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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京都、環球影城四日遊 

⟪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ＤＶＤ⟫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購物行程，節省旅遊時程，安排新式遊覽巴士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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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大阪：京阪環球影城塔樓酒店(UNIVERSAL TOWER HOTEL)  或同級 

京阪環球影城塔樓飯店是日本環球影城的官方合作飯店，酒店位於 JR 電車站旁，步行

2 分鐘就可到達環球影城。飯店高 32 層，從 5 層到 30 層為客房，提供適合於您家庭旅

遊的房間，商務旅遊住宿，還可和您的親朋好友一起暢遊環球影城。在您狂歡一天後，

我們飯店的 31 樓有天然溫泉，將身體浸泡在暖暖的溫泉水中，放鬆這一天的疲勞，遠

望美麗的大阪夜景，享受著屬於你的優雅時光。 

    

關西：關空星門飯店 或同級 

Star Gate 飯店關西機場座落於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KIX)，是帶給您歡樂假期與放鬆身

心的完美住宿選擇。這家 5 星級飯店離機場僅有 3.6km 的路程，交通方便。 坐擁良好

的自然環境，比鄰臨空 Pleasure Town Seacle 購物中心, 臨空 PREMIUM OUTLETS 購物

中心, 關西國際機場等景點特色。 

  

    

✽✽若遇特殊假期或滿房時，將安排其他替代飯店✽✽ 

第一天月日‧星期 

高雄→關西機場→⟪約 53 公里、車程 1 小時⟫→大阪～大阪城公園、心齋橋、

道頓堀散策→飯店 

參考航班：虎航航空 IT284 09:00/13:00【每週二、四、日飛】 
行

成

內

容 

【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此城為日本名將『豐臣秀吉』所建造，其雄偉的石牆

砌造佔地約百萬坪，分為本丸、二之丸和城廊之外的三之丸，四周以護城河圍繞，櫻

花盛開時期護城河沿岸櫻花夾道，四周均為綠意盎然的公園綠地，秀麗的庭園和亭

台樓閣、奇花異卉、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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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百【心齋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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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大型百貨店、

年老鋪、各種藥妝小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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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心齋橋、道頓崛~自理 

/住宿飯店：大阪～京阪環球影城塔樓酒店(UNIVERSAL TOWER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月日‧星期 

【全日暢遊～日本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 JAPAN 】～「BANANA 世界最

大小小兵樂園」─好萊塢美夢乘車遊─紐約區(蜘蛛人驚魂歷險記)─侏儸紀

公園─親善村(大白鯊)─舊金山區(浴火赤子情)─好萊塢區(史瑞克/芝麻

街 4-D電影魔術)─史努比攝影室─環球奇境─水世界歡樂暢遊─哈利波特 

行

程

內

容 

【大阪環球影城】以熱門電影為主題、2001 年開幕，匯集許多使用影像、音響等尖

端技術而完成的 18 項娛設施，您可體驗滿載驚慄、感動與興奮的好萊屋電影世界。

如侏儸紀公園乘車探險、3D 影像的電影『魔鬼終結者』的世界、回到未來乘車探險、

電影節目製作參觀、電影舞台道具展示館、MIB 星際戰警、侏儸紀公園乘車探險、

動物演員舞台及浴火赤子情等。 

★世界最大型小小兵園區～【小小兵樂園】於 2017 年 4 月 21 日盛大開幕～～瘋狂!!

騷動!!讓大人小孩都被捲入其中吧!!個性直接(白目)、動作直率(魯莽)、專業幫倒忙、

說著一般人聽不懂的 Banana Language、志向為投靠(幹掉)大反派作一番大壞事的小小

兵們，將在 2017 年的日本環球影城開始搞破壞。他們偷來神偷奶爸格魯的特別座艙，

在格魯住宅兼研究室幫忙(屁)，他們邊旋繞邊暴衝，格魯的家會變成怎樣真令人不敢

想像。 

★【環球奇境】有 28 種最新遊樂設施，除了遊樂器材外、還有人氣商店和美味餐廳

等，歡迎您全家一同來暢遊。“環球奇境”（總面積約 3 萬平方公尺）忠實呈現了

人氣卡通世界。這裡有適合大人和兒童一同遊樂的“飛天史努比”（入口示意圖的

中間）和“艾蒙泡泡遨遊”等，以及僅限兒童乘坐的“艾蒙小兜風”和“芝麻街大

兜風”等娛樂設施。可愛的 Hello Kitty 也開心地歡迎大家的到來。在這裡不分大人

小孩，大家都一起參觀“Hello Kitty 緞帶大收藏”，盡情體驗各式各樣的驚奇。在動

漫園區裡還有更多的運動設施和遊戲區，讓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安全又快樂地玩耍，

備有休閒長椅，讓家長們既安心地能看到小朋友的玩耍，還可以拍照留念喔！ 

各園區內也都設有飲食區，讓您可以安心自費品嚐美式甜品炸蘋果，可愛迷人的杯

形蛋糕、以及餅乾怪獸親手製作的三明治等。別忘了還有販售周邊產品的專賣店，

各位遊客可以盡情享受親子購物的樂趣。在“環球奇境”中，大家一定能夠渡過一

段美好的歡樂時光，製造出最棒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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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亞洲首座「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正式於 2014 年 7 月 15 日在「日本環球影城」開

幕,以壓倒性的規模及對細節的堅持，重現哈利波特故事中的世界之雄偉園區。還有

許多令人興奮的乘坐型遊樂設施、商店、表演秀、季節性活動等等…園區內包含巍

峨聳立於險峻岩山的『霍格華茲城堡』和巫師居住的村落『活米村』。在城堡中可以

體驗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以最新技術 4K 呈現的清晰影像，跟著哈利波特一起翱翔

天空之魔法的冒險體驗。另外在鷹馬的飛行項目中，由海格教導您接近鷹馬的正確

方法後，乘坐鷹馬在海格的小木屋及南瓜田的上空盤旋，欣賞絕佳的景觀。來到魔

法的世界，當然少不了魔法的美食在﹝三根掃帚﹞、﹝豬頭酒吧﹞。不僅有著名的

「奶油啤酒」還有其他英國傳統風味食物大家務必前往品嚐哦。 

此外，在我們體驗了魔法設施和魔法美食之後當然要跟著哈利波特來到魔法商店，

在「奧利凡德的商店」無數個魔杖盒直堆到天花板的店舖中，可親身體驗「魔杖選擇

他們的巫師」的情境。另外霍格華滋魔法與巫術學院的學生們很喜歡的糖果店「蜂

蜜公爵」，色彩繽粉的店舖，陳列著多種獨特的糖果，看來是不可或缺的拌手禮。當

然我們也可以來到衛斯理家的雙胞胎喬治與弗雷經常來訪的「桑科的﹝惡作劇商品

店﹞」，找尋一下獨特的惡作劇商品及整人用品。 

來到魔法園區，大家別忘了來到「貓頭鷹郵局」，寄一張屬於自己來自魔法世界的信

件哦，這裡有許多貓頭鷹的「貓頭鷹屋」比鄰而立，除了販售活米村的郵票及文具

外，更提供為信件蓋上活米村的郵戳並送達的服務。另外也別忘了載著哈利波特入

學的「霍格華茲特快車」，從位在倫敦王十字車站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出發，冒著蒸

氣，剛好抵達活米村車站。在列車旁邊還可看到車掌的身影。請務必跟他打聲招呼，

一起拍張紀念照哦。 

●注意事項： 

★若不去環球影城每大人退 NT:1500 元，(5-未滿 11 歲)小孩每人可退費 NT$1000.- 

★滿2歲-未滿4歲以下之小孩...USJ免票卷可退NT:1000.-【進不進USJ都退NT:1000.-】 

★請最晚於出團一個月前告知，如有贈送快速通關卷者下訂金時就要先告之...不前往

USJ..,否則一律不可退費，敬請見諒。入園費用方式處理...敬請知悉並見諒。 

★特別報告：當日持票進入環球影城之後，不可中途離場後重複入場。 

★日本大阪環球影城之快速通關券如有需要者，須另外自行自費購買。 

★如要加購環球 Express 門票(快速通關券)；因為張數很少建議客人可自行上網預定。

此費用不包含在團體門票內，費用大約為 JPY5500～JPY13000 不等，依日期及票種

不同，費用會有很大變化。 

★日本環球影城各項設施及表演節目、遊行或活動等，依天候、季節性及日期會有

暫停、休止、保養等情形，詳細依日本環球影城官網公告為主。 

★遇園區因故臨時關閉、天災、颱風、地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貴賓無法入園

遊玩時，將採退還。 

★環球影城入園日期會因為住宿順序而調整，無法接受指定，敬請知悉並見諒。★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當遇到日本連休或人潮眾多的日期，環球影城會視當天人潮

流量狀況，實施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入場人數管制，當天請參閱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入口處的說明，當這種情況發生，則需要貴賓們先去抽取整理卷，才能排隊等候入

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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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午餐：園區自理 晚餐：園區自理 

/住宿飯店：大阪～京阪環球影城塔樓酒店(UNIVERSAL TOWER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月日‧星期 

飯店出發→⟪約 67 公里、車程 1.2 小時⟫→京都~清水寺(清水舞台、音羽瀧、

地主神社．世界遺產）～二年坂、三年坂（京味老舖街道）→祇園‧花見小

路→⟪約 12 公里、車程 40 分鐘⟫→京都散策定番路線〈嵐山渡月橋〉、嵯峨

野竹林小徑散策〈野宮神社〉→⟪約 14 公里、車程 50 分鐘⟫→伏見稻荷大社

→⟪約 89 公里、車程 1.3 小時⟫→飯店 

行       

程         

內

容 

【清水寺及二年坂、三年坂】世界文化遺產之木造千年古寺，參觀寺內最著名的國

寶「清水舞台」，建造在斷涯之上，是由 139 根立柱支撐架構而成，沒有動用任何一

根釘子，站在清水舞台，可以感受無比的震撼，清水寺的名稱則源於「音羽瀧」，據

說飲其水可治百病；供奉月下老人的「地主神社」，戀愛占卜聞名全國，想要祈求良

緣的人可別忘了試試姻緣石，據說只要閉著眼睛從石塊的一方筆直走到另一邊摸到

石塊，姻緣就會來臨。而位於清水寺前的二年坂、三年坂街道保留著古街的風貌，延

路佈滿風情殊異的陶藝館、古董店、茶館等，邊走邊閒逛此街道，既可購物、小憩、

品茗，還有很多賣著仙貝、清水燒、抹茶冰淇淋的小店等，除了熱情殷切免費試吃令

人印象深刻外，偶而還會看到打扮成藝妓的女子穿梭其間哦。 

【祇園•花見小路】祇園是京都繁華區的代表地段，以觀賞舞妓或藝妓舞藝的「花

街」聞名。「祇園」位於八坂神社前，以四條通為主要街道，自鴨川開始到東大路通

及八坂神社，沿路可見御茶屋、日本料理店及酒吧，也有著名歌舞伎劇場「南座」。

走在兩側裝設格子戶的古老木造建築巷道中，可體驗到古都昔時的風雅情調，花見

小路通街道是體驗京都古代文化精華的必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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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嵯峨野竹林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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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見稻荷神社】據史書記載建於和同 4(公元 711)年，是日本全國各地四萬所稻荷

神社的總社。稻荷神社主要是日本人信奉的保佑商業繁榮昌盛、五谷豐收之神的所

在地。伏見稻荷大社位於稻荷山，由樓門、本殿、千本鳥居等構成，綠樹掩映深處，

一條看似隧道、由千座朱紅色鳥居構成的神祕通道最讓人印象深刻，直通稻荷山山

頂，是京都獨特風景的代表之一。每年舉行歲旦祭、稻荷祭、節分祭、田植祭等多種

祭祀活動。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香菇豬肉火鍋 晚餐：日式燒肉自助餐＋飲料 

/住宿飯店：關空星門飯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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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月日‧星期 

飯店出發→關西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虎航航空 IT285 11:15/13:40【每週二、四、日飛】 
行       

程         

內

容 

享用飯店和洋式自助早餐，休息片刻整理行裝，專車接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乘

客機返回台灣，結束這次愉快的日本之行，留下歡樂愉悅旅遊的心情！！！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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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台灣虎航之注意事項 .★ 

1.每位旅客含有 20 公斤托運行李 + 10 公斤隨身行李(註 1) 

註 1:每位乘客皆可攜帶 1件手提行李，三邊尺寸小於 54cm x 38cm x 23cm (上述尺寸

包含輪子及手把等外部突出物)與 1件個人隨身物品，如：手提包、電腦或免稅商品等，

共計 2件，總重量不得超過 10公斤。惟自 2018年 10月 28日起出發的旅客，將於登機

口接受檢查，若手提行李超過上述限額，且未於機場報到櫃台進行託運者，需於登機口

支付登機門託運行李費用，每件收取新台幣 NT$1,000元整。 

2.機票費用含機上餐食費用 

3.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更改日期，無退票價值，亦不可改名或換人  

4.請旅客務必提供正確護照拼音、效期、號碼、性別、出生年月日及其中一位旅客的聯

絡電話若提供錯誤資料造成費用產生需自行負擔 

5.旅客需於起飛前 2.5小時至地面代理航空櫃台辦理報到手續，地面代理櫃台會於起飛

前 1小時關櫃，不受理報到，敬請留意機場報到時間 

6.台灣虎航通知若非人為因素，例如：颱風、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因而航班時間變動

或取消，台灣虎航不承擔賠償旅客損失責任遇此狀況，台灣虎航將協助旅客更改航次，

以利行程順暢。台灣虎航保留航班時間調整及辯更之權利 

7.台灣虎航公告：因飛行安全考量及法規限制，台灣虎航規範每航班嬰兒人數上限為 10

名。 

如欲攜帶 2歲以下嬰兒同行〔以參加之行程返國日計算〕，煩請提供嬰兒及同行者名單，

待服務人員與台灣虎航回覆   

訂 OK 後，方完成訂位。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敬請留

意。 

 【行李加購】： 

＊單程加價行李：5公斤每人 NTD$ 200 元；10公斤每人 NTD$ 500 元；15公斤每人

NTD$ 800 元；20公斤每人 NTD$ 1,150 元。 

￭台灣虎航自 2018年 10月 28日起將取消預購 50-80公斤的大額度行李託運服務，每位

旅客的最高預購行李託運上限為 40公斤， 

每公斤的超重行李費率，將由現行的每公斤新台幣 700元調降至每公斤新台幣 500元。 

*以上費用說明若有異動，將依航空公司最新公佈消息為準* 

*請於開票前告知，恕不接受開完票再告知，逾時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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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8 年 09 月 19、26 日，10 月 03、17、24、31 日，11 月 07、21、28 日 

◎每人費用：26,500 元、現金優惠價：25,9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 元日 

◎每團報名人數未超過 25 人以上，安排 33 座的中型巴士，不補車資差價。 

★費用包含： 

1.高雄機場→琉球機場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全程住宿飯店二人一室，共三晚。  

3.3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4.行程表中所列門票。 

5.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250 元*4 天=合計 1,000 元。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 NT$：1,400 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3.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請補

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8,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不

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6.初次辦理護照者請申請者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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