通擁擠及住宿飯店會大幅更動，敬請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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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大人：NT$45,900 .-起 （2 人一室、每人單價）
團體旅遊中各團團費、會因航班及行程內容及不同的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團日期查詢。

類

別

本 團 團 費

床位安排 餐 食 安 排

NT$45900 起

佔

床

含

餐

NT$減 1,000

佔

床

含

餐

小孩(5 歲以上，未滿 12 歲) NT$減 3,000

不佔床

含

餐

NT$減 3,500

不佔床

含

餐

NT$減 6,000

不佔床

大人(12 歲以上)
小孩
(2 歲以上，未滿 12 歲)

小孩(2 歲以上，未滿 5 歲)
小孩(未滿 2 歲)
單人房差價

不

含

附

註

佔床加收 NT$ 2,000

餐 佔床加收 NT$ 2,000

每人實收 NT$ 5,000
NT$12,000，以單人房為主，貴賓補的是單人房價差非雙人房價錢，
敬請明瞭！

【日本住宿說明】
1.為維護旅遊品質，一位大人與一位不佔床小孩同住一間房時，大人需補單人房差，或小孩需收取佔床價格。
2.若有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每日房間差額，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A.不加價三人一室
(使用飯店提供輔助(行軍)床加床，(輔助(行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
3.飯店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或不要角邊房，亦無法指定同行者的房間一定要在隔壁或鄰近，敬請見諒！
4.日本雙人房型房間型式以兩張單人床的較多，一張大床的型式較少見。如果是渡蜜月或夫妻、朋友若需用一張
大床之貴賓們，請先告知業務人員方便作業，但還是以日方飯店確認為主，不一定會有敬請了解。
（一大床 Double
房型有時會比標準房 Twin 小，如不能接受建議用標準房）

【團費包含項目】
1.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兩地機場稅金、燃油稅費用。
2.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旅遊景點、交通之費用
3.司機、飯店、導遊（領隊）服務人員小費。
4.每人 5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依保險法條規定未滿 15 歲 / 75 歲以上之團員 每人 2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

備註：於日本當地參加團體，不在履約責任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團費不包含項目】
1.參團貴賓護照新辦 NT$ 1, 500。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行程表上註明自由活動、自理餐食、未包含之門票等自費費用。
4.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郵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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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
※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至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日本獨特文化的旅遊樂趣。

1.日本文化上的不同，日本人飲食大多以生冷及無油之食物為主。
2.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或大
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蒟蒻、蔬菜、豆腐等食材
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機上餐食特殊需求：請於出發日期前 5 個工作日前向微笑服務人員提出需求，如果等到出發當天
或是前一天才告知餐食的特殊需求，可能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注意事項】
1.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3.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4.參加本行程須持有(至回國當日護照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若同時擁有雙重國籍持
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入出境 (台灣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日本交流協會台灣事務所)
之規定，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5.若為役男者，滿 18 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
照上。
6.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2012 年 6 月最新規定，巴士使用時間由車庫出發至返回車庫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避免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7.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 )，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不
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而調整前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

【護照說明】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1.持台灣護照者入日本國為免簽證，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
2.若您是現役軍人身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
3.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4.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役男是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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