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紀名湯樂遊食旅 5 日
(熊野古道.伊勢神宮.鳥羽水族館.黑毛和牛吃到飽.大阪逛街購物)
【行程特色】
保證入住三晚和歌山、三重地區特色溫泉飯店；享受在地美食文化：除了飯店內美味的地方特色自助餐或
季節會席料理之外，每日特地奉上地方風味小點心，碳烤花枝、新鮮魚板、伊勢神宮的赤福餅，走到哪，
吃到哪。

【精選行程】：白濱三景(千疊敷、圓月島、三段壁)

★【和歌山城】：豐臣秀吉平定紀州後，尤其弟委建城名人藤堂高虎所建。白色的建築佇立於虎伏山上，
居高臨下的氣勢展現了德川御三家的風範。

★【鳥羽水族館】：總共有一千兩百多種、超過三萬隻以上的海洋生物，其中以有美人魚之稱的寄保護級
動物儒艮最為珍貴。
★【那智瀑布】： 有日本第一瀑布美譽之，它高 133 米、寬 13 米，每秒流水量達 1 噸，氣勢磅礡。雄壯
的瀑布從深奧的原始林中洶湧而下，是日本落差最大的瀑布。

★【二見浦夫婦岩】：用粗大的連理麻繩連繫著一大一小的兩塊岩石，靜靜地聳立在驚滔駭浪的海面上，
彷彿訴說著不變的愛情誓言的恩愛夫婦。

★【伊勢神宮～江戶街道】：古木參天，雄偉凜凜的伊勢神宮，是日本人此生必定要前往參拜的神宮。神
宮外圍古色古香的江戶街道，充滿著民俗古樸味道，別具風情。

【飯店推薦】：
*以下飯店如遇房滿，改安排其他同等級溫泉飯店
★【紀州南部皇家】：飯店中備有露天溫泉岩石浴場，一邊朓望太平洋，一邊在溫熱溫泉裡沉醉歷史浪漫，
並讓鹽化物泉質洗去疲勞、促進健康。還有紀州南部的海水和陽光，盡情揮灑紀州南部的熱情魅力。
★【浦島飯店】：搭乘造型可愛的小渡輪，來到波光寧靜、風景優美的勝浦溫泉浦島飯店，晚上於此享用
豐富美味的海鮮自助晚宴或日式懷石料理。享用完後小憩一下，可別忘了親身體驗日本濃郁的泡湯文化，
浸泡在聞名的大洞窟溫泉「忘歸洞」、「玄武洞」等著名的泡湯館之中，與寬廣無邊的太平洋遙望，享受
難得的閒情逸致，或可至露天風呂中體驗青空下天人合一的自然洗禮。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第1天

長榮航空 BR178

桃園

06:30

關西

10:10

第5天

長榮航空 BR177

關西

11:10

桃園

13:05

行程內容
第1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大阪關西空港 →搭乘和歌山電鐵～拜訪超人氣貓咪站長【伊太祈曾站
－貴志站】→和歌山城(上天守閣)．紅葉溪庭園 → 南部溫泉 或 紀州溫泉
參觀符號說
明：★門票景點◎入內參觀●下車參觀◆開車經過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的團體櫃台，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大城－〔大
阪〕關西空港。
★【和歌山電鐵】－和歌山電鐵沿路經過寺廟神社和觀光農園地等，而深受外國觀光客的喜愛，再加
上終點貴志站的超人氣站長，小玉，可愛憐人的模樣，深深擄獲人心。此外，有三種特別的草莓電
車、玩具電車和小玉電車，不僅外觀，連內部也都是精心製作，非常有趣。(＊小玉站長固定週三、四
休息，如有其他特殊狀況也會不定時休息，敬請見諒。)
★【和歌山城(上天守閣)】－於 1585 年為豐臣秀吉建城，從 1619 年起，一直為紀州德川的家城。天
守閣一度遭受祝融之災燒毀，後於 1958 年重建。和歌山城以春季賞櫻及秋季賞楓的景色最為吸引人，
而城樓天守閣更是眺望和歌山市全景最佳的場所。城中還保留著第一代紀州藩主德川賴信建造的紅葉
溪庭園及被列入重要財產的岡口門等，為櫻花和杜鵑花的名勝。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壽司餐盒＋飲料
晚 飯店內用季節御膳料理 或 季節總匯自助餐

夜宿

【住】湯快 RESORT 白濱御苑、湯快 RESORT 白濱千疊、紀州南部皇家溫泉、南紀 SEASIDE、
南紀 SEAMORE、南紀溫泉古賀之井 RESORT&SPA 或 同等級

第2天

住宿飯店→千疊敷 → 圓月島 → 三段壁～特別贈送★搭乘電梯至海蝕洞內參觀 →★特別
贈送炭烤花枝(每人一支)→ 本州最南端～潮岬～特別贈送★贈送潮岬觀光展望台～眺望太
平洋美景→ 橋杭岩 →住宿飯店

●【千疊敷】：從瀨戶崎的前端沿伸向太平洋，由 3 層砂岩形成的大岩盤。斜坡狀的白色軟質岩石，
在滾滾波浪的侵蝕下，創造出一個形如其名的景觀，宛如一席寬大的岩石榻榻米，甚是壯觀。
●【圓月島】：鑲嵌在臨海浦南海上的小島，正式名稱為“高島”，島的中央有個圓形的海蝕洞，因
此又被稱為圓月島，作為白濱的象徵而備受喜愛。夏天 6 點左右，冬天 4 點左右，夕陽西下的黃昏美
景格外美麗。
★【三段壁】：聳立於千疊敷南海岸的高達 50 米的懸崖峭壁。這塊大岩壁相傳由來於從前漁夫們守望
來往船隻和魚群的場所---“見壇”，南北寬達 2 公里，拍岩而來的黑潮激烈碰撞時的景象，會讓人不
由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驚人力量。特別贈送【搭乘電梯至海蝕洞內參觀】：白濱的古蹟，相傳是平安時
代力量強大的熊野水師藏身的洞窟。從地上到地下 36 米的洞窟乘坐高速電梯約需 14 秒鐘。歡迎親身
體驗神秘的洞窟世界。
●【本州最南端～潮岬】：位於本州最南端的潮岬，特別贈送燈上潮岬展望台，一覽太平洋天與海連
成一線的遼闊美景。
●【橋杭岩】：位於和歌山南部，由 40 多個奇岩怪石排成一列約 850 公尺長的奇妙自然景觀，由於形
狀宛如橋墩，因而得名。坊間對於這樣的奇景也留傳著一段神話：相傳弘法大師與天邪鬼打賭是否能
在天亮前能完成連結串本與紀伊大島的橋樑，天邪鬼眼見弘法大師快速完成橋墩，故施小計佯裝雞

鳴，弘法大師誤以為天將亮而放棄，於是殘留了這些橋墩。
☆今晚如住宿浦島溫泉飯店則將往搭乘飯店專用造型可愛的小渡輪(船程約五分鐘)，來到波光淋漓，
風景優美的【浦島溫泉】。浸泡在聞名之大洞窟溫泉【忘歸洞】、【玄武洞】，遙望寬廣無邊的太平
洋，享受難得的閒情逸致。【飯店內七大溫泉】─忘歸洞、瀧之湯、玄武洞、磯之湯、遙峰之湯、渚
湯和天海之湯。
☆浦島溫泉泉質─食鹽硫化水素泉 療效:可治療慢性關節痛、慢性肌肉痛、神經痛、神經炎、慢性婦
女病、糖尿病、創傷、腸胃疾病等。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海鮮生魚片定食 或 南紀風味定食
晚 飯店內用旬味會席 或 季節總匯自助餐

夜宿

【住】勝浦溫泉 浦島飯店、中之島飯店、越之湯、串本皇家 或 同等級

第3天

勝浦溫泉或串本溫泉→熊野那智大社～青岸渡寺～那智瀑布～★特別贈送每人魚板一枚→徐
福公園→鬼城‧獅子岩→鳥羽水族館～參觀傳說中美人魚「儒艮」→伊勢志摩.鳥羽

●【熊野那智大社】－熊野三山之一，建於仁德天皇五年，位於那智山的半山腰，可俯瞰大海的高地
上的古神社。
●【青岸渡寺】－位於那智大社旁，是西國觀音靈場的第一靈剎，寺內有豐臣秀吉重建的如意輪堂，
是熊野最古老的建築物，還保留有許多貴重的重要文化財產。
●【那智瀑布】－此瀑布高達一百三十三公尺，為日本落差最大的瀑布，相當具有震撼力以及神秘
感，可謂南紀第一大瀑布。
●【徐福公園】－相傳中徐福為奉秦始皇之命尋找長生不老之藥，初至日本並教導當地居民捕魚織布
耕種等技術，後人為紀念他而興建。
●【鬼城、獅子岩】－鬼城為奇岩怪石所形成天然紀念物，由於岩壁長年受海風吹拂及海水浸蝕，造
成海邊突出的峭岩約一公里的海蝕洞窟以及千層石形成的奇岩怪石，欣賞多處深窟絕壁的詭異，令人
感嘆大自然的奧妙。還有 25 米高的巨岩【獅子岩】，宛若巨大的獅子呈現著向大海怒吼的姿態。
★【鳥羽水族館】－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型水族館，館內共分為十二個區域，無固定參訪路線由遊客任
意參觀，室內通路全長 1.5 公里。當館總共有一千兩百多種、超過 30000 隻以上的海洋生物，讓人一
探遼闊的海洋世界中的各式各樣生物。其中的鎮館之寶「儒艮」(又稱海牛)，據傳被古代人認為是人
魚，現今已瀕臨絕種，被列為指定國際保護動物。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鐵板和風料理 或 南紀風味定食
晚 飯店內用旬味會席料理 或 季節總匯自助餐

夜宿

【住】伊勢志摩･鳥羽溫泉區 湯快 RESORT 志摩彩朝樂 或 伊勢志摩 ROYAL HOTEL 或 鳥羽
SEASIDE 或 渡鹿野溫泉 福壽莊 或 HANA 或同級

第4天

住宿飯店→伊勢神宮～江戶古街道(厄除町及托福橫丁)★特別贈送伊勢神宮名物赤福餅（每
人一個）→二見浦夫婦岩→大阪城公園→免稅店→夜訪心齋橋、道頓堀→住宿飯店

●【伊勢神宮】－日本天照大神有『八咫鏡、草薙劍和八阪瓊玊』三大神器，分別放在三大神社內。
而三大神器之一『八咫鏡』就祭於伊勢神宮，是伊勢神宮的神靈，由歷代日本天皇親自拜祭，許多日
本人一生都要來此朝聖一回，可說是本地最勝景！伊勢神宮外圍橫町，熱鬧非凡，厄除町是伊勢神宮
內宮平行的一條長街，托福橫丁的位置則是在厄除町裡面，這二條熱鬧街景真實重現了江戶時代的伊
勢風情，在這裡賣著伊勢土產和名物餅食的商家一軒接一軒，神代餅、御木本真珠、伊勢茶、生姜
糖、招財貓等等.琳瑯滿目絕對讓您逛到心滿意足。

●【二見浦夫婦岩】，連接兩座岩石的”結草繩”是結良緣的象徵，靜靜地聳立在驚滔駭浪的海面
上，彷彿訴說著不變的愛情誓言，景觀遠近馳名。
●【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一大繁華街區。日本人常說“吃在大阪”，可見這裏的飲食店之
多，還有成片的娛樂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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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齋橋】作大阪最大的購物區，集中了許多精品屋和專賣店，從早到晚熙熙攘攘，到處是市民和
遊客的人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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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平民的各種小店鋪鱗次櫛比。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日式風味餐
晚 難波門戶～黑毛和牛雙響鍋吃到飽+軟飲喝到飽

夜宿

【住】大阪地區 喜來登都、ELSEREINE、凱悅、蒙特利、蒙特利拉弗里爾、大阪灣精萃
QUINTESSA OSAKA BAY(原 LA RAISON)、USJ PORT VITA、USJ PORT、USJ 京阪 TOWER、USJ 京
阪 CITY 或 同等級

第5天

大阪～自由逛街、購物、訪友時間(交通請自理)→關西空港／桃園機場

早餐後如有時間，您可自行利用離別前的時間到大阪市內作一個最後的巡禮。再回到飯店內整理行裝
專車前往機場，途中您可再一次的回想在日本所看到的景觀及畫面，抵達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
灣，結束此次愉快的日本之旅。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夜宿

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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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 費

2019 年：10/13、1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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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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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