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閃關西～北野天滿宮、大阪樂購趣、京都半日閒、漫步京阪神五日
(含稅)
出發日期：2019/2/10.14.15.16.17.18.20.21.22.23
現金優惠價：20888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舞子公園：明石海峽大橋是橫跨明石海峽，連接本州以及淡路島的「世界第一長吊橋」，全長有 3911 公尺
舞子公園位於神戶市垂水區的臨海公園，同時也是可以近距離欣賞宏偉的「明石海峽大橋」的好地方。
★神戶異人館街區：這裡不但有各式各樣的特色建築、異國美食、還有不定時的街頭藝人表演，好好徜徉在
這些浪漫的建築物裡吧。
★大阪城公園：大阪城公園四季皆有著不同的自然風貌，深受日本人及觀光客喜愛，成為必去人氣旅遊景點
之一。
★黑門市場：大阪人的驕傲，還有著「大阪的廚房」之美稱，從早到晚都有觀光客在裡頭穿梭不停。
★住吉大社：提到大阪，一般人直覺會聯想到心齋橋固力果招牌、通天閣、環球影城等五光十色的景點，但
其實大阪也不乏古樸知名的神社－住吉大社便是一個最好的代表。
★三得利山崎蒸餾所：山崎是位於京都南西側的一塊擁有豐沃自然資源土地，1923 年時，這裏開始著手建造
了日本一座麥芽威士忌蒸餾所。
★下鴨神社：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現已被指定為國寶級文物。神社的建築區內，地面
是由白砂舖成的。
★北野天滿宮：位於京都以供奉學問之神菅原道真而頗負盛名的神社北野天滿宮建於平安時代中期的西元 947
年，北野天滿宮和太宰府天滿宮同為日本全國天滿宮之總本社。
★錦市場：說到京都美食聚集處，不得不提有著「京都的廚房」之稱的錦市場，各式各樣的美食應有盡有，
還能感受屬於京都在地的文化。
★新京極商店街：京都非逛不可的商店街之一「新京極通商店街」，吃的、穿的、買的、藥妝、土產，共 200
家店鋪，讓你逛得開心、盡興。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9/02/10
〔星期日〕
2019/02/14
〔星期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180

台北(桃園)

關西(大阪)

17:40

21:05

BR179

關西(大阪)

台北(桃園)

22:05

00:25+1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關西機場～神戶(或大阪)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大阪關西機場。此機場建設於 1994 年耗資全世界最貴的人
山島嶼空港。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和風壽司餐盒+茶飲

住宿 : 神戶休伊特甲子園 或 大阪江?東急 REI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飯店～舞子公園眺望明石大橋～神戶異人館街區散策～大阪城公園～心齋橋自由
逛街購物(晚餐自理)～神戶(或大阪)
舞子公園：千鳥飛來飛去、白沙綠松的舞子濱，自古便有詩歌詠頌，受到陸路、海路旅人們的喜愛。 特別是
明治天皇很愛此地，前後七次駕臨。 現在的舞子公園於明治 33 年（1900 年）在天下景勝地作為首個兵庫縣
立都市公園開園。 這樣的天下名勝曾經也是交通要塞，但隨著都市的現代化發展改變了面貌，現在，變身為
世界第一吊橋明石海峽大橋“Pearl Bridge”的門戶，迎接世界各地的人們。
神戶異人館街區：由於神戶港口的擴建、與外國人交易往來繁盛，使得這座城市開始成為外國人的移居地，
尤其在能夠俯瞰海港的「北野」一帶，座落著各式各樣的外國商人自宅、領事館、特色街景，這些留下來的
非日式建築就被統稱為「異人館」
。不幸的在 1995 年 1 月 17 日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北野異人館街區當中有
不少建築物都受到大大小小的損害，不過也因為各方機構的努力之下，重建、修繕受損的房屋後，北野異人
館街區依舊是神戶熱門觀光地之一。
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大阪城公園開設於 1931 年，總面積達 106.7 公頃，十分廣闊。其四季各異的風景
令遊客沉醉。它位於大阪的城市中心，作為市民們休憩的場所深受人們的喜愛。內護城河的高石垣使來訪者
為之震撼，堪稱日本之最雄壯的石垣。雄偉的護城河，大量巨石堆砌的石垣是德川大?城固若金湯的象徵。護
城河寬達 70－90 米，其兩側聳立的石垣，高於 20 米的地方隨處可見。用花崗岩砌成的石垣總長達 12 公里，
所用的石頭達到 50 萬－100 萬塊。那雄偉的石垣和護城河和諧的美麗至今依然帶給人們震撼和感動。外護城
河和內護城河的石垣，以及經歷了無數戰火和災難的江戶時代以來的古建築物。現今，城門、金庫、櫓等 13
座古建築物被指定為國家重要保護文物。
道頓堀、心齋橋：買藥妝、或女裝雜貨，這邊的店家齊全且價錢公道，非常值得一逛。而這邊在 2016 年有些
必嚐的新東西：
「Luke's Lobster」紐約龍蝦堡，口感濃郁滑順；老字號的「宇治園」抹茶冰淇淋、甜點；
「明志
軒」蛋包飯；來字美國芝加哥的「Grrett」爆米花；香味四溢的「Mason de gigi」鬆餅。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御膳料理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神戶休伊特甲子園 或 大阪江?東急 REI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飯店～住吉大社～免稅商店～黑門市場(午餐自理)～三得利山崎蒸餾所～京都
住吉大社：住吉大社位於大阪市南側，興建於西元 211 年，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也是境內所有住吉神
社的總社。你讀過日本文學大師川端康成的小說《反橋》嗎？據說這部作品的舞台就是住吉大社的「太鼓橋」，
又叫「住吉反橋」
。朱紅色的橋身映照在水面，既然都來到了住吉大社，當然不能錯過這個著名又漂亮的景點。
傳說住吉大社供奉的神明以兔子為使者，因此在神社內供信徒洗手的「手水舍」也有著兔子石雕，可愛而吸
睛；當然也少不了白兔造型的求緣御守了。
免稅店：在此，您可自由選購返台餽贈親友的小禮物
黑門市場：大阪人愛吃，造就大阪有著許許多多的美食，其中位在日本橋的「黑門市場」就是大阪人的驕傲，
還有著「大阪的廚房」之美稱，從早到晚都有觀光客在裡頭穿梭不停。
「黑門市場」位於熱鬧的大阪中央區的
日本橋，在明治末期因日本橋二丁目有圓明寺這間寺廟，而稱為「圓明寺市場」
，而後因圓明寺北東方有著黑
色的山門，稱為「黑門市場」
。不過圓明寺在明治 45 年（西元 1912 年）時因一場大火燒毀而未重建，所以已
不存在，但黑門深植人心，所以「黑門市場」的名稱一直流傳至今。黑門市場約有 180 家店舖，鮮魚店占半
數左右，不僅交通方便，營業時間也從早上約 10 點至下午 6 點左右，對於遊客來說時間彈性很大，是必排入
的行程之一。

三得利山崎蒸餾所：三得利山崎蒸餾所，除了交通方便外，這裏也擁有適合製作威士忌的好山好水。山崎位
於桂川、宇治川、木津川的合流處，濕度高容易起霧，再加上高品質的地下水等自然條件，讓此地成為最適
合生產威士忌的場所。選擇在這裡建設蒸餾所的是壽屋（後來改名為三得利）的創業者——鳥井信治郎。為
了製作符合日本風土民情，最適合日本人的威士忌，鳥井信治郎於 1923 年開始著手建設蒸餾所。從壽屋到現
在的三得利，長年以「追求適合日本纖細味覺並且能通用於全世界的威士忌」為目標，持續製作高品質威士
忌。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 日式相撲火鍋
住宿 : 京都 THE B HOTEL 或 京都格蘭王子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飯店～河合神社～漫步糺之森～下鴨神社～北野天滿宮～錦市場～新京極商店街
逛街購物(晚餐自理)～京都
河合神社：為下鴨神社的第一攝社，位於?之森南邊，目前的社殿是 1679 年式年遷宮時修建的，中門前的木
牌上寫著河合神社，旁邊還有「女性守護 日本第一美麗神」的文字。河合神社（???????）的主祭神是神武
天皇的母親大神，日本第一美麗神-玉衣姬。在日本是負責守護女性、讓女性變漂亮的神明同時也是安產、育
兒、姻緣、學業和延命長壽的守護神。來到此地可以自費購買「鏡繪馬」來祈求青春美麗常駐。
糺之森：從太古開始的原生林「?的森林」,像保護神社一樣地生長茂盛著。被高聳樹木圍著的參拜道路，寂靜
的區域使參訪者心情更平靜，忘記日常的喧囂，能回復平靜的心。特別是新綠的季節和紅葉季節的美麗景色
更令人難以忘懷。在樓門附近，有以二顆樹從中間相連成一體的不可思議之神樹，從二顆相連成一顆，因此
也被譽為「緣結的神樹」。
下鴨神社：下鴨神社是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正式名稱為「賀茂御祖神社」
。這座古代豪族賀茂氏供奉祖先
的氏神社，與上賀茂神社共稱為「賀茂社」。現存的本殿（國寶）是於西元 1863 年所重建，包含祭祀「建角
身命」的西殿，和祭祀「玉依媛命」的東殿兩座建築。其他還有 53 棟社殿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境內
也獲指定為歷史遺跡。每年 5 月 15 日所舉辦的京都三大祭之一的「葵祭」，就是下鴨與上賀茂兩座神社的祭
典，另外 1 月 4 日的蹴鞠表演（蹴鞠???）也是相當具有京都雅風的活動。
北野天滿宮：一年四季有舉行很多各式各樣的祭典，包括了新年祈福、天滿書道活動、緣日、梅花祭、誕辰
祭等等，有別於其他神社的春季櫻花美景，這裡的梅花祭相當出名，也非常值得一看。在這些自然美景的襯
托之下，天滿宮更是有一番獨特的韻味。
錦市場：錦市場位於錦小路通，東起寺町通西至高倉通，全長 390 公尺，歷史可追溯至延?年間（西元 782 年
至 805 年），至 1615 年正式以「批發魚市場」之姿問世，後來更發展為中央食品卸貨市場，商店街機能逐漸
完備。如今錦市場對外開放讓一般民眾採購，來到這裡可以買到每日直送的海鮮、肉品、京都蔬果等許多在
地特有食材，可說是與京都人的食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使得這座「京都的廚房」對於遠道而來的觀
光客而言擁有無窮的魅力！
新京極商店街：新京極是京都最為古老的繁華地段，新京極位於三?通與四?通之間，南北約長 500m，是位於
新京極通上的商店街。原本這裡是寺院密集的地區，1872 年商店街開始在此發展。區域內從延續了 100 年以
上的老字號店鋪，到最新品牌的商店等等，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店鋪。新京極通商店街和【寺町通商店街】是
二條平行的商店街。交錯的橫向有【錦天滿宮】
、
【錦市場商店街】
，都是觀光客很愛到訪的景點和美食市場。
與導遊約定集合時間與集合地點後自由活動，自由逛街購物結束，搭乘豪華遊覽車返回住宿飯店，讓您安心
逛街、輕鬆購物沒煩惱。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牛肉壽喜燒吃到飽或牛肉涮涮鍋吃到飽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京都 THE B HOTEL 或 京都格蘭王子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全日自由活動；本日交通、餐食敬請自理)～關西機場／桃園
【建議自行前往景點】
平安神宮：為紀念平安建都 1100 年而創建的「平安神宮」，重現了平安都城的建築，參訪遊客來到這裡，都
能感受到浩大皇城的昔日威容。鮮豔紅色的殿宇映照著滿地白砂，十分風雅。為了復興明治維新時荒廢了的

京都、繼承傳統文化並紀念平安建都 1100 年，京都於 1895 年舉辦「遷都紀念節」
，在此同時創建了「平安神
宮」
。
「平安神宮」供奉恆武天皇以及孝明天皇，許多建築採 5/8 的比例，務求重現平安都城的原始風貌，其中
特別的是「應天門」及「大極殿」是平安都城「大?裏朝堂院」的重現。「大鳥居」則建於日本昭和初期，高
24.4 公尺，最下面的柱子的周圍有 11.4 公尺，號稱日本最大規模的宮殿建築。
伏見稻荷大社：
「稻荷神社」堪稱是最貼近日本人生活的神社。據說全國共有 3 萬座稻荷神社，在日本各地受
到所有男女老幼的喜愛。其總本宮便是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自西元 711 年神明鎮座以來，長達 1300 年的期
間匯集了人們的信仰，被尊崇為保佑五穀豐登、商業興盛、家庭安全、諸願望皆得實現之神。近年來除了日
本人之外，也有許多外國參拜客、觀光客造訪，稻荷神社已成為代表京都與日本的名勝，聞名於世。
貴船神社：日本有不少以「結緣」而聞名的神社，其實所謂的「緣」不一定只是指戀愛的緣份，也可理解為
人與人、人與事物相遇後所產的聯繫和關係。位於京都的貴船神社就是其中一所以結緣而著名的神社。神社
歷史古深厚，曾在不少的故事傳說中登場，故事中既有夫婦的破鏡重圓、也有女性的怨恨難消，更為這座古
老的神社增添了一種浪漫情懷，有機會來到京都，不妨來此處結一個良緣。
京都車站：新京都車站建立之時正逢平安時代遷都至京都的 1200 週年紀念。它於 1997 年開幕，新潮的外觀
完全顛覆許多外國遊客對京都身為傳統日本古都的既存印象。該建築是由原廣司建築。設計的意念是試圖通
過現代美感傳達京都的歷史。該站的大聽，稱為矩陣的鋼橫梁頂，是為了反映車站的結構和像電網佈局的京
都街道網絡。車站大樓內還有兩個旅遊信息中心。二樓的旅遊信息中心提供日本遊客和附有基本英語的信息。
更詳細的英文資料，可前往 9 樓的服務中心。這裡有會說多種語言的服務員，並提供免費上網服務。 行李寄
存和郵遞服務處在地下一樓。投幣式儲物櫃分散各處。15 樓層的大樓裡面有酒店、伊勢丹百貨公司、飯店、
電影院、遊戲中心、購物中心、政府機構辦公室、許多餐廳以及天台花園。 位於西側十樓的<京都拉麵小路
>有七間名麵店，在一條幾百米的小巷就可品嚐由北至南的拉麵。車站的東側近京都劇場有手塚治蟲世界， 面
積雖然小，剛好可以在等下班車前往逛一圈。
與導遊約定好集合地點與時間，專車前往關西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
註 1：行程將依實際狀況由當團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