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1/1                                                  團費：每人/NT32,500 起 

11/15、28                                           團費：每人/NT3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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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根來寺(紅葉)：根來寺是位在日本和歌山縣岩出市的新義真言宗總本山寺院。山號「一乘山」。開基為興教大師覺鑁。戰國

時代以根來寺為中心，擁有稱作「根來眾」的僧兵集團。寺中秋天的紅葉，春天的櫻花，初夏的荷花等自然景色最為宜人。 

 

紅葉溪庭園(紅葉)：位於和歌山城內的風雅庭園，沿著兩邊矗立白色土牆與青石石牆的小徑前進，會來到老舊的茅草門前，

穿過門便是一片靜謐空間，讓人幾乎忘了自己置身於市區。紅葉溪庭園由德川賴宣建於西之丸御殿，巧妙利用淺野公時代所

建的部份城內壕溝以及虎伏山的起伏地形，給人寬闊大方的印象。 

 

和歌山城(不上天守閣)：和歌山城位於和歌山市的市中心，為梯郭式的平山城，因為位於虎伏山上，所以又稱為虎伏城。紀

之川流經和歌山城的北部，為城堡天然的護城河。 



 

南紀白濱 TORETOR 海鮮市場：とれとれ(TORETORE)的意思是關西腔裡的現採現撈、非常新鮮的意思。Toretore 市場不僅

出售新鮮的海鮮，還有梅酒、水果等紀州特產，品種豐富齊全。 

 

圓月島(車經)：圓月島位於臨海灣，是個南北長 130 公尺、東西長 35 公尺、高 25 公尺的無人島，正式名稱為「高島」。島

中央有個圓型的海蝕洞，所以稱為圓月島。 

 

三段壁：高 50 公尺~60 公尺的懸崖峭壁，南北方向綿延約 2 公里，整體看來有如突出海上的屏風，十分壯觀。波濤洶湧的

海浪拍打著千仞峭壁時，氣勢磅礡、雄偉壯觀，不論在聲音或視覺上都非常震撼，正是三段壁最吸引人之處。 

 



橋杭岩：橋杭岩是從海岸延伸至大島長達 850 公尺的海路上，直線排列的 40 根左右大小不一的石柱子。由於海浪的侵蝕，

彷彿佇立的橋墩，因而得名。位於吉野熊野國立公園地區，被列為國家級天然記念物。 

 

★那智神社(紅葉)：為熊野大社其中之一個神社，以崇尚那智瀑布為原始信仰起源的神社。位於那智山的半山腰，座落在可

俯瞰大海的高地上的朱漆神社。 

★那智瀑布：與櫪木縣的華嚴瀑布、茨城縣的袋田瀑布合稱為《日本三大名瀑布》。 

★青岸渡寺：位在日本和歌山縣東牟婁郡那智勝浦町的天台宗寺院。山號《那智山》。本尊如意輪觀音菩薩、傳說開山為裸

形上人。以《紀伊山地的聖地與參拜道》的一部分登錄為世界遺產。 

 

瀞峽(紅葉)：又被稱爲「瀞八丁」，瀞峽位在屬於熊野川支流的北山川上游，是橫跨和歌山縣、三重縣、奈良縣三縣的峽谷。

這個長年令人們為之驚嘆的大峽谷被指定為國家特別名勝暨天然紀念物，陡峭而險峻的斷崖和流過峽谷的鈷藍色清流在這裡

創造出一片神秘世界。生長在這座懷有秘境風情的溪谷中，紅葉也顯得風情萬種。 

 

伊勢神宮(紅葉)：和京都的平安神宮、東京的明治神宮並列為《日本三大神宮》，大約從西元前 2 年才開放內宮，是一座特

殊的神社，禁止一般人民入內參拜，直到 12 世紀以後才一般開放，因此宮前的商店街區門前町進而繁榮發展，形成了一個

特殊的商圈。 



 

宇治平等院(紅葉)：位於京都南邊郊外的宇治。宇治山明水秀，自日本平安時代初期，這裡便是貴族熱愛的別墅聖地。是藤

原?通於 1052 年(日本永承 7 年）創立的寺廟，山號朝日山，正尊阿彌陀如來。特色包括表現極樂世界的鳳凰堂、日本平安

時代屈指可數的佛像雕刻師－定朝精心雕刻的木造阿彌陀如來坐像、以及日本三銘鐘之一的梵鐘等多種日本國家至寶，被指

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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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小食】  

八角花壽司  註：內容會依照季節時令調整菜色，敬請理解。     現烤花枝   註：照片僅供參考，請以現場實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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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0  10:40  

第五天 CI167  關西(大阪)  高雄  11:40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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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關西機場八角花壽司+日式茶飲(車上享用) 根來寺(紅葉) 和歌山

城(不上天守閣) 紅葉溪庭園(紅葉) 南紀白濱 TORETORE 海鮮市場和歌

山(或白濱溫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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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來寺(紅葉)】在和歌山無論是賞櫻，或者是欣賞紅葉，根來寺都是你散步的好去處。它位於位在和

歌山縣岩出市，山號「一乘山」。戰國時代以根來寺為中心，擁有稱作「根來眾」的僧兵集團，有其重

要的歷史意義。開宗立派已經約有 900 年。由高野山的儒僧?覺?上人為設立講經說法之地而開創。中世

紀時，已經發展成為擁有 300～400 間禪房的巨大寺院群的宗教學問都市。天正 13 年（1585），秀吉

攻打紀州時幾乎被焚毀，僅剩 2、3 間堂塔。後來受德川家庇護重新興建。寺中秋天的紅葉，春天的櫻

花，初夏的荷花等自然景色最為宜人。  

【和歌山城(不上天守閣)】天正 13 年，豐臣秀吉平定紀州後，令其弟秀長所建，負責建造的是築城名人

藤堂高虎，他建了本丸及一之丸殿。該城首先由秀長的城代～桑山重晴統理，到了慶長 5 年，在關之原

戰役立下戰功的淺野幸長入城。元和 5 年，德川家康第 10 子賴宣入城，成為紀州 55 萬 5 千石之城，

與水戶、尾張並列為德川御三家之一，見證悠久的歷史。  

【紅葉溪庭園(紅葉) 】建於和歌山城內，座落於西之丸府邸裏，為第一代藩主德川賴宣所興建。庭園巧

妙地運用了淺野時代的建築特色，利用虎伏山的高低起伏而建造。其後，庭園於明治時代被荒廢，到昭

和四十五年才被修復，昭和六十年被國家列為史跡名勝天然記念物。  

【南紀白濱 TORETOR 市場】とれとれ(TORETORE)的意思是關西腔裡的現採現撈、非常新鮮的意思。

市場不僅出售新鮮的海鮮，還有梅幹、地產酒等紀州特產，品種豐富齊全。很多商品都提供試吃，您可

以邊吃邊逛。除了專設的飲食區外，還特別設置了用市場裏購買的食材做燒烤的燒烤區。  

晚上住宿和歌山溫泉飯店，可一邊眺望著太平洋，洗去疲勞，舒緩身心疲憊之感。 

溫馨提醒：若第二天住宿飯店為浦島溫泉飯店或是中之島飯店時，請各位貴賓事先準備一天的隨身行李於第二晚的溫泉飯店

使用，可以減少乘坐渡輪前往飯店時帶著大型行李的不便，敬請各位貴賓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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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輕食 (午餐) 花壽司+日式綠茶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南紀皇家溫泉飯店 或 白濱 SEASIDE 或 白濱 SEA MORE 或 古賀之井 Resort & SPA 或 白濱武藏 或 TORETORE 

VILLAGE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飯店圓月島(車經) 三段壁串本海中公園(水族館+海中展望塔) 潮岬展望
台橋杭岩熊野那智大社(紅葉)青岸渡寺那智瀑布勝浦溫泉區飯
店 

【圓月島(車經) 】位於臨海灣，是個南北長 130 公尺、東西長 35 公尺、高 25 公尺的無人島，正式名

稱為《高島》。島中央有個圓型的海蝕洞，以圓月島為背景的夕陽美景聞名全日本，被挑選為《和歌山

縣夕日百選》，每年都吸引大批國內外觀光客，成為白濱町觀賞夕陽的代表景點。  

【三段壁(搭乘洞窟電梯)】高達 50 公尺~60 公尺的懸崖峭壁，南北方向綿延約 2 公里，整體看來有如



突出海上的屏風，十分壯觀。波濤洶湧的海浪拍打著千仞峭壁時，氣勢磅礡、雄偉壯觀，不論在聲音或

視覺上都非常震撼，正是三段壁最吸引人之處。斷崖附近的步道可直接通往瞭望台，是觀望三段壁自然

景觀全貌的絕佳景點。註：贈送當地名物現烤花枝一份。  

【串本海中公園】位於本州島的最南端附近，是日本最早指定的海中公園。由於受到黑潮的溫暖海水影

響，園內有本州最大的珊瑚群及石珊瑚。內有全長 24 米的水中隧道和各種展示館，遊客可直接觀賞鯊

魚、海蛙魚等的水中生物。遊客可於距離海岸 140 米海中展望塔看到海裏的魚群及珊瑚。  

【潮岬展望台】本州的最南端，聳立於懸崖之上的白色燈塔，建於 1863 年，是潮岬的象征。有觀光塔

和草坪廣場，由於地處本州的最南端，180 度的全景便在你面前展露無疑。  

【橋杭岩】是象徵串本的奇勝，是道長約 85 米的奇石區，40 多座大小不一的岩石，恍似橋墩一般呈直

線在海上排列，被列為國家指定特別天然紀念物。  

【熊野那智神社(紅葉) 】熊野大社其中之一，以崇尚那智瀑布為原始信仰起源的神社。位於那智山的半

山腰，座落在可俯瞰大海的高地上的朱漆神社。境內有傳說 800 年樹齡的巨大樟樹，可從洞內穿過境內，

還有日本三大瀑布之一，落差最高的那智瀑布。 當佛教在 6 世紀中葉傳入日本，到達熊野便迅速扎下

了根，並與其他宗教發生了競爭，並開始一個漫長和諧的融合過程。在那智大社可以體現到這種融洽。

就在大社旁邊的是著名的青岸渡佛寺。  

【青岸渡寺】位在日本和歌山縣東牟婁郡那智勝浦町的天台宗寺院。山號《那智山》。本尊如意輪觀音

菩薩、傳說開山為裸形上人。西國三十三箇所第一番札所。以《紀伊山地的聖地與參拜道》的一部分登

錄世界遺產。  

【那智瀑布】被選定為《日本瀑布百選》之一，與櫪木縣的華嚴瀑布、茨城縣的袋田瀑布合稱為《日本

三大名瀑布》。那智瀑布是從大雲取山流出來的主流在加上其他許多小河川，奔流於原始森林之中後直

落而下，十分壯觀。其最大特徵在其 133 公尺高，有《日本第一的落差》之稱，除此之外瀑潭深度 10

公尺，也是日本第一。因為瀑布中途有 3 個切縫，水就順著這三個切縫分成 3 條水道，又別名《三條瀑

布》。 搭乘飯店專用小渡輪，來到波光寧靜、風景優美的勝浦溫泉飯店。今晚住宿浦島溫泉飯店。勝浦

溫泉與白濱並列是和歌山的代表性溫泉。  

【勝浦溫泉飯店內六大溫泉】1.忘歸洞（夕陽）2.內湯（原味）3.玄武洞（日出）4.瀧之湯（質感）5.

磯之湯（寧諡）6.遙峰之湯（山上館專用）  

勝浦溫泉的特色為濱海之溫泉，您曾在懸崖邊的洞穴裡泡過溫泉嗎？不但可以觀看夕陽、聽海浪拍打岩

壁的聲音、聞到海水的氣息，更讓您真正的融入在大自然當中，享受著心況神宜忙裡偷閒的恬靜。據日

本人研究指出現代人的體質普遍呈現酸性，若長期泡湯於鹼性深海溫泉，酸鹼綜合將有助於預防癌症與

新血管疾病、這裡的溫泉屬於鹼性泉質無硫磺味人稱美人湯、長泡不但可以讓膚質光滑細緻、更是日本

人長壽的秘訣、對壓力的舒解很有幫助。讓您完全感受海天一體的大自然的魅力。 

註：遇到勝浦溫泉飯店滿房時，則住宿勝浦溫泉區同級飯店，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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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紀風味御膳料理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勝浦溫泉浦島飯店 或 勝浦溫泉中之島飯店 或 大江戶溫泉 南紀串本 或 串本ROYAL 或 勝浦溫泉浦島觀光飯店 或 

那智勝浦．太地溫泉「花遊」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飯店熊野川(世界遺產) 紀伊秘境－瀞峽～安排搭乘噴射遊覽船(約 1 小時；紅葉) 
伊勢神宮(日本三大神宮~紅葉) 托福橫丁＆厄除町散策伊勢志摩飯店(或美杉渡

假村) 



【瀞峽(紅葉)】瀞峽位於和歌山縣東部、奈良縣和三重縣交界處，是屬於吉野熊野國立公園的熊野川的

支流北山川上長達 31 公里的峽谷總稱。這是黏板岩與砂岩被河水侵蝕後形成的溪谷，從下游開始分成

下瀞、上和奧瀞三段。下瀞景觀最佳，又被稱爲「瀞八丁」，已被指定爲國家級天然紀念物。 

★特別安排搭乘瀞峽噴射遊覽船(小川口～瀞峡～小川口，約 1 小時)。 

註：若瀞峽噴射船因不可抗力(天氣,水量...等)因素停航時，外站退費 2000 日幣/人，行程改為前往參觀"二見浦夫婦岩"，敬

請理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伊勢神宮(紅葉)】具有 2000 年歷史的伊勢神宮，在日本是最重要的神社之一，在《日本書紀》中記

載神器之一的八咫神鏡一直被歷代天皇當作天照大御神而被珍藏在皇局內，直到第十代祟神攻皇覺得神

鏡放在皇局中略有不敬，於是第十一代垂仁天皇就命付皇女倭姬命，雲途四方尋找一處供奉八咫神鏡的

淨靈寶地，終於在五十鈴川邊、古木參天之處，尋覓到天照大御神的永久鎮座之地，就是今日三重縣伊

勢市的伊勢神宮。  

在參拜神社、廟宇的道路上舖滿了小圓玉礫石，洋溢著莊嚴的氣氛；在古代時參拜伊勢神宮一直是皇室

才擁有的特權延續至今，更是日本天皇登基後必來朝拜之所。而伊勢神宮最神奇之處，就屬每 20 年一

次的搬家活動，稱作《式年遷宮》，每逢第 20 年神宮便會被拆掉，正殿內的供奉神寶也會一起搬家，新

家的地點通常都不會太遠大多是在舊宮的隔壁，雖然每 20 年就遷宮一次的原因到現在都不是很清楚但

是這 20 年一次的遷宮依舊是日本重要的一大盛事。  

【托福橫丁】托福橫丁是位於伊勢神宮前，「伊勢參道」是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十分熱鬧的街道，經

過遷徙改建後，再現的樣貌。伊勢神宮的「托福」是懷著感謝的心情，於 1993 年建築完成。切妻造的

建築、對於風雨強勢的伊勢來說，外牆「下見張」的建造手法與細部的精細工法徹底的完美再現。橫丁

內有商家、和日本最小的釀酒廠，可以看到多數酒?，從小孩到年長者都會很喜歡有如遊樂場一般的小

鎮。  

【厄除町】厄除町自古以伊勢神宮周圍的區域繁榮，是參拜旅客嚮往之地，在江戶時代每年就有大約 2

百至 4 百人來訪。當時，被稱作為“御師”的人在此地為旅客驅邪或表演神樂以招待旅客，自然而然此

地就被稱為「厄除町」。在仿古的建築中，厄除町數十多家各有特色的商家和小販，包括，神代餅、生

姜糖、伊勢茶店、御木本真珠店、銀製精品店、讓觀光客抽古式煙斗玩懷舊時期小遊戲的商店、傳統工

藝店等擁擠成街，營造出昔日的熱鬧氣氛。在這裡也賣著伊勢各式美食像是嚼勁十足的紅豆麻藷赤福餅、

返馬餅、入口即化的松阪牛牛肉串、以及熱騰騰的花枝魚板，在這裡可以自費品嚐自己喜歡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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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式風味料理 或 伊勢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近鐵 AQUA VILLA 伊勢志摩 或 伊勢志摩皇家溫泉飯店 或 賢島黃金渡假村 或 美杉渡假村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飯店平等院(世界遺產~紅葉)宇治茶鄉(贈送宇治抹茶冰淇淋) 平等院表參道免稅
店心齋橋逛街購物(晚餐自理) 大阪 

【平等院(紅葉)】位於日本京都府宇治市，沿著宇治川邊興建，是日本早期木構建築，據信是古代日本
人對西方極樂世界的極致具體實現。在西元 1994 年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的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而在現今流通的 10 日圓硬幣與 10000 日圓紙鈔背後，更可見鳳凰堂圖案，代表
著此處對大和民族的重要意涵。  
【平等院表參道】宇治川畔的平等院表參道，被日本環境省列為「日本 100 大香氣街道之一」，表參道
上遍布著在室町時代就開始製作和販售宇治茶的老鋪，所有宇治茶相關產品和伴手禮，如抹茶點心、冰
品、甜點蛋糕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其中還有米其林推薦的美食甜點一定要來品嘗。從這裡前往世界遺
產「平等院」、世界遺產「宇治上神社」，探索源氏物語的歷史之旅。 
★特別贈送每人宇治抹茶冰淇淋一支。  
宇治上神社的創建年代不詳，據調查神社的本殿及拜殿大約建造於 1060 年左右，為平安時代後期的建
築，是現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築。宇治上神社與相鄰的宇治神社，自古宇治上神社稱為上社或本宮，宇治



神社為下社，座落在宇治川的東側。宇治上神社雖被列為世界遺產之一，但其規模不大，除了上社與下
社外，著名的有拜殿旁的桐原水，為宇治七名水之一。宇治神社前的宇治川橋樑建築風格獨特，可連接
至另一世界遺產平等院，途中還可經過宇治川中間的公園，風景明媚，讓遊客除了參觀神社外，還可結
合其它行程觀光。  

【免稅店】在此，您可自由選購返台餽贈親友的小禮物。  
【自由活動】前往心齋橋、美國村、道頓堀等，逛街、購物，把握機會搜尋您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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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美國風格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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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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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治風味御膳料理 或 日式風味御膳料理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大阪喜來登都 或 大阪全日空 或 大阪凱悅 或 京阪 UNIVERSAL TOWER 或 THE PARK FRONT HOTEL 或 大阪

帝國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大阪機場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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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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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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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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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7~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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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01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