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SA049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大阪、京都、奈良古都五日遊 
《全程無自理餐、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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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遇特殊假期或滿房時，將安排其他替代飯店✽✽ 

琵琶湖：皇家橡樹 spa 花園酒店(Royal Oak HOTEL 俱樂部飯店) 

為您的每一次到來提供多種選擇。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開始變得多樣，

當下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休息方式。皇家橡樹酒店希望能為到訪的每一位客人

提供專屬的空間，滿足個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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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大阪新町西心齋橋易茨飯店 (hotel it. Osaka Shinmachi Nishishinsaibashi) 

Hotel it. osaka shinmachi，包括房內免費 Wi-Fi, 24 小時前台服務, 可寄放行李, 公共區域

Wi-Fi, 家庭房。共有 160 間房間可供客人選擇，全部都給人安靜典雅的感覺。 除此之

外，住宿的各種娛樂設施一定會讓您在留宿期間享受更多樂趣。 不管您是來大阪出差

還是旅行，hotel it. osaka shinmachi 都能讓您在留宿期間擁有一段難忘的回憶。 

    

▲旅遊參考地圖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SA049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第一天  

高雄→關西機場→《約 79公里，車程 1 小時 20分鐘》→奈良鹿公園‧東大

寺、二月堂(擁有世界最大木造建築物的大佛殿，氣派非凡壯觀)→《約 56

公里，車程 1小時》→大津～琵琶湖飯店 

參考航班：中華航空 CI166 07：00/11：00【每天飛】 

行       

程         

內

容 

【梅花鹿公園】奈良公園除了大片綠地之外，最有名的象徵物是成群的鹿有 1200 頭。

傳說中，春日大社的神祗，就是乘著鹿降臨此地的。 

【奈良東大寺、二月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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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世界現存最大的木造建築高 47.5

公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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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在堂宇間的紅葉、長綠樹相互輝映下，更顯鮮豔。

一九九八年作為「古奈良的歷史遺跡」之組成部份，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東大寺院內還有南大門、二月堂、三月堂、正倉院等。二月堂能夠俯視大佛殿和眺

望奈良市區。 

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機場精緻日式套餐 晚餐：和洋式自助餐 

/住宿飯店：皇家橡樹 spa 花園酒店(Royal Oak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出發→《約 21 公里，車程時 30 分》→世界文化遺產～宇治平等院→

《約 30 公里，車程 1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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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公里，行車時間 1.5 小時》→伏見稻

荷大社→琵琶湖飯店 

行       

程         

內

容 

【平等院】平等院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院內主要建築有阿彌陀堂，又稱鳳凰堂，

鳳凰堂內部有人數限制，您可自費入內參觀。堂內有尊國寶阿彌陀如來坐像，是藤

原文化的代表之作。2001 年 3 月新開設的博物館「鳳翔館」，鳳翔館展示著名國寶。

平等院還被用來作為日本 10 圓硬幣的圖案。(「平等院」，不僅為世界遺產，同時

也是賞紫藤花名所，境內的紫藤花已有 280 年樹齡，比鄰觀音堂的藤棚在花季來臨

時，為古樸莊嚴的平等院增添羅曼蒂克風情，許多遊客也喜歡在花季時來此，拍下

在紫色花海點綴下的平等院鳳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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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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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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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山湯豆腐定食  

晚餐：日式燒肉料理無限供應+軟性飲料暢飲 

/住宿飯店：皇家橡樹 spa 花園酒店(Royal Oak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出發→《約 21公里，車程 5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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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公里，行車時間 1小時)→心齋橋、道頓堀→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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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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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老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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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本相撲雞肉火鍋 晚餐：一蘭拉麵 

/住宿飯店：大阪新町西心齋橋易茨飯店 (hotel it. Osaka Shinmachi Nishishinsaibashi)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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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飯店出發→大阪市區觀光～大阪今昔的生活館、日本第一長的商店街～天神

橋筋商店街、（大阪～阿倍野天王寺區、新世界商圈、大阪浪速的象徵地標

塔～通天閣展望台） 

行

程

內

容 

【大阪今昔的生活館】是首個以「生活的歷史和文化」為主題的專門博物館。其中

最為特別的就是館內 9 樓依實物原有大小復原了江戶時代天保初年（1830 年代前

半）的大阪老街。一踏進展館就仿如回到 180 多年前的繁忙街道，兩旁展示了各種

特色商店，包括江戶特有的版畫店、玩具店等等。另外，現代有化妝品店售賣各種

打扮用品，而江戶時期也有「小間物屋」販賣口紅、髮油和梳子等用品，老街的另

一邊就是販賣精美和服的「吳服店」，旁邊則是販售由進口中國和韓國的奢侈品的

「唐物屋」，走到盡頭就是售賣聲稱由荷蘭進口的合成藥的「合藥屋」。街角的「風

呂屋」除了展出當時的泡澡文化外，還會播映講述江戶居民生活故事的影片，以生

動的方式講述江戶年代歷史。 

【天神橋筋商店街】以天神橋為起點，北邊延伸至天神橋筋七丁目，全長約 2.6 公

里，被譽為日本最長的商店街，入口處上方裝飾著迎客的偶人，一進入拱廊，就看

到鱗次節比的老式大眾食堂、家常菜館、代代為鐵匠的刀具店、創業於明治元年的

茶葉鋪、豆腐店、油炸土豆肉餅店、陶器店、和服店等待，大約不下 600 家店舖。  

最先開始繁盛起來是在江戶時代，二丁目的「大阪天滿宮」祭祀著學問之神菅原道

真，此地就在天滿宮的眼前，再現了從江戶時代起經歷明治、大正、昭和時代，本

地街景的變化。每年 7 月 24、25 日舉辦「天神祭」時，當地的神輿遊行至此，還有

擺攤的和耍藝的，充滿著朝氣。 

【阿倍野天王寺區】大阪地歷史悠久的舊區，擁有 1400 多年名寺古刹～天王寺，寺

院後方有個佔地頗大的日式庭園，園內有本坊方丈、臨池亭、松庵和西式的八角亭，

這裡是一處環境非常幽靜充滿禪意的庭園，另在此區有大型購物中心天王寺 MIO，

天王寺 MIO 分為本館跟 Plaza 館，Plaza 館比較多獨立小店，包括特色時裝店、精品

店或化妝品店等，這邊的品牌比較年輕，價錢也比較親民。本館就較多著名品牌，

例如 Anna Sui 或名牌包 Samantha Thavasa 等，時裝品牌的定向比較成熟，適合粉領

族或想突顯成熟氣質的女性。日系雜貨的愛好者到此也一定不會失望，館內有無印

良品、Afternoon Tea 和 3 COINS 等日系生活雜貨店，而 Rilakkuma（拉拉熊／鬆弛

熊）的粉絲就更不能錯過這個購物中心，因為中心內不只有以 Rilakkuma 為主題的

餐廳，更有周邊商品專賣店，Rilakkuma 粉絲們來到一定會相當盡興！ 

【新世界商業區】這是一座歷史可追溯到 1912 年的古老娛樂區域，位於天王寺動

物園西側，是與眾不同的老街區，它有最具大阪風情的地標場景，亦有充滿濃濃的

下町風情。新世界可劃分兩個大區，北區是模仿法國巴黎而建，南區則是模仿美國

紐約的康尼島，在新世界娛樂區裡有一座地標建築，它的歷史可追溯到 1912 年，這

座高約 103 公尺的寶塔，曾重建於 1969 年，它曾是新社區一切新事物和使人們振奮

的象徵，曾在 1903 年舉辦國際博覽會，而這裡隨著也有許多戲院、餐廳、商店等的

設立，成為大眾留連的繁華社區，但其原有的舊建築却保留住昭和時代的風情。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SA049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行

程

內

容 

【通天閣展望台】通天閣是大阪市區最著極受歡迎的地標之一。原來的通天閣在戰

火中慘遭祝融燒毀，在 1956 年以八面的景觀建築完工以來，吸引著來自全球各地的

遊客前來目睹其風采。每晚時分會點亮絢爛的 LED 照明，通天閣在此時尤其迷人。

這座塔的燈光會隨著當下的季節和天氣改變，絕不會維持相同狀態太久。在通天閣

5 樓的展望台可欣賞到絕美的市區全景，是結束一天大阪觀光行程的完美句點。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自理～發現金券￥1000 晚餐：日式壽喜燒 

/住宿飯店：大阪新町西心齋橋易茨飯店 (hotel it. Osaka Shinmachi Nishishinsaibashi) 

或同級 

第五天   

飯店 09：00 出發→大阪~黑門市場、大阪城公園+天守閣→《約 56 公里，車

程 1小時》→臨空城購物中心 OUTLET→關西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中華航空 CI177 20：05/22：50【每周 2、3、4、5、6、日

飛】 

行

程

內

容 

【大阪城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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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門市場】大阪首屈一指的街頭小吃市場「黑門市場」販售新鮮蔬菜、海鮮和異

國肉品，可讓您帶回家享用。品嚐能讓任何美食家滿意的精緻產品。這個古老的市

場可追溯到日本的明治時代，黑門市場的地下通道長度將近 600 公尺，擁有大約 

170 間商家，市場的許多顧客都是廚師，大阪最珍貴、最新鮮且高品質的食材，都

在海鮮攤位在此可品嚐到新鮮的生魚片、大牡蠣、烤扇貝和螃蟹漢堡，增添此行的

美食之旅。 

【DESIGUAL OUTLET RINKU】位於關西機場對岸，交通非常便利，購物中心建築

充滿了歷史悠久的美國港口城市查爾斯頓（Charleston）之影子，集合總多世界品牌

的服飾店，大型暢貨中心。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自理～發現金券￥1000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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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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SA049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出發日期：109 年 01 月 13 日，星期一 

每人費用：37,500 元，現金優惠價 36,800 元 

※報名訂金每人 10,000 元 

※若本次組團人數不足25人時，全程則安排中型巴士搭乘。 

▲費用包含：  

1.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三百萬旅遊責任險、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3.膳食：早餐四餐、午餐四餐、晚餐四餐。 

4.全程飯店安排二人一室住宿。 

5.行程表中所列門票 

6.全程司機、導遊隨團服務費，每日NT:250*5天=1,250元。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NT$：1400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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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期效未滿六個月，請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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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十四歲請附身分證正本。 

6.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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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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