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1/5                                       團費：每人／NT36,000 起 

 11/14                                            每人／NT40,500 起 

 11/20.27                                          每人／NT39,5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京都，美麗充滿文化氣息的千年古都，世界文化遺產、米其林評鑑必遊景點，在這魅惑的城市中輕鬆漫遊，彷彿走進時光隧

道之中。流淌了千年的宇治川穿透時空，劃過商人之街～大阪，洋風文化之街～神戶，各式各樣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

盡情享受不同的現代的都市魅力。 淡路島夢舞台：位於淡路島的東岸，有座能眺望海的高台，是建築師安藤忠雄的代表作，

2000 年舉辦的國際園藝?造園博「Japan Flora 2000」會場。與緊鄰的國營明石海峽公園、兵庫縣立淡路島公園、淡路交流

翼港等地，一同構成淡路島國際公園都市。 

 



【行程特色】  

元離宮二條城(紅葉)：江戶時代時，德川幕府作為於京都的活動據點所建設的城堡，城池整體也被指定為國家級歷史遺跡。

國寶級的二之丸御殿的外觀與壁畫絢爛奪目，於 1994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作為「古都京都文化財」登錄為世界遺產。  

清水寺(紅葉)米其林三星景點：座落於東山的中心，擁有造型獨特的清水舞台，莊嚴雄偉的木造結構建築，由巨大木柱支撐

著，從峭壁上伸展出去，俯視京都城街，勾勒出千年古都典雅的風貌。 

二、三年阪：這一帶有許多小商店，賣著京都特有的清水燒、竹器、紙傘、京扇子、京人型、京果子等，是最值得好好採買

的地方；走累了或餓了，隨處也茶屋或現烤米果可以休息解饞。 

嵐山渡月橋(紅葉)：以她的青山綠水，春櫻秋楓聞名，山腳下的河流名為大堰川，上有渡月橋橫跨，在橋上遠眺嵐山的山光

水色，十分怡人，也是時代劇熱門外景地。 

東大寺(紅葉)：米其林三星景點：國寶級古蹟，建築於 743 年目前為全世界最古的木造建築物群，另三月堂、戒壇院可參觀。 

梅花鹿公園：在美麗的大草坪上，野生的梅花鹿群成群漫步與此，可以與野生鹿群合影，遍地翠綠讓人放鬆著情緒頓時心曠

神怡。  

高台寺(紅葉)：下風味雅致的石疊古道～寧寧之道，與垂直的小徑 ～石板小路上石牆街道，兩旁靜靜的聳立著料亭、旅館、

咖啡館等古樸店家，京味十足，成為日本廣告的取景名點 。 

本福寺水御堂：安藤忠雄設計，大多數的宗教建築大部份是向上走，以表達對宗教修養的提昇和對上天的接近；反觀水御堂

的設計，在蓮花池的包圍中慢慢進入廟宇，其實有著洗滌心靈的意味。到達底部之後，便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飯店安排】  

海之教堂：在安藤忠雄設計的所有作品之中，總共只設計過四個教堂，分別為海之教堂、水之教堂、光之教堂、風之教堂。

其中海之教堂引用了自然光，將十字架由屋頂上方鏤空的設計映射到牆面上，而產生的雙重十字效果，配合教堂內美麗的藍

色地毯，加上波紋設計牆面，抬頭仰望海之教堂的光之十字，彷彿有從海中觀看海面的錯覺。 預定楓葉期間，如遇天候因

素影響(下雨、颱風、氣溫...)其楓紅程度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保證住宿京都市區乙晚，讓您賞楓時間更充足，免去拉車之苦。  

南部溫泉皇家飯店或箕面觀光溫泉飯店住宿乙晚，晚餐享用溫泉會席料理或是自助式晚餐。  

住宿：花與夢之淡路島五星 WESTIN：飯店由日本最著名的建築師～安藤忠雄所設計的，也是 2002 年世界盃足球賽，英國

代表隊、足球金童貝克漢下榻之酒店。貼心安排於飯店內享受自助式晚餐《價值日幣 4,000》您可一邊享受泡湯的樂趣，一

邊觀賞明石大橋美麗夜景。  



安藤忠雄所設計，淡路島夢舞台～威斯汀飯店： 

從 V 形的外觀放射出勝利光芒，遊途的疲累隨之一掃而空，這座五星級飯店可以說是夢舞台的入口，玩透清水混凝土的安藤

在這裡給人不一樣的感覺 。晚餐後，漫步在飯店周邊的階梯步道上是一種光的享受，夜晚的燈光設計照亮夢舞台，從光之

廊走到海之廊，每個角落都有自己的戲碼，趁著意識還遊走在現實與虛幻之際，最好直接走進夢鄉。這裡的客房都可以眺望

明石海峽公園，房間面坡的房客一早醒來可以見到百花微笑；面海的旅人就用心感受海的低吟。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166  高雄  關西(大阪)  07:30  11:10  

第五天 CI167  關西(大阪)  高雄  12:10  14:5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大阪關西機場~車上享用花壽司點心+飲料和歌山城~
紅葉溪庭園和歌山溫泉(或箕面溫泉)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大阪關西機場，此機場建設於 1994 年耗資全世

界最貴的人山島嶼空港。降落於關西海上空港，抵達日本第一大商業城～大阪。  

【紀州和歌山城】：位於大阪南端，以盛產柑橘及梅子頗負盛名，是傳揚紀州德川的威嚴光輝之名城，

一年四季可觀賞庭園的不同景色，別具一番情趣。  

晚上住宿溫泉飯店，讓您享受泡湯的樂趣。 

(早餐) 自理(午餐) 花壽司點心+飲料 (晚餐) 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或 外用日式套餐 

住宿：南部皇家 ROYAL 或 箕面觀光溫泉飯店 或 橿原皇家 ROYAL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飯店奈良東大寺(紅葉)～梅花鹿公園京都清水寺(紅葉)～清水舞台(紅葉)

～音羽瀧～二、三年阪高台聖壽禪寺(紅葉) 京都 

早餐後前往 日本古都～奈良。境內最具代表性的寺院，參觀國寶級古蹟～【東大寺(紅葉) 】 。此寺建

築於 743 年目前為全世界最古的木造建築物群，寺內還有安置 14.91 米高，380 頓重的盧舍那傳座像。

園內廣闊的庭院，並列藏經文的建築，另三月堂、戒壇院可參觀。寺外的【梅花鹿公園】，在美麗的大

草坪上，野生的梅花鹿群成群漫步與此，妳可以親近這些野生鹿群合影，或是週邊也有販買仙貝的攤販，

餵食梅花鹿群，遍地翠綠的公園，讓人放鬆著情緒頓時心曠神怡。  

【清水寺(紅葉) 】：關西最重要的文化財產 。建於東山旁挑空由 139 根巨木為根基所建構而成，為日

本最大的木造建築，並立於此懸崖之巔，京都古僕之美盡收眼底；清水寺正殿旁有一山泉，稱為《音羽

瀑布》流水清冽，終年不斷，被列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清水寺爰此而得名。而後沿著饒富京都古

風的步道～【京都二三年阪】漫遊，沿途盡是古風盎然，清水燒的古瓷店，古樸的飲食店和紀念品店。  

【高台聖壽禪寺】：豐臣秀吉夫人～北政所寧寧為祭祀豐臣而建，也是寧寧夫人晚年安養修佛之處，1624

年才改名為高台寺(紅葉)。當時一統天下的德川家康將高台寺被興建成壯麗雄偉的寺院。開山堂、屋、

傘亭、時雨亭、表門及觀月台皆為國家重要文化財。高台寺下風味雅致的石疊古道～【寧寧之道】，與

垂直的小徑 ～石板小路上石牆街道，兩旁靜靜的聳立著料亭、旅館、咖啡館等古樸店家，京味十足，

成為日本廣告的取景名點。踩在寧寧之道，老氣橫秋的專家，絕美的秋紅，可是難得一見。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或 日式風味燒肉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相撲海鮮鍋料理 或 鐵板海鮮燒

肉料理 或 京都風味料理 

住宿：京都新阪急 或 京都 WESTIN 或 京都格蘭王子 或 京都東急 或 京都 ROYAL SPA 或 京都瑞鳳閣 或 箕面溫泉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飯店元離宮二條城(世界文化遺產)(紅葉) 嵐山渡月橋(紅葉) 龜岡小火車(或嵐

山屋形船或人力車) 嵯峨野竹林步道野宮神社(紅葉) 車經明石大橋(世界第一吊

橋淡路島夢舞台WESTIN 自助晚餐泡湯觀海、觀明石大橋 

【元離宮二條城】(紅葉)： (俗稱二條城)原為織田信長所建，後為豐臣秀吉所繼承，因戰亂而毀。現存

的二條城是 1601 年(日本慶長 6 年)徳川家康作為保衛京都御所(皇宮) 以及提供德川家族上洛時的住宿

而重建，至今已有 400 年歷史。1866 年(日本慶應 2 年)第 15 代將軍徳川慶喜在二條城就任將軍職，但

是在隔年的 1867 年徳川慶喜在二條城的二之丸御殿発表大政奉還，結束了持續 300 多年的徳川幕府。

二條城雖是徳川幕府在京都的據點，但也見證了德川家族興衰，日本由江戶幕府跨入維新持代的歷史轉

類點。二條城保存了日本桃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繪畫雕刻和建築特色，其中二之丸不但充分顯示了建築

之美，其內部裝飾也精美絕倫。城內還種有許多巨大的銀杏樹，每到秋天時，城內就飄滿金黃色銀杏葉，

如雪片般飛落，讓各地的遊客流連忘返。世界文化遺產。二條城的本丸是重要文化遺產，二之丸御殿是

國寶，城内是史跡，二之丸庭園被指定為特別名勝。二之丸庭園與清流園等庭園在世界上受到很高的評

價。 

【嵐山渡月橋】(紅葉)：京都最具代表性的觀光勝地。渡月橋乃昔日天皇因皓月橫空啟發而命名，如今

是電影時代劇的熱門景地，橫跨大堰川的渡月橋，自古即有許多詩歌為之傳頌，此地的秋色與冬景常是

騷人墨客最好的題材，有著濃郁之傳說色彩，漫步悠遊，令人心曠神怡，站在渡月橋上觀賞滿山楓紅的

景致，慢步楓葉滿地的小路，感受秋天微涼清爽的舒服氣息。搭乘龜岡與嵯峨站間紅黃相間的登山小火

車沿著保津峽，觀賞兩旁峽谷的絕妙風光。 

註 1：嵐山小火車於每週三停駛或適逢旺季時，若逢座位預約額滿，則改為安排搭乘嵐山屋形船或人力車，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 

註 2：12/30~2017/3/1 為冬令時期,龜岡小火車停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或 安排搭乘嵐山屋形船 或安排搭乘人力車(兩人一輛)最早在 1869 年，由到日本的美國傳教士 Jonathan Scobie 所發明，

最早僅是個人在橫濱街上使用，但很快即開始在當地流傳使用，在幾年之間已經成為日本大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而今人力

車成為觀光客緬懷過往歲月的工具，也為京都製造出唯美的印象。  

【嵯峨野竹林步道】：欣賞竹林之美，沿路二旁的竹木高聳，靜幽詩情，閑靜中盡是畫意。沿寂靜的竹

林小路迤邐而行，見眼前一座簡樸的黑木牌坊，便是著名的野宮神社(紅葉)。神社不大，但歷史悠久，

最早記錄曾出現在《源氏物語》，是供奉交友結緣、入學升學，學問之神的神社，因此來此祈愿求籤的

多以多愁善感的年輕女性和學生為主。  

驅車直往《花與夢舞台》之稱的淡路島，途中經過連接神戶市及淡路島的【明石大橋，全長 3911 公尺，

中央支間長 1991 公尺為目前世界最長的吊橋！  



【淡路島夢舞台】：舞台左邊有著國際會議中心、茶室與 WESTIN 飯店；舞台中間錯落著海之教會、貝

之濱、圓形劇場、百段苑、空庭；舞台右邊則有空庭、橢圓形劇場、海迴廊、水庭、溫室與野外劇場。

面向大阪灣，集安藤忠雄作品的特色與理念之大成，包羅萬象的綠意與建築群日復一日上演著美麗的變

奏曲。  

抵達淡路 WESTIN 飯店，帶您前往泡湯，您可一邊享受泡湯的樂趣一邊觀賞閃動的明石大橋。 

註 1：特別贈送飯店專車前往溫泉區泡湯。 

註 2：淡路島 WESTIN 飯店晚餐內容僅提供自助餐式。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京都湯豆腐料理 或 日式壽喜鍋料理 或 嵐山風味自助餐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住宿：淡路島 WESTIN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淡路島海之教堂(安藤忠雄作品) 本福寺水御堂(安藤忠雄設計) 免稅商店膠

原蛋白鍋+章魚燒 DIY+豬肉吃到飽大阪水上巴士心齋橋(或道頓堀自由逛街

購物) 
日出的早晨，一朵朵白雲像各種棉花造型浮在藍天上，陽光從雲裡滲出來，美的像畫；淡淡的風、溫柔

的光、迷人的影、水氣充足的低溫下還有雪花紛飛，這些大自然的客人在安藤的作品間流動，當它們擁

抱或親吻建築作品時，原本灰調的清水牆磚有了色彩，生命在時空交融下開始有變化，與其說在淡路島

《夢舞台》度假；不如說是《體驗人生》。  

我在淡路遇見大師～【海之教堂】：在安藤忠雄設計的所有作品之中，總共只設計過四個教堂，分別為海

之教堂、水之教堂、光之教堂、風之教堂。其中海之教堂引用了自然光，將十字架由屋頂上方鏤空的設

計映射到牆面上，而產生的雙重十字效果，配合教堂內美麗的藍色地毯，加上波紋設計牆面，抬頭仰望

海之教堂的光之十字，彷彿有從海中觀看海面的錯覺。  

【本福寺水御堂、安藤忠雄設計】：大多數的宗教建築大部份是向上走，以表達對宗教修養的提昇和對上

天的接近；反觀水御堂的設計，在蓮花池的包圍中慢慢進入廟宇，其實有著洗滌心靈的意味。到達底部

之後，便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顏色和光線完全與外面不同，當傍晚時分，夕陽西下，光線射入水

御堂，一瞬間，整片朱紅色杉木牆像是紅色染布，神秘的光線染紅了整座本堂室；佛像朝東，斜陽從西

方佛像背後透出，把長長的影子投在地上，更加深了主調的紅色對禮佛信眾的籠罩，也加深了神秘的氣

氛。安藤大師常用的三個自然元素：天、水、光，在水御堂的設計中被充份利用。 

當你站立在二堵混凝土牆之間，世間一切都被隔開，能看到只是上面的天空變化；水的元素有兩個，一

個作為遠景的海，另外就是蓮花池，信眾進入廟宇的路途，安藤塑造了光的流動：純白色的牆把人的心

靈從塵世淨化，進入蓮花池中，步下階梯，藍色的光線漸弱，直至差不多全黑，進入大殿後突然被滿堂

的紅色喚醒。這段旅程，象徵了淨化與重生。  

★參觀免稅商店，您可在此選購餽贈親朋好友的小禮物。  

★搭乘大阪水上巴士，瀏覽從水路看大阪市區的風光。  

★自由活動。 

【心齋橋】是大阪市區，採買的好地方無論是衣服、生活民生用品等，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自費品嚐一級棒美食：來一碗鹹的可以的大阪風味金龍拉麵或是大阪燒；著名的美津炒麵：高麗菜、紅

薑絲等各種配料加上麵餅即成，加上鹹鹹的醬汁及柴魚片，可口美味極了；圓圓的章魚燒裡有大塊的章

魚；還有小說《夫婦善哉》曾出現的紅豆湯圓加上日式燒烤麻署，真是人間美味啊！所以說到大阪品嚐



當地美食是您不容錯過的呦！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膠原蛋白鍋+章魚燒 DIY+豬肉吃到飽   (晚餐) 為方便旅遊，敬請自理 

住宿：大阪喜來登都 或 大阪全日空 或 大阪凱悅 或 大阪 USJ TOWER 或 THE PARK FRONT HOTEL 或 大阪格蘭比亞 

或 大阪帝國 或 大阪聖瑞吉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大阪機場高雄 

整理行囊，帶著不捨的心情前往關西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 

註 1：當團若為晚班機回國，下午則安排市區自由活動，交通及餐食敬請自理。 

註 2：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保證行程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3：行程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註 4：預定楓葉期間，如遇天候因素影響(下雨、颱風、氣溫)其楓紅程度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機上輕食(或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輕食(或溫暖的家) 

住宿：甜蜜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及

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7.10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