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關西】米其林必訪‧奇幻環球‧京阪神
暢遊 5 日
清水寺、伏見稻荷大社、神戶港
【行程特色】
 精采行程 帶您體驗────
7/15～全亞洲 NO.1

日本環球影城要你置身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延續你的魔法夢，把哈利波特的世界真實呈現，重溫電影中那些夢幻場景！
走進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超真實的「霍格華茲」城堡，走進去你可以看到蠟燭飄
在半空、還可以跟交誼廳有點聒噪的畫像 Say Hi！讓麻瓜們陷入瘋狂的「活米村」，
魔法界各種”魔物”怎容錯過！首先到「奧利凡德的商店」選擇適合自己的魔杖是
件重要的事！「蜂蜜公爵」糖果店販售著” 帕蒂全口味豆”、””巧克力蛙；肚子
餓了，走一趟散發著英國傳統風味炸魚薯條及牧羊人派陣陣香氣的老字號酒館
「三根掃帚」，「豬頭酒吧」順手來一杯” 奶油啤酒”，絕妙好滋味，等您來品
味！

 特別安排────
 千年古都京都．漫步紅色隧道～千鳥居
 拜訪千年古都『清水寺』～感受京都禪意
 絢麗神戶～歐風小旅行
 暢遊日本環球影城 USJ

 大阪環球影城電影主題樂園：
來自好萊塢電影的世界最 HIGH 的電影主體樂園-日本環球影城。生動地再現大銀
幕驚心動魄的娛樂設施, 人氣卡通人物親密接觸, 令人心潮澎湃的好萊塢表演娛

樂 節目等。大手牽小手，奔向充滿歡樂與夢想、多采多姿的夢幻玩樂世界！
最新開幕的園區”環球奇境”，分為史努比電影工作室、Hello Kitty 時尚大道與芝
麻街歡樂世界 3 區。

 2018 年 3 月 16 日起

全面解禁！～魔法迎面而來！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帶您迎向嶄新次元的刺激冒險!
日本環球影城即將推出全球第 2 座、全亞洲首座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預計在
2014 年下半年開幕，這對於大阪環球影城來說也是一大突破。日本環球影城將
忠實呈現原著小說以及華納兄弟拍攝的《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中所描繪的魔法世
界。日本環球影城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公園是日本環球影城與《哈利波特》
系列電影製作與發行方華納兄弟以及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在全球各地
的主題公園、飯店和度假區的公司共同協力製作，即將在日本登場的主題公園將
更勝於奧蘭多環球影城中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公園，將帶給您更強烈、壯闊
的印象。

 2018 環球影城遊樂設施維修時間
■2018 年 01 月 09 日 ~ 2019 年 01 月 17 日：太空幻想列車
■2018 年 03 月 15 日 ~ 2018 年 09 月 30 日：芝麻街 4-D 電影魔術™
■2018 年 03 月 15 日 ~ 2018 年 09 月 30 日：史瑞克 4-D 歷險記™
■2018 年 08 月 31 日 ~ 2018 年 11 月 04 日：浴火赤子情™
(※演出日期或活動請入園後確認 [

日本環球影城官網

]節目表

)

 於 2009 年 3 月發行「Le Guide Vert」旅遊指南日本篇『米其林．綠色響導．
日本』，將日本全國多處景點列入評鑑，其中約有 100 處被評鑑為三顆星【值
得專程前往遊訪】的主要觀光景點地。
 造訪關西地區最有名的世界遺産與米其林三星景點－京都清水寺
＊【清水寺】：清水舞台在大廳前方唯一未用一釘，靠著 139 根木柱綜橫交錯取
得支撐力，大殿所供俸面十面千手觀音平常無法見到，33 年才公開一次。據說舉
凡從舞台及姻緣石走過一遭者，除可健康長壽外更可締結良緣。
 遊覽日本關西地區，內容豐富且具休閒性質，不論初訪或重遊均為首選。
 全程包含 4 次早餐於飯店及旅館內享用，2 次午餐設定，變化的美食與精緻
用餐環境，讓您色、香、味俱全
 重點旅遊景點：好萊塢電影主題樂園～環球影城 USJ、欣賞日本三大夜景的
神戶港灣絢麗夜景、世界遺產的米其林三星地‧京都清水寺與藝伎回憶錄拍
攝場景‧嵐山竹林步道、日本三大名城‧大阪城公園

 包含新光【或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5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部份意
外醫療險。
 全程住宿二人一室，舒適、寧靜、品質有保證，不必擔心與其它團員共住的
麻煩與尷尬。
 遊覽行程全部採用日本政府合法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桃

園

大

阪

長榮航空

BR180

17:30

21:10

第 5 天

大

阪

桃

園

長榮航空

BR179

22:10

00:10

Day01

桃園→大阪‧關西海上空港（二十一世紀建築奇蹟）→飯店 【本
行程使用參考航班如下，正確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本行程使用參考航班如下，正確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長榮航空

BR132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08:30 12:10

長榮航空

BR178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06:30 10:10

長榮航空

BR130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13:55 17:15

長榮航空

BR180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17:30 21:10

中華航空

CI156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08:30 12:00

中華航空

CI152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09:10 12:50

中華航空

CI172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14:20 17:50

日本航空

JL814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08:40 12:25

日本航空

JL816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12:15 16:00

今日帶著一顆興奮的心，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商業城
－「大阪」
，抵達關西海上空港後，在導遊的帶領下順序出關。→出關後，首先帶您前
往飯店，充分休息，展開明天精彩的行程。

【特別報告】
●如逢京都飯店旺季滿房或逢週六.日第一天改為住宿大阪或奈良地區，自由夜訪『京
都』隨之調整為自由夜訪『大阪』或『奈良』，敬請了解。
●如逢早班機起飛時行程順序將隨之調整為倒走，敬請了解。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住宿

大阪 PLAZA╱ 蒙特利 ╱ 江阪東急
REI ╱甲子園 NOVOTEL ╱FP╱大阪
華盛頓 ╱ 新阪急 ╱ Best Western
╱GREEN PLAZA ╱ 麗嘉皇家╱ 京
飛機上精緻套餐+花壽司附茶飲或日式
阪 TOWER ╱ CITY ╱ 環球影城
拉麵
PORT ╱神戶 PORTOPIA ╱ 大倉
╱甲子園 HEWITT ╱或 奈良 或 同等
級

Day02

嵐山渡月橋《藝伎回憶錄》之竹林步道‧源氏物語之宮野宮神社
→拜訪千年古都『清水寺』～感受京都禪意→《藝伎回憶錄》伏
見稻荷大社（千鳥居紅色隧道）

【嵐山渡月橋】
此處是日本平安時代起王公貴族最愛的地方，其四季之春櫻、夏綠、秋楓、冬雪皆有
不同的景緻，欣賞彷若人間仙境的美景。古老純樸渡月橋下的桂川波光粼粼、水島點
綴其間，也因此讓遊客們絡繹不絕。靜謐透露出禪意的竹林小徑，儘情享受芬多精的
洗滌，綠林中透露著清新的氣息，
【野宮神社】就正巧座落於其中，是求姻緣、學業相
當靈驗的神社，以日本最古老樣式的黑木鳥居與小柴牆傳達平安時代的風情。傳說一
邊摸著社中御龜石，一邊誠心許願，願望將在一年以内實現哦！
【清水寺】
建於懸崖上的木造千年古寺【清水寺】
，以清水舞台及求姻緣著名，所有建築物都要求
與自然協調，為棟樑結構式寺院，各式風雅殿堂美輪美奐。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構
巧妙，未用一根釘子。寺中六層炬木築成的木台為日本所罕見。其中由 139 根高數十
公尺長的大圓木支撐、建築於峭壁上伸展而出的清水舞台更聞名於全日本，由此俯視
京都全景更是絕美無比。站在院內眺望從樹林中升起的清水舞台、或站在清水舞台下
方、或從茂密的枝葉中仰望斷崖上的清水舞台，各個角度都讓人嘆為觀止。據說舉凡
從舞台及姻緣石走過一遭者，除可健康長壽外更可締結良緣。
【二寧坂、產寧坂】
是由清水坂分出的京都町家風情石疊步道，販賣有各種和菓子、雜貨及藝術品等，令
人流連忘返，兩旁的懷古商店更可參觀採購。
【伏見稻荷神社】
知名電影《藝伎回憶錄》的拍攝場景【伏見稻荷神社】 ，創建自奈良時代，是日本全
國各地四萬所稻荷神社的總社。稻荷神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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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嵐山湯豆腐定食 或 京風蒸籠料
理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京都 蒙特利╱東急 ╱EL╱VESSEL╱ 國際
╱ 麗嘉皇家 ╱ 大津王子 ╱OAK╱ 大阪
PLAZA╱奈良 ROYAL╱奈良 PLAZA╱奈良
日航╱ 或 大阪 或 兵庫 或 奈良 藤田
同等級

Day03

神戶→舞子海上玻璃步道體驗‧乘電梯登上迴遊展望台～眺望明
石大橋‧世界最長海上吊橋→歐風小旅行～北野異人館街漫步→
欣賞日本三大夜景～神戶港絢麗百萬夜景

【舞子海上遊步道】
明石大橋下方的
【舞子海上遊步道】
，約 150 公尺長，站在橋的主塔離海面 297 公尺高，
踏在玻璃的腳下即是海，絕對讓您驚嘆不已喔！
眺望世界上最長的海上吊橋【明石跨海大橋】
，全長 3910 公尺；聯絡淡路島與神戶市，
觀看交錯來往之船隻，仿若置身於鐵達尼號船艦一樣。
【北野異人館】
具有歐洲風味的建築及街道，建築有著優美地雕飾與曲線，這裡的街道相當時髦而漂
亮，此區在過去曾是外國人所居住的地區，路旁林立的咖啡座在不經意之間，也形成
了一份獨特的異國情調。
【摩賽克廣場】
地處神戶港的【摩賽克廣場】
，位於臨海樂園的海邊，位置絕佳的戶外購物商場，彙集
了時尚服飾、美食名產、雜貨小物和娛樂消遣等 90 多家商店。馬路這一邊圍繞著植物，
流水穿過小橋，面海那一側有大片的露台，視野也因三面環海所以景觀絕佳！號稱為
神戶的台場，是神戶著名約會聖地。夜晚如時間允許，您可自由自費搭乘大觀覽車從
空中欣賞被燈飾點綴的神戶市區和瀨戶內海的夜景，是很受歡迎的景點。
【特別報告】
●如逢舞子海上玻璃遊步道休館日（春夏季 4～9 月 無休 /秋冬季 10～3 月每月的第 2
週星期一休館（逢國定假日改為翌日） / 年末 12/29～12/31 休館），將調整前往參
觀橋的科學館或舊木下家住宅。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日式燒肉無限享用或和風精緻料理或
和洋百匯自助式料理

飯店內總匯自助料理 或 神戶百萬夜
晚餐 景豪華自助餐 或 和風居酒屋體驗
或 日式套餐 或 神戶和牛精緻料理

住宿
神戶 PORTOPIA╱ 大倉 ╱ 甲子園
HEWITT╱ CROWN PLAZA ╱ 喜來
登╱美麗殿╱蒙特利╱ 或同等級

Day04

＊＊全日日本環球影城：好萊塢電影世界主題樂園～ 停留最久讓
您玩的更盡興＊＊（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小小兵、蜘蛛人歷險、
侏儸紀公園、大白鯊、回到未來～水世界、魔鬼終結者、好萊塢
美夢乘車遊）【園區內提供一票到底、無限暢遊】

早餐後，由導遊帶領前往超大型主題樂園【日本環球影城】於 2001 年 03 月 31 日開
幕（包含一票到底入場券，所有遊樂設施，不必再付任何費用）
：將大阪灣演變成目前
日本最熱門的觀光景點遊樂區，以好萊塢引以為傲的熱門電影營造出美國式氣氛，匯
集許多影像、音響等尖端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處處充滿無數驚慄刺激、感動與興奮。
各具特色的 9 大主題區域，加上以電影和漫畫為主題的 22 項遊樂設施與表演。各式各
樣的街道風景與五花八門的卡通人物，充滿了驚喜和歡樂的街頭表演；還有更多只在
這裡才玩得到的遊樂設施，保證令您大呼過癮。從孩童至大人，主題樂園洋溢著讓您
體驗到神奇又令人感動的夢！
 7/15～全亞洲 NO.1 日本環球影城要你置身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巍峨聳立於險峻岩山的《霍格華茲城堡》與巫師群聚的《活米
村》兩大區域。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跟著哈利一起翱翔天際、魔法冒險，絕無僅有的奇幻體驗！
 鷹馬的飛行：闔家同樂的雲霄飛車型遊樂設施，由海格教導您接近魔法生物鷹馬的
正確方法後，乘坐鷹馬，在南瓜田的上空盤旋，俯看海格的小木屋，讓鷹馬帶您從
天空欣賞這個魔法世界的絕佳景緻！
 有什麼好吃的：
 三根掃帚：走一趟活米村老字號酒館，是品味英國傳統風味炸魚薯條及牧羊人派等
美味的好地方
 豬頭酒吧：到散發著詭異氛圍的喝一杯吧！魔法界各種特釀種類豐富，當然要分享
一下在魔法世界裡人氣冠軍、不含酒精的奶油啤酒開箱文，讓還沒到過哈利波特魔
法世界的麻瓜們想像一下它的絕妙好滋味！
 有什麼紀念品好買的：
 奧利凡德的商店：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裡，魔杖選擇它們的巫師是件重要的事！
備有哈利波特電影中各個角色的魔杖，在這裡您可以在充滿驚喜的挑選過程中，買
到屬於自己的魔杖。

 蜂蜜公爵糖果店：陳列著多種色彩繽紛的糖果，深受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院學生
們喜愛，何不嘗試一下：帕蒂全口味豆、巧克力蛙等故事中特殊的糖果口味！
 桑科的惡作劇商品店：衛斯理家雙胞胎喬治與弗雷的愛店，偷聽別人對話的伸縮耳、
各種惡作劇商品擁擠地陳列在店舖中，任您挑選！
 霍格華茲特快車：搭乘從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出發前往活米村車站時，若在列車旁看
到車掌身影，請務必跟他打聲招呼拍張紀念照！
 貓頭鷹郵局：到貓頭鷹郵局寄信問候親友，將為您蓋上活米村郵戳，並提供由魔法
世界送達人間的服務。

【最新開幕的嶄新園區：”環球奇境”，有超人氣的卡通人物、多彩多姿的夢幻世界與
28 種最新遊樂設施。主要分為史努比電影工作室、Hello Kitty 時尚大道與芝麻街歡樂
世界 3 區，還有商品專賣店與美味飲食區。】
經典電影的娛樂設施：『太空幻想列車、好萊塢美夢、蜘蛛人驚魂歷險、侏儸紀公園、
大白鯊、回到未來』
、刺激的動畫演出：『水世界、魔鬼終結者 2：3-D、浴火赤子情、
卡通饗宴、史瑞克 4-D 歷險記、芝麻街 4-D 電影魔術』
；盛大精采的環球怪物搖滾表演
秀，以及魔幻星光大遊行：以芝麻街 Elmo、史努比和 Kitty 貓等光彩奪目的巨大花車
開啟魔幻故事的序幕，童話世界主題樂園的夜晚突然變成閃閃發光的世界。各種顔色
的光一頁一頁翻開想像、冒險和浪漫的童話書，映入眼簾的全是永遠不會消逝的夢幻。

【特別報告】
●如逢住宿大阪市區由導遊帶領貴賓體驗便捷交通工具～電車前往影城；如住宿園區內
飯店時則為步行前往暢遊樂園，敬請了解。
●環球影城入園日可能依飯店住宿順序而調整，恕無法接受指定，敬請諒解。
●環球影城於特定期間會舉辦特別活動，只是這些特別活動不屬於環球影城的既存娛樂
設施範疇，如欲參觀此等特別活動之時，除原本的入場劵外將另行酌付現金，收費標
準以官方所公佈之訊息為準，敬請了解。
※※演出日期或各節目內容、時間隨季節變更請入園後確認 [ 日本環球影城官網 ]節
目表 ※※https://www.usj.co.jp/

【特別報告】

●環球影城再入場（重複入場）制度變更通知～持票進入影城後，不可中途離場後重複
入場。
●本日如選擇不前往環球影城遊玩，12 歲以上大人退費 NT$ 1,500.-、4~11 歲退費 NT$
1,000.-、未滿 4 歲免門票不退費。
●本日如選擇不前往環球影城遊玩，請於出團 7 個工作天前告知，以便減價，發券後一
律不可退票，謝謝！
●關於遊樂設施限制，為了安全起見，部分遊樂設施無法使用，而對於需要輔助的遊客，
必須在同伴者的陪同下方可使用。關於注意事項和使用標準的詳情，請向各遊樂設施
的

服

務

人

員

洽

詢

。

[

USJ

遊

樂

設

施

限

制 ]https://www.usj.co.jp/tw/attractionguide/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方便遊園∼敬請自理
方便遊園∼敬請自理

晚餐

Day05

住宿
大阪 PLAZA╱ 蒙特利 ╱ 江阪東急 REI
╱甲子園 NOVOTEL ╱FP╱大阪華盛頓
╱ 新阪急 ╱ Best Western ╱GREEN
PLAZA ╱ 麗嘉皇家╱ 京阪 TOWER ╱
CITY ╱ 環球影城 PORT ╱神戶
PORTOPIA ╱ 大倉 ╱甲子園 HEWITT
╱或 奈良 或 同等級

大阪→『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大阪城公園‧雄偉建築（不上天守
閣） →免稅店→大阪流行指標區域：心齋橋、道頓堀、御堂筋、
美國村→大阪‧關西海上空港／桃園

早餐後，整理行裝。
【大阪城公園】
與名古屋城、熊本城齊名的三大名城之一【大阪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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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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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免稅店】
店內琳瑯滿目的各式各樣的禮品，讓您有充份地選擇贈送親朋好友的禮物，當然您也
可以為您自己選購適合的禮品喔！

【心齋橋、道頓崛、御堂筋(香榭大道)、歐洲村、美國村】
大阪最具流行指標的購物區【心齋橋、道頓崛、御堂筋(香榭大道)、歐洲村、美國村】
感受大阪城市的青春、鮮明、閃亮的氣息與活力。洋溢著美式豪邁風格的美國村，新
奇古怪、色彩大膽突出裝扮的新新人類隨處可見。散發著優雅歐式情懷的歐洲村，古
典的建築加上時髦的街燈、應時花卉，將此地點綴得高雅迷人。
→專車前往『關西海上機場』
，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台北，結束此次在日本愉
快難忘的 5 日遊。

∼ SWEET HOME ∼

【特別報告】●如遇晚班機，全日自由活動，午餐敬請自理。

【特別報告】
★逢晚班機(BR129/179; CI173) 如時間許可，加贈 OUTLET‧自由逛街購物。(日本時
間 18:00 之後起飛之航班)
【本行程使用參考航班如下，正確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長榮航空

BR131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3:10 15:05

長榮航空

BR177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1:00 13:05

長榮航空

BR129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8:35 20:30

長榮航空

BR179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2210 0010+1

中華航空

CI157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3:10 15:00

中華航空

CI153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4:00 16:00

中華航空

CI173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9:00 21:10

日本航空

JL813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09:10 11:05

日本航空

JL815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19:35 21:35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或飛機
上精緻套餐

甜蜜溫暖的家 或 飛機上
晚餐
精緻套餐

住宿

甜蜜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9/1、9/8、9/15、9/22、9/29

團體優惠價 $29,900 元

訂金:5,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
費用包含

旅遊契約責任險、20 萬意外傷害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足 70
歲貴賓,只能投保 200 萬 20 萬)。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

費用不含

開銷、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NTD$250
元)、機場來回接送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