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尚關西》京都風采.小威尼斯.悠然美山.琵琶湖 5 日
美山町合掌村
位於隆冬豪雪地帶的森林中，保留濃厚日本原始風景的小村莊，這裡保留不少非
常珍貴的茅葺屋，也是『日本人心靈的故鄉』。

『日本最大湖』 琵琶湖
日本最大湖琵琶湖屢屢登上歷史舞台，週邊散佈著不少的神社寺廟及古城遺址等
史蹟。環湖的山脈、散佈於湖上的島嶼等景色宜人，湖景秀麗雄偉遼闊無垠。

可愛綠建築『 LA COLLINA』
風格奇幻著稱的建築師藤森照信就像是一位頑童，在近江八幡創造了 La
Collina ，在琵琶湖附近的山林裏，四周是大片的農田所環抱。主體建築有著 20
幾根栗木樹幹做成支撐的柱子，屋頂則種滿綠草，秋季則會轉黃，在這裡你可以
感受四季的律動，體感新世代綠建築。

『紅色隧道』京都．伏見稻荷大社～千鳥居
電影《藝伎回憶錄》當還小的さゆり從綿延不絕的紅色隧道跑過，令人印象深刻，
原來就是稻荷大社的千座紅色鳥居。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為日本全國各地四萬所
稻荷神社的總社，也是日本人信奉的保佑商業繁榮昌盛、祈求五谷豐收之神的所
在地。&nbsp;

清水古街

京都必遊必逛&nbsp;

清水寺參道延伸至二、三年坂一帶 必逛特色小物跟必吃名店多到眼花撩亂 說
到清水坂必買伴手禮還有必吃點心 你會中意哪一樣呢?

全球第一家 和風榻榻米星巴克

【海之京都 ‧ 伊根灣‧舟屋】
在伊根町，“有舟屋”之稱的獨特的建築，自古以來以漁業和農業為中心的生活
方式。舟屋在朝南沿著伊根灣沿岸週圍 5 公里，大約有 230 多家，至今人們仍是
和眼前的大海共存。

【伊根灣遊覽船】
周遊伊根灣，在平穩的海上旅程中，您可以仔細觀察船屋構造、品味當地生活，
還有成群的海鷗展翼陪伴您一同遨遊。

精采行程 帶您體驗
『和歌山貓鐵道』、『日本人心靈的故鄉』~美山合掌村、『日本最大湖泊』~琵琶湖
美學關西 必玩指南
可愛綠建築『 LA COLLINA』在琵琶湖附近的山林裏，四周是大片的農田所環抱。主體
建築有著 20 幾根栗木樹幹做成支撐的柱子，屋頂則種滿綠草，秋季則會轉黃，在這
裡你可以感受四季的律動，體感新世代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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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台北╱大阪‧關西海上國際空港→甜蜜季節．特別贈送
迎賓當季水果→和歌山電鐵～和歌山貓鐵道‧跟和歌山
人氣貓站長『小玉』Say Hi!→白濱或奈良
【早餐】甜蜜溫暖的家

【飯店】和歌山 南部皇家╱格蘭

【午餐】飛機上精緻套餐 + 贈

比亞 ╱ 奈良皇家 ╱PLAZA ╱

送迎賓水果

青山 ROSABLANCA ╱長濱皇家溫泉

【晚餐】飯店內總匯自助料理

╱ 神戶 大倉 ╱或 波多比亞 或

或

同等級

溫泉會席晚宴 或

日式

涮涮鍋物套餐 或 日式居酒屋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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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歌山貓鐵道】
和歌山人氣貓站長『小玉』Say Hi!大人氣貓站長小玉：和歌山電鐵
貴志川線，無人車站因為一隻貓咪而躍升為超人氣車站！帶您搭乘
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由伊太祈曾站到貴志站短短 10 分鐘的車程，
有著草苺電車、車廂內備有玩具木馬座位的玩具電車、以及車廂內
貼有 101 張貓咪站長小玉插畫貼紙的小玉電車等，獨特內裝造型眾
人矚目，終點站還有支持者遍及全國的貓站長等待你的到來喔～仔
細看！車站屋頂像不像貓咪呢？

【特別報告】
●貓站長『二代小玉』-NITAMA（每週三、四公休）逢週休二日休息
或臨時要務不在時，敬請見諒！
●甜蜜季節．特別贈送迎賓水果~草莓(一份)如遇產季結束改為致贈
每位貴賓其他當季水果，敬請了解。
●如逢晚班機起飛時行程順序將隨之調整，敬請了解。

第2天

HOTEL→世界遺產‧奈良東大寺（奈良公園與梅花鹿合
影、小鹿餅乾餵食）→禪韻古都～世界遺產‧清水寺（清
水舞台、音羽瀑布、地主神社、二、三年坂傳統古街）
→『紅色隧道』藝伎回憶錄之千座紅色鳥居～伏見稻荷
神社→夜晚可自行前往京都～新京極京味小鋪商店、娃
娃街及河原町不夜城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精緻法式料理 或 洋風套餐 或 日式燒肉無限享用或和風精緻料理
【晚餐】日式精緻會席晚宴 或 壽司職人體驗~握壽司 DIY 或和風套餐
【飯店】京都 蒙特利╱京阪╱東急 ╱EL╱VESSEL╱ 國際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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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良公園】
奈良公園又稱梅花鹿公園，紅葉與綠林相依，加上小鹿悠遊草皮，
為奈良公園最搶眼的獨特風華。這些鹿是春日大社祭神之物，被視
為神的化身；現有鹿 1200 頭，是日本梅花鹿最集中的地方，聰明乖
巧的模樣令人不由得喜愛，親手餵食神鹿留下值得記念的時刻，鹿
鳴之聲亦是奈良音風景之一。

【奈良東大寺】
其大佛殿為全世界現存最大的木造建築，供奉高 15 餘公尺的「盧舍
那大佛」作為正尊，被認為是釋迦如來的別名，其佛法普遍地被世
人所信仰。洗滌塵心，觀自在。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西元 728
年遵照重視佛教的聖武天皇聖旨建造的。另外南大門有高 8 公尺的
雙體金剛力士像，更是宋朝工匠的精心傑作，門的北面還有中國的
獅子坐鎮著。

【伏見稻荷大社】
據史書記載始建於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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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您可自費前往日本最古意盎然，京都最
熱鬧的地區【新京極】，有珍貴的京都手工工藝品，並可買到精緻
可愛的日本娃娃。夜間更可自由夜訪河原町不夜城，觀看日本人夜
生活之形形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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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天

HOTEL→『日本人心靈的故鄉』美山合掌村•童話薑餅屋
→伊根舟屋‧水鄉～特別安排搭乘海上遊船欣賞漁村船
塢→『日本三景之一』天橋立～海の京都→ 遠眺丹後天
橋立大江山國立公園～特別安排體驗登山纜車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創意定食 或 宮津魚介料理
【晚餐】伊勢龍蝦鍋物或和風相撲(涮涮)火鍋 或 海鮮鍋物料理或 和風上選牛肉壽喜燒套餐或居酒屋體驗 或 和風精緻
套餐
【飯店】京都 蒙特利╱京阪╱東急 ╱EL╱VESSEL╱ 國際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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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山合掌村】『日本人心靈的故鄉』童話薑餅屋
來到坐落於京都府中央的位置的【美山町合掌村】，美山位於隆冬
豪雪地帶的森林中，是一個保留濃厚日本原始風景的小村莊，在這
裡保留不少非常珍貴的茅葺屋，冬季皚皚白雪覆蓋彷彿童話故事中
的薑餅屋般可愛極了！

【伊根舟屋】
是日本有小威尼斯著名水鄉，悠遊海上遊船細細品味昔日漁村景緻。

【天橋立】
位京都府北部宮津灣西側，地屬丹後天橋立大江山國立公園的範
圍，天橋立長 3.6 公里的沙洲，最寬的地方有 170 公尺最窄的僅 20
公尺寬；並以種植滿佈 8 千株的松樹林蔭步道為中心，直伸出宮津
灣，有如天上一道彩虹橋，在山頂上的傘松公園彎下腰從雙腿跨股
望去，彷彿神話中浮在天上牛郎織女相會的七夕橋，所以得名為天
橋立。天橋立被日本美譽為日本三景之一，與仙台的松島、廣島的
宮島並列。更入圍多項日本百選之一：白砂青松、道路、名松、名
水（磯清水）、渚共 5 項。→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與開放式吊椅
約 4～6 分鐘前往標高 130 公尺的【傘松公園】，2 種不同的交通方
式體驗不同的空中絕景。傘松公園為一座 300 度的景觀公園，可眺
望鳥瞰大江山連峰至阿蘇海、宮津灣、若狹灣與天橋立的尾部；亦
可觀看到天橋立四大景之一的『斜一文字』。→續前往日本文殊【智
恩寺】，供奉著重要珍貴文化遺產的文殊菩薩，自古以來就與出羽
龜岡、大和櫻井的文殊並稱日本三大文殊之一。有著「如果 3 個人

在一起的話，就相當於一個文殊菩薩的智慧」的傳說，作為智慧的
文殊菩薩非常有名，寺院內密密麻麻排列著學業有成、入試祈禱的
還願匾額。寺裡收藏著足利時代的珍貴文化遺產多寶塔與金鼓，以
及和泉式部的歌冢等很多的重要文化財產。

【特別報告】
●如天候關係伊根舟屋海上遊船停駛為維護您的安全改為前往原景
點欣賞漁村景緻。

第4天

HOTEL→『日本最大湖』琵琶湖→近江八幡~藤森照信．
頑童的可愛綠建築『 LA COLLINA』→漫步日本的威尼斯
～近江八幡水郷→日本四大國寶城‧彥根城&玄宮園→京
都美學車站～拉麵控必到！「拉麵小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和風壽喜燒套餐 或 琵琶湖風味御饍 或 近江味彩御饍
【晚餐】拉麵小路~9 種日式拉麵自選體驗
【飯店】京都 蒙特利╱京阪╱東急 ╱EL╱VESSEL╱ 國際 ╱URBAN ╱麗嘉皇家 ╱ 大津王子 ╱OAK╱ 大阪 PLAZA╱ 甲
子園 HEWITT

╱蒙特利／麗嘉皇家 ╱東急 REI╱ 大阪華盛頓 ╱ 阪急阪神 ╱ Best Western ╱ AGORA ╱ HOPINN AMING

╱ 神戶 PORTOPIA ╱ 大倉 ╱ CROWN PLAZA ╱喜來登／美麗殿╱和歌山 南部皇家╱格蘭比亞 ╱ 奈良皇家 ╱PLAZA ╱
青山 ROSABLANCA ╱長濱皇家溫泉╱ 神戶 大倉 ╱或 波多比亞 或同等級
【琵琶湖遊船船】日本最大的母親湖「琵琶湖」
琵琶湖座落於京都東方約 10 公里處，湖水面積約 670 平方公里，周
圍約 235 公里，平均水深約為 41 公尺，最深處竟達約 104 公尺，貯
水量多達 275 億立方公尺，廣大地區的人們均賴以維生，產業亦賴
以所繫。而且具有 400 萬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是世界知名的古代湖
之一。又有 50 多種固有的動植物棲息其間，可謂是自然環境的聖地，
因此也被稱為「母親湖」。
作為交通要道，琵琶湖屢次登上歷史舞台，其週邊散佈著不少的神
社寺廟及古城遺址等史蹟。環湖的山脈、散佈於湖上的島嶼等景色
宜人，自古就為人所喜愛。江戶時代有名俳人松尾芭蕉也曾為其吟
詩。乘坐琵琶湖遊覽船在此秀麗雄偉的湖泊上巡遊，其樂無窮。

【 LA COLLINA】風格奇幻著稱的建築師藤森照信
在近江八幡創造了 La Collina ，位於滋賀縣比巴湖附近的山林裏
面，四周是大片的農田所擁抱。一貫特色是強調自然，有機農作的 LA
COLLINA 擁有 140 年歷史，主體建築有著 20 幾根栗木樹幹做成支
撐的柱子，屋頂則種滿綠草，秋季則會轉黃，在這裡你可以感受四
季的律動，體感新世代綠建築。

【彥根城】日本國寶五名城之一～愛稱『金龜城』
是日本指定的國寶與國家古蹟。1987 年開幕，展示彥根城城裡的文
物，藏有約 6 萬 5 千件重要文物，包刮井伊家歷代征戰所用的朱紅
盔甲、刀劍。以及能劇面具、茶道具、書畫等藝術品；最重要的是

也保存了彥根城自興建至今所能找到的繪圖和文獻。由水戶市贈送
的黑天鵝群也開始在彥根城的護城河中生活，成為民眾餵養、觀光
客取景的一角。井伊直弼童年在彥根城中居住之地被稱為「埋木舍」
也是保存的史蹟之一。並參觀位於彥根城東北部的大池泉回游式舊
大名庭園，【玄宮樂樂園】被指定為國家指定名勝。模仿中國的瀟
湘八景而建成了近江八景。將樹木和岩石巧妙分佈，位於中心部位
的池塘中有四座小島和九所小橋，池畔林立著臨池閣、鳳翔台、八
景亭等富有情趣的建築物。巧借彥根城之美麗景色，春賞櫻花，夏
有菖蒲和蓮花，秋季更是楓葉似火。

【近江八幡水郷】
在許多人類城市的發展路徑上，水路向來代表著商業活動的鼎盛，
近江與大阪、伊勢曾並列為日本江戶時代的三大商人，八幡堀全長
4,750 公尺，透過河岸修繕、環境保護、水質淨化、文物保存與觀光
發展各種工作，終於造就今日近江八幡的水鄉之美，成為日本獨一
無二的水道，也是日本人熱愛的小城之一，站在明治橋上，兩岸櫻
花夾岸﹑綠草如茵，扁舟遊梭於無波的河道上，感受水鄉澤國最美
的意境。

【京都美學車站】
斥資 200 億日幣的【京都美學車站】，現代化的建築外觀及巧奪天
工的設計，採鋼骨結構配合玻璃幕的創意理念；在古色古香的京都
街頭，建造當初還引發一場現代與傳統的激辯呢！搭乘如瀑布般的
長長手扶梯至頂樓天空展望台，除可一覽京都車站建築之美，更可
近距離與京都塔合影哦。

第5天

HOTEL→免稅店→大阪流行指標區域：心齋橋、道頓堀、
御堂筋、美國村、歐洲村商店地下街∼如時間許可，自行
前往百貨公司商店街•逛街購物→關西海上國際空港•
機場商店街∼台北【本行程使用參考航班如下，正確航班
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早餐】飯店內享用

【飯店】甜蜜溫暖的家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飛機上精緻套餐+甜蜜
溫暖的家
早餐後，整理行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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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前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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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流行指標區域】心齋橋、道頓堀、御堂筋、美國村、歐洲村
商店地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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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時間許可，您可自行前往百貨公司、高島屋、阪急、阪神、著名
大阪地下商店街等處，自由逛街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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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告】
●如遇晚班機，全日自由活動，午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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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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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0/05、10/07、10/19、10/21
團

費 $37,400 元

訂金: $10,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旅行業
費用包含 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
責任險 2 佰萬元) 、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自行前往機場

者 或 限桃園以北；超過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500 元)、兩人
一台不限流量 WIFI 機。

費用不含 護照、床頭、行李小費、禮貌性質小費等、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