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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日本關西攻略之旅 團號: JKK7 

大阪，和歌山，神戶，京都，奈良 

出發日期: (2023) 1/8, 2/5, 3/5, 4/2, 5/7, 6/4, 7/2 

行程特色： 

• 帶你走入不一樣的關西！行程豐富，集觀光、娛樂、購物、美食於一身，適合順道遊或首

次遊關西的朋友！

• 必遊擠身於世界文化遺產之列的清水寺、金閣寺和東大寺，欣賞精巧的古代建築，了解日

本的宗教和文化歷史。

• 欣賞和歌山著名的海岸勝景：圓月島、千疊敷、三段壁，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 走訪關西超人氣的黒潮海鮮市場，有機會欣賞吞拿魚即場切割表演，品嚐各式鮮活海產魚

生及燒烤。

• 暢遊神戶觀光熱點 ─ 由造船廠變身而成的大型綜合設施 <神戶港樂園>，讓您盡享娛樂、

購物、美食，並可欣賞到神戶塔和摩天輪的美麗夜景。

• 特別安排夜遊大阪最著名的商業及娛樂集中地 - 道頓堀與心齋橋，體驗日本大都會最熱

鬧、最多姿多彩的夜生活。

• 品嚐正宗日式會席料理、土產牛肉涮涮鍋、壽司定食…
• 全程下榻便捷舒適的四星級特色酒店，每天享用酒店早餐。

• 導遊經驗豐富，全程提供中/英文詳盡講解。

行程簡介： 

1 原居地  日本, 大阪 

Hometown   Osaka, Japan 

2 大阪 (關西國際機場) 

Osaka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酒店: Star Gate Hotel Kansai Airport或同級 

抵達後，導遊接機，乘坐酒店穿梭巴士前往酒店，團友請自行辦理入住手續。 

3 大阪 - 和歌山 - 黒潮海鮮市場 - 圓月島 - 千畳敷 - 三段壁洞窟 - 白濱 (早/晚: 會席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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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 - Wakayama - Kuroshio Market - Engetsu Island - Senjojiko - Sandanpeki - Shirahama (B/D: Kaiseki 

cuisine) 

酒店: Shiraraso Grand Hotel或同級 

黒潮海鮮市場：關西著名的觀光魚市場，內有精彩絕倫的吞拿魚即席拆解表演和各式新鮮魚類海產

出售，絕不能錯過於市場內的餐廳享受一頓新鮮的魚生壽司及燒烤美食。 

圓月島：是一座無人小島，矗立於白濱海岸外，此島的獨特之處在於中央被海水侵蝕成的圓月形狀

缺口。雖然圓月島在任何時間都非常美麗，但是在白日將盡的日落時刻才更能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及其獨特浪漫的氣氛。當金黃夕陽就落在形似圓月的海蝕洞中，是全世界最令人難忘的大自然奇

景之一，讓世界各地的遊客留下難忘回憶。 

千畳敷：從瀨戶崎的前端沿伸向太平洋，由三層的砂岩所形成的大岩盤。由於地質非常軟，受到海

浪經年累月的侵蝕之後，終於形成今日複雜而且獨特的景觀，宛如一席寬大的岩石榻榻米，甚是壯

觀。 

三段壁洞窟：高達 50 公尺的懸崖峭壁，整體看來有如突出海上的屏風，十分壯觀。內藏相傳是古時

候海盜「多賀丸」的藏身洞窟，由上而下高度相差 36 公尺，搭乘快速電梯僅需 14 秒，便能近距離

觀看浪濤由洞窟外往內劇烈衝擊激起的滔天巨浪，魄力十足、令人震撼。 

4 白濱 - 神戶 - 淡路島 - 淡路夢舞台 - 明石海峽大橋 - 南京街 - 神戶港樂園 (早/晚: 日式國產牛涮涮鍋) 

Shiraham - Kobe - Awaji Island - Awaji Yumebutai - Akashi Kaikyo Bridge - Nankin Machi - Kobe 

Harbourland (B/D: Domestic Beef Shabu Shabu) 

酒店: Kobe MerikenPark Oriental Hotel或同級 

淡路夢舞台：位於淡路島被青山綠水所環抱的的複合文化休閒設施，佔地 28 萬平方米，内有會議中

心、酒店、教堂、露天劇場、溫室、噴泉、餐廳、茶館…是建築師安藤忠雄的代表作，他希望來到夢
舞台的客人可以體驗到水、風、光、蔭、天空和大海等大自然的氣息，而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無意體

驗的樂趣，在這裡可飽享無遺。 

明石海峽大橋：是橫跨神戶市與淡路島之間海峽的跨海大橋，是目前世界上跨距第二長的橋樑及吊

橋，並擁有世界第三高的橋塔，高達 298.3公尺。 

南京街：為神戶市一個充滿中國風味的唐人街，3 個主要入口處有拱門，其起源於 1868 年神戶港口

開放給外國人，許多來自南京市的中國移民聚居於此。1920 年代初期，南京街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

區，商業、餐館和住宅林立。現在與橫濱中華街、長崎新地中華街並列為日本三大中華街，是關西

地區的中國文化活動中心。 

神戶港樂園：位於神戶海濱區，是從造船廠發展而成為集娛樂、購物、餐飲於一身的大型綜合設

施，亦是神戶最主要的旅遊景點之一，內有超過兩百多家時尚品牌商店，選擇琳琅滿目。黃昏沿海

濱漫步可欣賞到神戶塔和摩天輪的美麗夜景，並可同時沉醉於 19 世紀的紅磚倉庫和煤氣燈街道的濃

厚歷史氛圍當中。 

5 神戶 - 清水寺 - 金閣寺 - 嵐山 - 渡月橋 - 嵯峨野竹林 - 伏見稻荷大社 - 京都 (早/晚: 日式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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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 - Kiyomizu Temple – Kinkakuji Temple - Arashiyama - Togetsu-kyo Bridge - Bamboo Forest Trail– 

Fushimi Inari Taisha - Kyoto  (B/D: Japanese Set Dinner) 

酒店: RIHGA Royal Hotel Kyoto或同級 

清水寺：建於 794 年，是京都內最古老的寺院，屬於北法相宗派。以精巧的古代建築方法，建出並

無用一根釘、只靠木柱就能堅固於崖邊豎立的舞台。而且它在 1994 年擠身於世界文化遺產之列，是

京都必到的地標性景點。 

金閣寺： 1397 年足利義滿將軍把山莊改建成為禪寺，正式名字為「鹿苑寺」，由於建築金碧輝煌，

故人們又稱之為金閣寺。金閣寺是元寶形三層建築，1950 年焚毀於大火之中，5 年後重建。在鏡湖

池倒映出的寺院，已屬京都的代表性景觀。1994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亦是觀賞紅葉之最佳位

置。 

渡月橋：別名嵐橋，是橫跨在京都嵐山大堰川上的人車兩用橋樑，全長 155 公尺，據說是鎌倉時代

的龜山天皇在某個晴空的夜晚，看到月亮在橋的正上方緩緩的由一邊移動到另外一邊，猶如渡橋因

而得名。渡月橋週邊的嵐山地區是京都西郊觀賞櫻花和紅葉的勝地，風光明媚。 

嵯峨野竹林：竹林內長約 500 米的古樸小徑，是京都嵐山的代表性觀光景點之一，是來嵐山必去的

旅遊景點。穿過竹林可前往世界遺產天龍寺，沿途可聽到風吹過竹葉發出的天籟之音，被評為日本

100種最值得保留的聲音之一。 

伏見稻荷大社：伏見稻荷大社以擁有壯觀連綿的千本鳥居而出名，是其中一個由日本政府指定的國

家重要文化財產。它除了香火鼎盛外，還是一間供奉狐狸的神社，在神社附近都不難看到身為使者

的狐狸石像、雕像，而且到處還有一些特色小吃攤。來到這裡，記得要拍下似是連綿不絕的千本鳥

居，才叫來過伏見稻荷大社。 

6 京都 - 奈良 - 東大寺–神鹿公園 - 大阪 - 心齋橋 - 道頓堀 - 自由活動 (早/午: 壽司定食) 

Kyoto - Nara - Todaiji - Deer Park - Osaka – Shinsaibashi - Doutonbori – Free at Leisure (B/L: Sushi Set) 

酒店: Hotel Nikko Osaka 或同級 

東大寺：東大寺是華嚴宗大本山、南都七大寺之一，建於 728 年，因為建在首都平城京以東而得

名。其主佛殿正面寬度 57 公尺，深 50 公尺，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殿內供奉高 15 公尺以上的盧

舍那大佛像。此寺廟屬於歷史遺跡的其中一部份，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神鹿公園：佔地面積約 500 公頃，是一座集自然綠地與古代建築與文化設施為一體的大型公園。園

內還包括了著名的東大寺、興福寺、春日大社，以及國立博物館和正倉院等古代建築和博物館，附

近的樹林裡放養了約 1200 頭野生的神鹿(梅花鹿)，景致宜人。園內的小鹿十分可愛，會找遊人覓

食。公園內有售專門給鹿食用的小麵餅，買一包餵小鹿也是很有趣的體驗。 

心齋橋與道頓堀：大阪市中心最具標誌性的商業及娛樂購物區，是日本歷史最悠久及最繁忙的商店

街之一。而道頓堀上的固力果霓虹廣告板堪稱世界最有名戶外廣告板，是大阪的著名地標。 

7 大阪  原居地 (早) 

Osaka  Hometown (B) 

早餐後，由導遊安排乘搭酒店專車或機場巴士前往機場，乘搭客機返回原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