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3/25.26.30   4/8                         團費：每人／NT 41,000 起 

        4/1                                             團費：每人／NT 46,000 起 

        4/4                                             團費：每人／NT 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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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看她含苞待放的含羞姿勢，看她傾力綻放的生命力，看她以花瓣渲染大地、山林的巧思，看她在繁花落盡後抽出

綠芽的新意。看櫻花，也看她的善變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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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享受不同的都市魅力。 



 
京都和服體驗《不含妝髮》：帶您前往日本和服店，男生女生、小孩通通都幫您換上和服，搭配京都的建築或是古寺的

氣氛，拍照起來更能襯托出和服的美！  

 

櫻花百選-仁和寺(賞櫻)：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的佛教寺院，是真言宗御室派的總本山，由宇多天皇在仁和 4 年

開基。山號大內山的仁和寺主要奉祀的是阿彌陀如來，1994 年時與多座京都地區的古蹟一同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名

義，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單之列。  

 

北野天滿宮：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的神社。為二十二社、舊社格為官幣中社。和太宰府天滿宮同為日本全國天

滿宮之總本社、天神信仰的中心。主祭神是學問之神菅原道真。京都市民以愛稱「てんじんさん」稱之。 北野天滿宮與

太宰府天滿宮、防府天滿宮並稱為日本三大天神。  

 

蹴上傾斜鐵道(賞櫻)：蹴上車站是一個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東小物座町，由京都市交通局所經營的地鐵站。蹴上

車站是京都市交通局所屬的京都市營地下鐵東西線沿線車站之一，在系統內的車站編號為 T09。就位置上，蹴上車站與京

都東山山麓地區的許多觀光據點都很接近，因此有不少觀光人潮在此站進出。  

 

南禪寺(賞櫻)：在所有日本禪寺中位置最高等級，被列為京都五山及鐮倉五山之上，享有特別待遇，也是五山文學的中心，

歷代住持更是由當時最傑出、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禪僧擔任。除了地位崇高，這裡有許多精采景點，如出現

於歌舞伎的三門等許多擁有歷史價值的伽藍(日本禪寺對殿宇的稱呼)之外，也有豪華的日式隔扇畫及優美的方丈庭園(這

裡指的方丈是住持和尚的住處)等，日本禪寺的精華幾乎全部在此可見。  

 

平安神宮神苑(賞櫻)：神苑分為東苑、中苑、西苑及南苑 4 區，各區完全不同的景緻令人驚豔；在以「栖鳳池」為中心的

東苑，從橋殿「泰平閣」觀賞環繞著水池的櫻花，盛開的花朵與映照著絕美花顏的池面，加上由御所(皇宮)移築的「泰平

閣」及池旁的「尚美館」，如詩如畫，是京都櫻花絕景。  

 

京都市立植物園(賞櫻)：京都府立植物園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是日本最初早的公立植物園，始建於 1924 年(大

正 13 年)1 月 1 日。1946 年，被聯合國軍佔領後閉園，1961 年 4 月重新開放，是日本最早的公立植物園，也是京都市最受

親睞的植物園。  

 

大阪城公園(賞櫻)：此為日本著名武將豐臣秀吉所建造所建造而成，為《日本第一名城》。大阪城公園開設於 1931 年，

總面積達 106.7 公頃，十分廣闊。被華麗的樹林環繞大阪城，其四季各異的風景令遊客沉醉。它位於大阪的城市中心，作

為市民們休憩的場所深受人們的喜愛。  

 

夙川公園(賞櫻)：位於兵庫縣西宮市的夙川公園是沿著夙川兩岸興建的城市休憩空間，南北兩岸更種有約 1,700 棵以染井

吉野櫻為主的櫻花樹。春天時，夙川公園是阪神地區數一數二的賞花勝地，更在 1990 年被評選為日本櫻名所 100 選之一。 

 

 



 

 

【華麗晚餐】  

★居酒屋吃到飽+軟性飲料 或 日式自助餐+牛排+波士頓龍蝦一隻+軟性飲料 或 燒肉吃到飽+軟飲飲料。  

★高瀨川源流餐廳湯豆腐小會席或南禪寺順正湯豆腐小會席或櫻京都料理亭小會席。  

★DIY 握壽司體驗：握壽司八貫+天婦羅+烏龍麵。  

 

蹴上鐵道漫步(賞櫻) 

 

 

★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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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182  高雄  關西(大阪)  07:05  11:10  

第五天 BR181  關西(大阪)  高雄  12:10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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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關西機場日式花壽司+飲料乙瓶(車上享用) 南禪寺(賞櫻) 蹴上鐵   

   道漫步(賞櫻) 京都(或溫泉區)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員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降落於大阪關西海上空港。 
【南禪寺(賞櫻)】：南禪寺在所有日本禪寺中位置最高等級，被列為京都五山及鐮倉五山之上，享有



特別待遇，也是五山文學的中心，歷代住持更是由當時最傑出、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禪僧
擔任。除了地位崇高，這裡有許多精采景點，如出現於歌舞伎的三門等許多擁有歷史價值的伽藍(日
本禪寺對殿宇的稱呼)之外，也有豪華的日式隔扇畫及優美的方丈庭園(這裡指的方丈是住持和尚的住
處)等，日本禪寺的精華幾乎全部在此可見。 
【蹴上傾斜鐵道(賞櫻) 】：是一個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東小物座町，由京都市交通局所經營
的地鐵站。蹴上車站是京都市交通局所屬的京都市營地下鐵東西線沿線車站之一，在系統內的車站編
號為 T09。就位置上，蹴上車站與京都東山山麓地區的許多觀光據點都很接近，因此有不少觀光人潮
在此站進出。 
【高瀨川源流餐廳湯豆腐小會席】：高瀨川源流二條苑位於鴨川河畔邊的景觀餐廳，是江戶時代角倉
了以及明治元勳山懸有朋的別邸，在近代更曾是日本銀行總裁川田小伊郎及阿倍信行首相的別莊，園
內除了擁有一座精心雕琢且具百年歷史的庭園造景外，更栽有一株具千年樹齡的紅梅樹，耳畔流水淙
淙，空氣中伴以飄散的梅香，於此不僅滿足您的口腹之慾，更帶領您走入幽遠的歷史冥想之中。 
★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註：賞櫻期間，會因實際路況調整行程，行程或有增減，為求行程順暢，敬請見諒。 

 
早餐：機上輕食／午餐：日式花壽司+飲料乙瓶／ 

晚餐：高瀨川源流餐廳湯豆腐小會席 或 南禪寺順正湯豆腐小會席 或 櫻京都料理亭小會席 

住宿：大津王子 或 京都烏丸 或 京都格蘭王子 或 京都東急 或 京都新阪急 或 京都瑞鳳閣 或 京都 WESTIN  

      或 箕面觀光 或 琵琶湖畔飯店 或 長濱皇家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飯店日式和服體驗(不含妝髮) 平安神宮神苑(賞櫻) DIY握壽司體驗京 

   都府立植物園(賞櫻) 半木之道(賞櫻) 北野天滿宮箕面溫泉(或橿原皇家或京都) 

【京都日式和服體驗】：帶您前往日本和服店，男生女生、小孩通通都幫您換上和服，搭配京都的建
築或是古寺的氣氛，拍照起來更能襯托出和服的美！ 
註 1：您的和服穿到晚上再換下，裝在和服店給您的袋子內，隔天早上退房再交給導遊即可；夏天天氣較熱，和服會用夏

季和服。體驗內容為和服以及鞋子，無包含妝髮。 

註 2：4 歲以下嬰幼兒無法提供和服體驗，敬請見諒。 

註 3：和服體驗已包含於團體行程中，若不參加體驗者，請於團體出發前十日告知報名業務，每位可退日幣 2500 元，則

於當日臨時告知不參與和服體驗時，一概不予退費，敬請見諒。  

【平安神宮神苑(賞櫻)】：神苑分為東苑、中苑、西苑及南苑 4 區，各區完全不同的景緻令人驚豔；
在以「栖鳳池」為中心的東苑，從橋殿「泰平閣」觀賞環繞著水池的櫻花，盛開的花朵與映照著絕美
花顏的池面，加上由御所(皇宮)移築的「泰平閣」及池旁的「尚美館」，如詩如畫，是京都櫻花絕景。 
午餐特別安排 DIY 握壽司體驗：由正宗的壽司達人親自教學，您可以自己展現功夫，做出各種美味
的壽司，非常難得的體驗，千萬別錯過，午餐享用您自己製作的：握壽司八貫+天婦羅+烏龍麵。 
註：正宗握壽司課程，握壽司八貫，食材因季節而有所不同。 

【京都市立植物園(賞櫻)】：京都府立植物園已經成為京都市市民週末出遊的最理想之地，既可賞花，
也可陶冶情操，更可放鬆身心，融入自然。這個多姿多彩的植物為日本的一流植物園，擁有 12000
種，共 12 萬株植物，其中溫室面積 4612 平方米，生長有 4500 種，25000 株植物，可謂是花的海
洋和世界。絢麗的的花卉和背景延綿的群峰都為植物園增添了無限的詩情畫意。植物園中心花壇上亮



麗多彩的鬱金香使廣場花團錦簇、雍容華貴，香氣四溢，沁人心脾；粉色的櫻花，一堆堆，一層層，
似雲海在朝陽下緋紅萬頃，成為最美麗的櫻花世界。 
【半木之道(賞櫻)】：位於賀茂川岸、北山大橋和北大路橋之間（在京都市立植物園的西側），全長約
800 公尺的櫻花大道。沿途有幾十株以棚架支撐著、將紅枝垂櫻連成一線彷彿隧道般的景緻。 
【北野天滿宮】：北野天滿宮是為祭奠菅原道真而修建的神社，統轄著全國各地的天滿宮神社。菅原
道真，歷來被當作“學問之神”而倍受日本各界的崇拜。在日本各類考試來臨之際，許多人為祈禱考
試成功而前往天滿宮神社參拜，因而非常熱鬧。北野天滿宮神社里的“中門”（處於南大門與主建築
物之間），是一扇很有特色的門，被稱作“三光門”，現在已被指定為重點文化遺產。參拜時用的前
殿、供奉神位的正殿、以及“石間”等，是公元 17 世紀的建築物，現在均被指定為國寶級文物。神
社里的建築物還有許多屬於重點文化遺產。每月一度的廟會期間，神社還將公開展示收藏於本神社的
大量文物。此外，神社的院內種植了很多的梅花樹，因而北野天滿宮神社也是賞梅的名勝地。 
★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註：賞櫻期間，會因實際路況調整行程，行程或有增減，為求行程順暢，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握壽司八貫+天婦羅+烏龍麵／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 或 日式居酒屋吃到飽+軟飲飲料 或 燒肉吃到飽+軟性飲料 

住宿：箕面觀光 或 琵琶湖畔飯店 或 長濱皇家飯店 或 大津王子 或 京都烏丸 或 京都新都 或 京都格蘭王子  

      或 京都東急 或 京都新阪急 或 京都瑞鳳閣 或 京都 WESTIN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飯店櫻花百選-仁和寺(賞櫻) 嵐山渡月橋(賞櫻) 嵯峨野竹林步道野宮 

   神社-夙川公園(賞櫻) 神戶 

【仁和寺(賞櫻)】：創建於遠古的平安時代；到了春天，仁和寺裡出名的「御室櫻」是京都境內最晚
開的櫻花；到了秋天，寺院裡美麗的楓紅及造景庭園讓人們忘情駐足；而仁和寺裡也有許多被指定為
國寶及重要文化財的建築。  
【嵐山渡月橋(賞櫻)】：京都最具代表性的觀光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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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山
櫻景致，好似覆雪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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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簡朴的黑木牌坊，便是著名的野宮神社，神社不大，但歷史悠久，最早記錄
曾出現在《源氏物語》里，是供奉交友結緣、入學昇學學問之神的神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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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夙川公園(賞櫻)】：坐落在兵庫縣西宮市的公園。1949 年,在?部新太郎的指導下種植了大約 1000
株櫻樹,現在從臨港線到北夙川橋附近大約 2.7 千米之間種植了 1700 株櫻樹,在阪神地區也是為數不
多到賞花景點。4 月上旬舉行到西宮櫻花祭大約有 10 萬人前來游玩,因賞花游客之多而十分熱鬧。據
1990 年日本櫻花會選定被選定為全國"櫻花名所 100 選"。且櫻花時節以外的四季景觀也十分醉人。 
★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註：賞櫻期間，會因實際路況調整行程，行程或有增減，為求行程順暢，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嵐山自助餐式料理 或 嵐山湯豆腐風味餐 或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 或 神戶和洋自助餐 或 日式居酒屋料理 

住宿：神戶 PORTOPIA 或 神戶大倉 或 神戶喜來登 或 神戶美麗殿 或 神戶全日空 或 淡路島 WESTIN  

      或 南淡路皇家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4天 飯店免稅店大阪城公園(賞櫻) (或大阪造幣局賞櫻) 大阪水上巴士(賞櫻) 心

齋橋(或道頓堀自由逛街購物) 大阪 
【免稅店】：在此，您可自由選購返台餽贈親友的小禮物。 
【大阪城公園(賞櫻．不上天守閣】：日本著名武將豐臣秀吉所建造所建造而成，為日本第一名城。大
阪城公園開設於 1931 年，總面積達 106.7 公頃，十分廣闊。園內以染井吉野櫻為主，約 600 株櫻花
樹裝扮的西之丸庭園，約 95 個品種、1250 株梅花綻放的梅林，還有北部的桃園，紅葉綺麗的追憶
林等，被華麗的樹林環繞大阪城，其四季各異的風景令遊客沉醉。 
註 1：當團若遇大阪造幣局開放時，則原安排之大阪城行程將更機動更改為參觀大阪造幣局櫻花。 

註 2：大阪造幣局賞櫻期開放區間時間未定，因開放期間交通管制，限制停車範圍，由停車場至造幣局走路約 20 分鐘，

屆時請輕裝便鞋以利旅遊參觀活動。 

★【大阪造幣局】：建於明治四年(西元 1871 年)，當時由伊勢津和藤堂蕃住所移植了一百種、四百株
的櫻花，種在造幣局 600 公尺的步道上。當百櫻齊放，走道像極了一條絕無僅有的櫻花隧道。 
【大阪水上巴士(賞櫻)】：可從水面上飽覽大阪街道景致的水上巴士。周遊大阪城，中之島等大阪的
觀光名勝。 
傍晚自由活動：可拜訪親友或前往心齋橋、美國村、道頓堀等，逛街、購物。 
【心齋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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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齋橋街內
有間《上方浮世繪館》美術館展覽很多繪畫一樓出口還有販售精緻的日式圖騰、信紙、明信片、工藝
作品等，相當多精采的美術作品，在這推薦給您。 
★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註：賞櫻期間，會因實際路況調整行程，行程或有增減，為求行程順暢，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日式風味料理+季節水果一顆／ 

晚餐：日式自助餐+牛排+波士頓龍蝦一隻+軟性飲料 或 日式居酒屋吃到飽+軟性飲料 

住宿：大阪喜來登都 或 大阪凱悅 或 大阪全日空 或 森格拉爾天空 SPA 酒店 或 京阪 USJ TOWER 或 USJ 東急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大阪關西機場高雄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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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中午過後班機,此天交通、餐食均自理；配合導遊通知集合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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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賞櫻期間，遇天候因素影響(下雨、颱風、氣溫)其櫻花開花時間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註 2：導遊將依當地實際狀況，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3：行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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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機上輕食(早班機) 或 逛街自理(午、晚班機)／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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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1.1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