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2019/3/27    團費：每人/NT35,900 元 

   單人房差：NT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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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歷史古都名景點：神戶港散策～馬賽克廣場、有馬溫泉鄉~足湯體驗、神戶夢風船纜車～布引

香草花園、嵐山渡月橋＆嵐山公園、野宮神社、竹林步道漫走散策、南禪寺、平安神宮&神苑、哲學

之道、京都御苑、東大寺～梅花鹿公園、大阪城公園(※或大阪造幣局)、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

街...等。 

※ 賞櫻名所：【嵐山】、【平安神宮&神苑】、【哲學之道】、【京都御苑】、【東大寺】、【大阪城公園】等。 

※ 前往【京都嵐山】，並安排遊覽竹林步道、野宮神社、渡月橋等漫走路線。 



※ 【平安神宮】後方的神苑在日本也是名聞遐邇，總計種植有 350 株的櫻花樹，滿園的紅艷嬌柔的

紅枝垂依序綻放，美不勝收。連谷崎潤一郎名著「細雪」中，都曾描述到這裡的名櫻勝景。 

 

※ 【哲學之道】昔日哲人沉思的步道，小徑和水渠 500 多株的關雪櫻依然搖曳外，櫻花數下的雪柳

也搶走哲學之櫻不少的風頭，讓哲學之道更加錦繡宜人，被列為『日本一百街道』。 

 

 

※【京都御苑】：京都御苑內的櫻花分佈於京都御所參道旁邊，有白色的吉野櫻，還有一棵樹齡超過百

年的黑松枯木，此棵巨木上寄生著一株山櫻，每年春季時分，可見櫻花綻放在松樹。園區內約有 100

0 株的櫻花，從 3 月下旬起在近衛邸跡約有 60 株、出水小川有南部唯一的枝垂櫻，山櫻和大島櫻陸

續開花。 

 

※ 以成群的梅花鹿聞名的【奈良公園】，有一奈良時代佛教全盛時期的代表作－【東大寺】，建於西元

741 年，據說光是大佛殿的屋頂，就有 11 萬片的瓦，是全世界現存最大的木造建築高 47.5 公尺。 

 



※ 【大阪城公園】園內種植有染井吉野櫻、山櫻、大島櫻等約有 4000 多株櫻花的賞櫻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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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小港 大阪關西 07:00  10:40  

第五天 CI167  大阪關西 高雄小港 12:00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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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小港機場關西機場神戶夢風船纜車~布引香草花園 神戶(纜車往返)

港散策馬賽克廣場神戶  (或大阪)



關西空港：是全球第一座海上機場，以人工島方式建築是日本西方的玄關。可以 24 小時起降之全天

候關西國際機場，建於大阪距離海五公里之海上，由跨海大橋與本州相連。美國土木工程學會選定為

20 世紀全球十大工程之一，利用約 13 座金字塔的土砂量填海，設置了 900 支油壓起重器防斜尖端高

科技，造價 1 兆 4500 億日圓，歷時 8 年始完成整座機場第一階段工程。義大利名設計師 Renzo Piano

巧心地在西歐的理論架構中添加了東洋的柔和感，使整體設計有兼容並蓄的美，符合了「機場是文化

凝聚地」的主題，為世界先進之街機場，令人嘆為觀止。 

【神戶夢風船纜車+布引香草花園】搭乘近 1500 公尺長的夢風船登山纜車，可以呼吸到夾帶花草香

的涼爽空氣，眺望山下的神戶與海景是神戶市區最佳展望地。美麗的布引香草花園，為全日本種類最

多的香草園，約 75000 株、有 150 種西洋香草種植在山坡上或溫室內，花色繁多美不勝收。 

【神戶港】神戶經過 1995 年 1 月 17 日上午 5 時 46 分的一場大地震，整座城市被夷為平地，而總吞

吐量佔全日本第二的神戶港碼頭區，也不能倖免於難。經過多年的積極復興和規劃，神戶港區又恢復

往日雄風與繁華。搖身一變成為具有現代感，且擁有休閒、娛樂、紀念、教育和運輸功能的複合型休

憩中心。 

【摩賽克廣場】是個綜合商場，如其字面含意一樣，設有大型遊覽車和旋轉木馬的摩賽克花園、飲食

店、時裝店和電影院等以馬賽克式樣地組合在一起，開放式的商店街和能遠眺大海的廣場很受人們的

喜愛。在現代化的建築物排列如織的街道上可感受海濱的開放感。 

   

(早餐) XXX   (午餐) 機上精緻餐食+花壽司附飲品(車上享用)    

(晚餐) 神戶港 Fisherman's Market 海鮮自助餐廳或外用-日式和食或涮涮鍋或中華料理或飯店內用 

住宿：Hewitt 甲子園 /或大倉 /或 PORTPIA /或 ANA CROWNE PLAZA /或珍珠城市 /或美麗殿東方 /或神戶 PLAZA /

或 ARISTON 神戶 /或神戶花園城堡 /或神戶 SUAVE ASUTA /或神戶 LUMINOUS /或西神 ORIENTAL /或 AGORA 

REGENCY SAKAI /或大阪新阪急 /或喜來登都 /或同級 

第2天 飯店日本三大名泉~有馬溫泉鄉(賞櫻期約 4 月中上旬)~溫泉古街足湯體驗 

嵐山竹林步道漫走散策~野宮神社~嵐山渡月橋(賞櫻期約3月下旬~4月中上旬)南

禪寺 (賞櫻期約 4 月上旬)大津  (樸素簡約冷調景致的日本美) (或京都、草津、大阪)

【有馬溫泉(賞櫻)】有馬溫泉位在距離神戶約 30 氛車城的山里，是《日本書記》中記載的日本在古老

的幾個溫泉鄉之一，最早的紀錄出現在西元 631 年，舒明天皇在此入湯，歷史可追溯到千百年前。與

草津溫泉、下呂溫泉名列日本三大名泉之一，也是戰國英雄豐臣秀吉最愛的溫泉療養地，歷史味濃厚，

兩旁古剎林立，每年慕名來此泡湯的遊客不知幾凡。 

【嵐山竹林步道】沿著竹林步道欣賞竹林之美，沿路兩旁的竹林高聳，靜幽詩情，閑靜中盡是畫意。 

【野宮神社】原來是被選為伊勢神宮的侍神公主的淨身場所。曾在「源氏物語」中出現的野宮神社，

其精彩之處是黑木牌坊和像地毯一樣的苔蘚。此處的月下老人非常有名。野宮神社寂靜的佇立在竹林

中，是一個充滿雅致氣氛的神社。 

【嵐山渡月橋】是昔日的龜山天皇因為看見明月當空而啟發命名的，橫跨於桂川之上是嵐山最有名的

標誌，站在渡月橋向四周眺望視野極佳，可以看見嵐峽及嵐山公園的迷人景緻、小橋、流水，一片美

麗的世界令人心動，並可以沿著堤岸漫步。 

【南禪寺(賞櫻)】是京都名剎之一，在日本佛教界地位極高，也深具樸素簡約的日本之美，雪白櫻花



配上灰暗調的寺院建築，不添加任何華麗色彩的冷調景致，正是南禪寺的風格所在。櫻花主要分布在

三門、方丈庭園和水路閣一帶，三門完成於 1627 年，顏色古樸規模壯觀的木造建築，登上三門樓頂

可以清楚地眺望京都全景。方丈庭園是一處優雅的枯山水派作品，庭園內白砂象徵海洋岩石和花草象

徵人間天堂。寺境內的水路閣是一座紅磚砌造的拱形橋，這座歐式橋樑是當年建設琵琶湖疏水道通過

南禪寺時所興建的水路閣。如今水路閣週遭已是櫻樹和其他林木遍布的濃蔭密林，成為賞花休憩之

所。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嵐山風味料理或日式和食料理或中華料理    

(晚餐) 日式和食料理或日式燒烤自助餐 

住宿：琵琶湖 HOTEL /或 BOSTON PLAZA 草津琵琶湖 /或大津王子 /或琵琶湖 MARRIOTT /或森林湖渡假飯店 /或新

都 /或新阪急 /或烏丸 /或VESSL五條 /或格蘭王子 /或瑞鳳閣 /或ANA /或京都麗嘉 /或DAIWA ROYNET HOTEL京

都 /或 AGORA REGENCY SAKAI /或大阪新阪急 /或喜來登都 /或蒙特利 /或同級 

 飯店哲學之道第3天 (櫻花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平安神宮(古都著名櫻花街道) (內苑賞櫻，朱紅      

(櫻花期約 3 月下~4 月上旬)京都御苑(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中旬)京都          樓宇櫻雨紛飛) (或大            

          津、草津、大阪) 

【賞櫻百選~哲學之道】被列為『日本一百街道』，因一位名叫西田幾多郎的哲學家經常在此尋思靈感

而得名，小徑和水渠兩旁總共種植有 500 株左右的「關雪櫻」，景致十分美麗，為著名的景觀步道。

雖然來往遊客摩肩擦踵，卻難以令人停下腳步，咀嚼哲人過去享受過的春意，看著枝頭競相綻放的櫻

花，或白或粉紅，櫻枝低垂深入渠岸或水中，優美的姿態，仍不免讓人由衷地發出讚嘆之聲。只有盛

裝和服的舞妓，帶有一絲春臨古都的意境。 

【平安神宮(賞櫻)】為了慶祝日本『桓武天皇』平安朝自奈良遷都至京都奠都 1100 年所興建的神社，

整個格局只有當初設計藍圖的三分之二，但境內的太極殿仍是日本最大的拜殿，而精雕細琢的朱紅色

宮殿建築，華麗而莊嚴的呈現出平安王朝風貌。而神宮後方的神苑在日本也是名聞遐邇，內苑總計種

植有 350 株的櫻花樹，滿園的紅艷嬌柔的紅枝垂，依序綻放，美不勝收。連谷崎潤一郎名著「細雪」

中，都曾描述到這裡的名櫻勝景。 

【京都御苑(賞櫻)】京都御苑內的櫻花分佈於京都御所參道旁邊，有白色的吉野櫻，還有一棵樹齡超

過百年的黑松枯木，此棵巨木上寄生著一株山櫻，每年春季時分，可見櫻花綻放在松樹。園區內約有

1000 棵的櫻花，從 3 月下旬起在近衛邸跡約有 60 棵、出水小川有南部唯一的枝垂櫻，山櫻和大島櫻

陸續開花。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或日式定食或中華料理   

(晚餐) 日式風味涮涮鍋或日式和食料理 



住宿：新都 /或新阪急 /或烏丸 /或 ARISTON 京都 /或 VESSL 五條 /或格蘭王子 /或瑞鳳閣 /或 ANA /或京都麗嘉 /

或 DAIWA ROYNET HOTEL 京都 /或大津王子 /或 BOSTON PLAZA 草津琵琶湖 /或琵琶湖 MARRIOTT /或琵琶湖

HOTEL /或 AGORA REGENCY SAKAI /或大阪新阪急 /或喜來登都 /或蒙特利 /或同級 

第4天 飯店奈良東大寺 ～梅花鹿公園(櫻花百選，賞(世界遺產)(擁有世界最大木造建築物的大佛殿)

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下旬)大阪城公園(櫻花百選，賞櫻期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 )不上天守閣

免稅店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街大阪  (或神戶、京都、奈良)

【東大寺(賞櫻)】是奈良時代佛教全盛時期的代表作，建於西元 741 年，由於位於平城京東方故取名

的【東大寺】，是聖武天皇傾國家之力而建，工期達 30 年，據說光是大佛殿的屋頂，就有 11 萬片的

瓦，大佛殿內所供奉奈良大佛又稱為盧舍那佛，高 15 公尺，法相莊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銅鑄大佛，

此外，大佛殿也是全世界現存最大的木造建築，高 47.5 公尺，大佛殿中有根缺了個小洞的大柱，俗稱

──智慧之河；據說凡是能鑽柱洞者可祈福事業，愛情如願順遂。 

【梅花鹿公園】以成群的梅花鹿聞名的奈良公園，傳說中春日大社的神祇就是乘著鹿降臨於此地的。

綠草如茵，株株櫻花盛開時春天氣息最濃厚。奈良公園包括染井吉野、枝垂櫻等 1700 株左右的櫻花

遍植園內，其中更以八重櫻和九重櫻為主。簇擁的美艷櫻花在古色古香的寺院神舍襯托下，浪漫詩意

更由然而生。此外，園中春日大社飼養了大批梅花鹿群，被日人視為神的化身。 

【大阪城公園(賞櫻)】大阪城由豐臣秀吉於公元 1583 年在石山本願寺遺址上初建，至今已有 400 多

年歷史，為當時日本第一名城，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城堡。大阪城內城中央聳立著大阪城的主體

建築天守閣，巍峨宏偉，鑲銅鍍金，十分壯觀。園內種植了大約 4300 株櫻花，有染井吉野櫻、山櫻、

大島櫻等，為著名的賞櫻名所。 

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街【心齋橋】是大阪最大的購物區，集中了許多精品屋和專賣店，從早到

晚熙熙攘攘，心齋橋是以帶有拱廊設施的心齋橋筋商店街中心發展起來的。這裏大型百貨店、百年老

鋪、各種小店鋪鱗次櫛比。【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一大繁華美食街，日本人常說吃在大阪，

可見這裏的飲食店之多，在此您一定不可錯過大阪著名的各式小吃，如章魚燒、大阪燒、金龍拉麵…

等等!還有成遍的娛樂設施，是最受大阪市民歡迎的地方。道頓堀川的兩岸的室外廣告和霓虹燈一連成

了一片，有些建築物的整個牆面被五光十色的霓虹廣告裝點，每到夜晚燈光裝飾的招牌、霓虹燈光和

道頓堀川水面上的反射光交相輝映，把城市點綴得更加華麗漂亮。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奈良和食料理或日式和食料理   (晚餐)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AGORA REGENCY SAKAI /或 Hewitt 甲子園 /或大阪新阪急 /或蒙特利 /或第一 /或 KKR 大阪 /或大阪 PLAZA 

/或阪神 HOTEL /或千里阪急 /或 DAIWA ROYNET HOTEL 堺東 /或新大阪華盛頓 /或天滿橋 GRAND /或南千里

CRYSTAL /或 ANA /或新大谷 /或喜來登都 /或京都新阪急 /或新都 /或奈良 PLAZA /或同級 

第5天 飯店關西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早班機則由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

次美好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機上精緻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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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本 2007 年 11 月 20 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

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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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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