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日本印象丨東京+富士山+京都+奈良

+神戶+大阪 本州島8天6晚遊  

    

 時尚購物街銀座 東京地標東京塔 悠久古老的淺草 燈紅酒綠的新宿 六甲山百萬夜景  

    

產品資訊 

團號 NRTKIX8-B   

出發城市 東京 Tokyo   

目的地城市 大阪 Osaka 途經地點 

富士山 Mount Fuji、京都 

Kyoto、奈良 Nara、神戶 

Kobe 

行程天數 8 天 6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3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434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399 = 2399 

【7天】燃油附加費:1 x 35 = 35 

兩人入住：$17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66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799 = 3598 

【7天】燃油附加費:2 x 35 = 70 

兒童價格：$1499 / 人 

 

 

    

出發班期 

 01/06/2023-07/30/2023：週日  

08/18/2023-12/17/2023：週日  

以下日期不發團：04/30/2023  

兩人成團，保證出發  

    



產品特色 

【0購物純玩】不進購物店，100%純玩高品質團。景點門票、小費一價全含。 

  

  

【豪華酒店】東京連住兩晚東京塔下王子酒店或同級酒店；溫泉百選之浜名湖酒店，特別安排了湖景房，臨湖

而居，莫負旅途好時光；大阪連住三晚五星酒店。 

  

  

【精選美食】全程盡享豐富日式美食，大飽口福：溫泉料理、呷哺呷哺小火鍋、釜飯禦膳料理、網紅居酒屋海

鮮丼+烏冬面定食，特別安排大阪日料海鮮歡送晚宴。 

  

  

【不容錯過】古典與摩登相碰撞的夜景遊：東京貴族娛樂場所—

船型屋，覽東京灣風光品日式小火鍋賞歌舞表演；東京最古老神社之一的神田明神，觀日本文化雜 

SHOW；網紅打卡：登東京塔賞東京絢麗多彩的夜景。 

  

  

【兩大古都】以神社佛閣等歷史建築物、庭院、繪畫、傳統活動、京都料理為代表，被稱為“千年古都”的京都

；擁有眾多的古寺、神社和歷史文物的奈良，享有“社寺之都”的稱號，被日本國民視為“精神故鄉”。 

  

  

【尊享旅途】一次性遊覽本州最精彩部分：香火鼎盛『淺草寺』，日本人心靈的故鄉『富士山』登聖嶽五合目

，世界文化遺址『金閣寺』，『伏見稻荷大社』祈福生意、平安，『祗園』藝妓回憶錄，奈良與 『萌鹿』 

親密接觸，神戶『六甲山夜景』日本三大夜景地之一。 

  

  

【特別安排】『新宿都廳展望台』 

鳥瞰東京市區，年輕人潮流聖地澀穀『忠犬八公像』，日本很多電影取景地，霓虹夜生活的代表地『歌舞伎町

』，『北野天滿宮』求學、祈福學業有成，大阪的象徵，日本歷史上的三名城之一『大阪城』。 

  

  

【暢快購物】東京最繁華地區-銀座+新宿，大阪最大的商業購物區-

心齋橋，大阪臨空奧特萊斯自由購物血拼到手軟。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東京成田國際機 (NRT)； 

免費接機時間為：13:00、16:00、19:00、22: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

員匯合的時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KIX)； 

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KIX)，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 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日本東京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自行前往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日本首都東京。 

三餐自理，夜宿飛機上。 

 

    

    

Day 2 抵達東京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日本的首都東京，導遊將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接到您後將安排您前往酒店入住休息，為接下來

的美妙旅程養精蓄銳。 

免費接機機場：東京成田機場機場 (NRT) 

免費接機時間：13:00、16:00、19:00、22: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

匯合的時間，逾時不候。 

 

    

晚上   

酒店：東京王子酒店 Tokyo Prince Hotel 或 同級 

    

    

Day 3 東京深度一日遊 

全天   

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淺草寺。淺草寺是東京歷史悠久、人氣旺的寺院，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供奉的本尊是聖觀音。隨後遊覽仲見世商店街，這是東京最熱鬧的購物街之一。接著前去打卡世

界第一高塔——

東京晴空塔，之後參觀銀座，作為世界上地價最貴的地段，附件設有多家大型百貨公司，世界一線品牌雲集。

下午前往東京的紐約時代廣場——

澀谷，這裡是日本潮流文化的匯聚之地，在澀谷車站你還能夠看到為了紀念忠犬八公二建造的雕像。隨後前往

新宿都廳展望臺。東京新都廳是兩棟相連的45層摩天大樓，頂樓免費對外開放，可鳥瞰整個東京都，遠眺富士

山。隨後遊覽新宿歌舞伎町。這裏從深夜到黎明，人群絡繹不絕，是個標準的不夜城，是東京最繁華的娛樂中

心之一。 

  

行程安排： 

淺草寺（30分鐘）→ 仲見世商店街（30分鐘，遠眺東京晴空塔）→ 銀座（80分鐘）→ 澀谷（40分鐘）→ 

忠犬八公像（20分鐘）→ 新宿都廳展望臺（30分鐘）→ 新宿歌舞伎町（50分鐘）→ 酒店 → 

東京夜景遊（自費，2人成團，體驗最古典的日本文化和最摩登的都市潮流） 

  

東京夜景遊行程安排： 

屋形船之旅：覽東京灣風光品日式小火鍋賞歌舞表演（60分鐘）→ 參觀神田明神，觀看日本文化雜 

SHOW（60分鐘）→ 登東京塔觀賞東京夜景（45分鐘） 

 

    

上午   

淺草寺 Sensoji Temple 

淺草寺是東京歷史悠久、人氣旺的寺院，也是淺草地區的中心，供奉的本尊是聖觀音。它始建於7世紀，因屢遭

火災，後被重建。相傳因三位漁民出海捕魚時撈起了一座約5.5釐米高的金觀音小雕像，才修建了這座廟宇。淺

草寺的象徵是入口處的風雷神門，左右分別是鎮守寺院的風神和雷神，大門上掛著寫有“雷門”兩字的巨大紅燈

籠，非常氣派。門後掛著兩個巨大的草鞋。門內是通往寺廟廣場的仲見世商店街，一字排開的諸多店鋪擺滿了

各種日本風情的小商品，如傳統的扇子、紙制的小玩意等。來到淺草寺主廣場會看到寶藏門，從這進去是百來

米的鋪石道，通向供奉觀音像的本堂。廣場上有一個巨大的香爐，很多人往自己身上扇煙，以庇護健康。本堂

的屋頂很有特點，有明顯的傾斜度，屋脊顯得相當高聳，造型結構鮮明醒目。東邊不遠處的另一個出入口叫二

天門，是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產。此外，淺草寺內還有許多建築物和史跡，值得細細觀賞。 

 

仲見世商店街 Nakamise-dori Street 

仲見世商店街是日本非常古老的商業街之一，是從雷門通往淺草寺前廣場的一條參拜道路。在這條約250米的道

路兩側有近百家店鋪，販賣各式各樣的土特產、食品等，常年有熙熙攘攘的遊客，非常熱鬧，是挑選紀念品的

好地方。穿過雷門就到了仲見世商店街，筆直的道路兩邊是各家店鋪統一的燈飾招牌，綠色屋頂下經常掛起紅

燈籠，很有特色。店裡的商品從富有傳統趣味的玩具、浮世繪、工藝小物件、和果子到和服、舞蹈服裝等，琳

琅滿目。 

 



東京晴空塔 Tokyo Skytree 

作為東京地標的東京晴空塔高634米，是世界第一高塔。東京晴空塔位於東京東側的“淺草”，“錦系町”和“兩國”

的附近，這裡以前是東京的手工業地區，遺留著傳統的江戶文化，保留著日本傳統工藝的手工製作技術，是推

動東京發展的地區。 

 

銀座 Ginza 

銀座是東京有名的商業區，也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繁華地段，世界聞名的旗艦店，百貨和各種百年老店等，與

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紐約第五大道齊名，可以在各種影視鏡頭中看到銀座的景象。銀座有 8 

條大街，從一丁目到八丁目由中央大街貫通，其中又以四丁目十字路口最為繁華。每到週六、周日，從中午到

傍晚，銀座的主要道路禁止車輛通行，變成“步行者天國”。銀座作為日本高檔消費的代名詞，令無數遊客流連

忘返，然而隨著平價品牌店鋪的陸續登陸，銀座也變得更加 

“平民化”。以中央大街和晴海大街相交叉的銀座四丁目十字路口為中心，和光、三越、松屋等高檔百貨店、高

級珠寶店及高級餐廳鱗次櫛比。 

 

 

    

下午   

澀谷 Shibuya 

澀谷是澀穀站附近的商業娛樂區，與新宿、池袋並列為東京三大副中心，是東京繁華的街區之一。澀谷是年輕

人文化的發源地，在這個24小時不眠的街區，聚集著各種潮流時尚店鋪、餐館、酒吧、娛樂中心等，還經常能

看到街頭樂隊的演出。 

 

忠犬八公像 Hachiko Memorial Statue 

澀谷十字路口已成為忠犬八公的代名詞，這只著名的忠犬每天會陪主人上野教授到澀谷車站，在那裡等待主人

下班，直到有一天教授在工作時突發腦溢血去世。然而，在之後的9 

年裡，忠誠的八公仍然繼續堅持每天等待他的主人下班回家。八公的故事引起了大眾的注意，為表彰它的忠誠

，1934年澀穀站外豎立了一座八公的雕像。不幸的是，八公於次年去世，但它的故事卻在日本和世界各地一直

流傳了下來。 

 

新宿都廳展望臺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Building Observatory 

東京新都廳是兩棟相連的45層摩天大樓，202公尺，從東京都廳雙子塔1樓搭乘專用電梯，55秒即可到達距地面2

00多米的展望臺。頂樓開放給民眾免費參觀，可鳥瞰東京都，天氣好的話還可遠眺富士山，在展望臺的窗邊有

詳細的導遊指南，可對照一下所看到的景物。要是看累了，可以在展望臺裏面的咖啡廳喝一杯休息片刻，邊欣

賞東京的景色，邊品嘗咖啡的美味。除了在展望臺觀景，東京都廳本身也是一棟值得觀賞的摩天樓，站在樓底

廣場上能仰拍到全景。 

 

新宿歌舞伎町 Shinjuku Kabukicho 



無論在《銀魂》《城市獵人》等動漫作品，還是在成龍主演的電影《新宿事件》中，都能找到歌舞伎町的影子

。歌舞伎町是東京的娛樂中心之一。這裡緊挨交通樞紐新宿車站，是飲食店、遊藝設施和電影院等集中的歡樂

街，從深夜到黎明，人群絡繹不絕，是個標準的不夜城。 

 

 

    

晚上   

屋形船之旅 The yakatabune 

在屋形船上，您可以享用到精心為您準備的精美晚餐。船的上下兩層可以欣賞到不同的歌舞才藝表演。船艙內

，您可以觀看到日本傳統樂器演奏以及歌舞表演；船頂，您可以欣賞到現代樂器演奏以及歌舞表演。把傳統經

典和現代摩登融於一體，給您味覺、視覺、聽覺上的三重享受。於此同時可以將東京灣的美景盡收眼底！ 

 

神田明神 Kanda Shrine 

【神田明神】從神田明神鳥居的那一刻起，我們開始真正瞭解到日本最大宗教神道教，也開始淨化我們的心靈

，瞭解人世的意義。經過神社秀的表演讓我們瞭解了人生的意義，讓我們知道如何重新去面對我們的人生。  

【神田明神招財貓】據說神田明神的招財貓非常有名，更是靈驗！當然您還必須瞭解到什麼樣子的招財貓是招

財的，舉哪只手的招財貓是招福的，什麼顏色的招財貓是招桃花的，等等。  

【觀看日本文化雜秀】前往神田神社，參觀東京夜景傳說的第二處，欣賞神田神社的夜景並觀看神田神社秀。 

 

東京塔 Tokyo Tower 

東京塔的正式名稱為日本電波塔，是東京觀光必遊景點，這座紅白色鐵塔以巴黎埃菲爾鐵塔為範本而建造。作

為東京的標誌之一，東京塔的形象和名字也頻繁出現在影視劇、小說、音樂等藝術作品中。瞭望台是一個 20 

米見方的房間，四周用整塊的大玻璃鑲裝，遊客置身其中，能360度將東京的城市景觀盡收眼底，高樓建築、公

園、寺院神社、東京灣、遠處的群山等等一覽無遺。 

 

 

    

晚上   

酒店：東京王子酒店 Tokyo Prince Hotel 或 同級 

    

    

Day 4 東京 - 汽車 - 富士山 - 汽車 - 浜名湖地區 

全天   

酒店內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皇居和二重橋。皇居是日本天皇居住的宮殿，二重橋位於皇居正門前

，橫跨內護城河，是公認的日本標誌。之後，遊覽富士五湖中最大的山中湖，也是富士五湖中最高的一湖。隨

後，乘車前往富士山五合目。富士山是日本國內的最高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被日本人民譽為“聖

嶽”，是日本民族的象徵。下午我們將前往浜名湖地區溫泉酒店辦理入住。日本湖泊眾多，濱名湖是其中為數不



多的鹹水湖，活躍的地殼運動使得濱名湖沿岸溫泉遍佈，懂得享受的日本人將泡溫泉作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所以這裡更是日本著名的度假勝地。我們為各位貴賓安排了湖景房，臨湖而居，莫負旅途好時光。 

  

行程安排： 

皇居和二重橋（30分鐘）→ 山中湖（30分鐘）→ 富士山五合目（40分鐘）→ 浜名湖地區溫泉酒店 

  

特別說明： 

1. 若因天氣原因無法登富士山五合目，將改為前往忍野八海（40分鐘）遊覽。 

2. 10/21-11/18 

楓葉季期間，山中湖將改為前往河口湖楓葉回廊，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影響，請以實際所見為准，敬請理

解。 

3. 3/19-

4/24櫻花季期間，將追加千鳥淵護城河賞櫻，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影響，請以實際所見為准，敬請理解。 

 

    

上午   

二重橋 Nijubashi Bridge 

二重橋位於皇居正門前，橫跨內護城河，是公認的日本標誌。二重橋是通向皇宮的特別通道，有皇宮護衛官儀

仗隊在把守。二重橋無疑是東京都內很好的拍照地點之一，在這裡可以同充滿江戶遺風的皇居合影留念。從皇

居前方的廣場望向宮殿方向，可以看見石造的“正門石橋”與後面鐵造的“正門鐵橋”兩座橋，但“二重橋”其實是指

後方正門鐵橋，因護城河水深，舊橋較低，所以在橋上又搭了一座橋，稱為二重橋。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呷哺呷哺小火鍋 

    

下午   

山中湖 Lake Yamanakako 

富士五湖之一，為富士五湖中最大的湖泊，也是富士五湖中最高的一湖，在全日本則是第三。不過也是富士五

湖中最淺的一湖。為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的一部分。 

 

富士山 Mount Fuji 

富士山在日語中的意思是“火山”，橫跨靜岡縣、山梨縣。這座被日本人奉為“聖岳”的山峰在1707年噴發後，休眠

至今，這座休眠的火山是日本的一大象徵。2013年6月，被第37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富士



山-

神聖之地和藝術啟迪之源”。富士山被八峰環繞，統稱“富士八峰”。在富士山周圍方圓一百多公里的範圍內的人

們可以看到它圓錐形的輪廓，終年積雪，巍然屹立於天地之間，無比神聖莊嚴。 

 

 或者  

忍野八海 Oshino Hakkai 

忍野八海位於山梨縣山中湖和河口湖之間的忍野村，是一個湧泉群，源於1200多年前，由富士山融化的雪水經

過地層過濾而成。它錯落有致地散佈著八個清泉小池，分別為禦釜池、底無池、銚子池、濁池、湧池、鏡池、

菖蒲池、出口池。這些泉水池差不多都是8-

10米深，清澈見底，池中有各種魚類，映襯著周圍的花草樹木，景色自然而精緻，非常漂亮。而這裡也是觀看

和拍攝富士山的好地方。2013年作為富士山的組成資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溫泉酒店料理 

    

晚上   

酒店：濱名湖溫泉度假村海洋酒店 (Hamanako Resort & Spa The Ocean) 或 濱名湖裡斯特酒店 (Hotel Listel 

Hamanako) 或 濱名湖酒店 (The Hamanako) 或 同級 

    

    

Day 5 浜名湖地區 - 汽車 - 京都 - 汽車 - 大阪 

全天   

酒店內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伏見稻荷大社。神社供奉稻荷神，稻荷神是農業與商業的神明。在神

社裏，還能見到各式各樣的狐狸石像，是京都地區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電影《藝伎回憶錄》曾在神社內的千

本鳥居取景拍攝，小千代跑過的橘紅色隧道就是千本鳥居。午餐後，我們將前往金閣寺，金閣寺將所在時代的

傳統文化和新興文化融為一體，是室町時代建築的代表傑作。隨後，前往祗園和花見小路，這裡極具日本文化

的特殊性，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去體味那種獨一無二的歷史傳承。之後前往供奉學問之神的北野天滿宮

，這裡擁有百年樹齡的紅楓和梅花，是賞楓賞梅的好去處。隨後來到八阪神社參觀，八阪神社供奉素戔嗚尊、

櫛稻田姫命、八柱禦子神等神明，每當袛園祭舉行之時會有大批日本民眾前來祈求平安。 

  

行程安排： 

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60分鐘）→ 金閣寺（包含門票，30分鐘）→ 北野天滿宮（30分鐘）→ 



祗園&花見小路（60分鐘）→ 八阪神社（20分鐘）→ 酒店 

  

特別說明： 

1.10/21-11/18 

楓葉季期間，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將改為前往嵐山渡月橋遊覽，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影響，請以實際所

見為准，敬請理解。 

2. 3/19-

4/24櫻花季期間，行程將追加圓山公園賞櫻，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影響，請以實際所見為准，敬請理解。 

 

    

上午   

伏見稻荷大社 Fushimi Inari Shrine 

伏見稻荷大社是位於京都南邊的一座神社，香客眾多。這裡較為出名的要數神社主殿后面密集的朱紅色“千本鳥

居”，是京都代表性景觀之一，也曾出現在電影《藝伎回憶錄》中。伏見稻荷大社的入口矗立著由豐臣秀吉於15

89年捐贈的大鳥居，後面便是神社的主殿及其他建築物。在神社裡，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狐狸石像，這是因為

狐狸被視為神明稻荷的使者。逛完主建築，繞到主殿后面就是千本鳥居的入口。成百上千座的朱紅色鳥居構成

了一條通往稻荷山山頂的通道，其間還有幾十尊狐狸石像。走進千本鳥居，老朽褪色的暗紅色牌坊和光鮮亮麗

的朱紅色牌坊密集地交織在一起，透過陽光的照射顯得格外壯觀迷人，視覺上相當震撼，吸引了許多喜愛攝影

的朋友。 

 

千本鳥居 Senbon Torii 

鳥居是日本神社建築物，主要用以區分神域與人類居住的世俗界，代表神域的入口。千本鳥居位於伏見稻荷大

社，從山腳到山頂，密密麻麻而又有秩序排列著萬座鳥居。每一個鳥居的背面都刻建造年份和商社、公司的名

稱。走進千本鳥居，老朽褪色的暗紅色牌坊和光鮮亮麗的朱紅色牌坊密集地交織在一起，視覺上令人震撼。電

影《藝伎回憶錄》曾在此取景拍攝，小千代跑過的橘紅色隧道就是千本鳥居。 

 

 或者  

嵐山 Arashiyama 

嵐山是京都市西郊的一處自然觀光勝地，享有“京都第一名勝”的美譽，因山中櫻樹和楓樹搖擺時發出的沙沙響

聲，宛如暴風雨而得名。這裡的櫻花和紅楓都非常有名，而風光秀美的嵯峨野竹林也流露著京都獨特的韻味。

橫跨桂川的渡月橋是嵐山的標誌性景觀，保留著木造結構的橋身與背後樹木繁茂的群山構成一幅美不勝收的山

水畫卷。站在渡月橋上環顧四周，嵐山隱約如黛、松櫻密佈，橋下碧波蕩漾、流水潺潺，令人頓覺幽靜出塵、

詩意盎然。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釜飯禦膳料理 

    

下午   

金閣寺 Kinkakuji (Golden Pavilion) 

金閣寺本名是鹿苑寺，由於寺內核心建築舍利殿的外牆全部貼以金箔裝飾，故昵稱為“金閣寺”。春秋兩季是金

閣寺的旅遊旺季，但實際上這裡的景致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美貌，無論是深秋的似火紅葉還是冬季的白雪銀裝，

都映襯出金閣寺的別致，令人著迷。這座三層的樓閣每一層都有不同的建築風格，金閣寺的華麗，將所在時代

的傳統文化和新興文化融為一體，是室町時代建築的代表傑作。不僅被日本指定為“特別名勝”，也是聞名遐邇

的“世界文化遺產”。 

 

北野天滿宮 Kitano Tenmangu Shrine 

在京都眾多的神社之中，學生一族最愛的就是這座北野天滿宮了，原因是這裡供奉著日本的“文曲星”——

菅原道真。菅原道真是當時的大詩人，又以學識過人出名，卻因小人的讒言被流放，病死途中。菅原道真死後

，京都陸續出現各種靈異事件，天皇認為是他的怨靈所致，於是就興建了這座北野天滿宮以告慰亡靈。此後許

多考生都會來到北野天滿宮求一個保佑學業成就的禦守，希望學問之神能保佑自己考上理想的學校。另外，北

野天滿宮裡栽種了一千多株菅原道真最愛的梅花，2月底到3月中開放，是有別於櫻花的一道風景。 

 

祇園 Gion 

祇園位於八阪神社前、鴨川到東大路通之間的四條通沿街，是京都有名的藝伎區。這裡的街道和建築大多維持

著舊時的樣貌，是感受京都古韻的好地方。窄而深的木制町屋結構很有特色，從正面看起來只有5、6米寬的房

子，很可能深達20多米。 

 

花見小路 Hanamikoji Dori 

在京都祇園有一條花見小路，“花見”在日語中意為賞花，不過這裡並沒有櫻花，而是舊時古城的風月之地。花

見小路從江戶時代起就是整個日本有格調的花柳街，也是現在為數不多的尚能看到藝伎的場所。花見小路由北

到南長約1公里，當你穿過車水馬龍的四條通，踏進石板鋪砌而成的花見小路，就能看見一間間門面精巧、擋有

垂簾的茶屋、居酒屋等。 

 

八阪神社 Yasaka Shrine 

八阪神社位於日本京都東山地區，是日本約三千座八阪神社的總本社。八阪神社原本被叫做“祇園神社”、“祇園

社”、“祇園感神院”，後來因神佛分離之後，改名叫做八阪神社。八阪神社供奉的是素戔嗚尊、櫛稻田姫命、八

柱禦子神等神明，八阪神社每年舉辦的祭祀活動叫袛園祭，它與東京的神田祭，大阪的天神祭並稱為日本的三

大祭。每當袛園祭舉行之時會有大批日本民眾前來祈求平安。 

 

 



    

晚上   

酒店：貝嘉露斯海景酒店 (Hotel Bay Gulls) 或 同級 

    

    

Day 6 大阪 - 汽車 - 奈良 - 汽車 - 大阪 

全天   

享用早餐後，我們將遊覽大阪城公園。大阪城公園也是每個遊客來到大阪必打卡的地點之一。綠瓦白牆的天守

閣矗立于公園正中，在藍天白雲綠植的映襯下，天守閣顯得格外宏偉，是大阪無可代替的象征。公園裡的石垣

和護城河也是不可錯過的建築奇觀！隨後來到大阪最熱鬧的商業區心齋橋和道頓崛，各類商品琳瑯滿目，美食

小吃引人垂涎。下午驅車前往千年古城奈良，在奈良公園里和機靈的小鹿愉快玩耍吧！最後參觀當今全世界最

大的木造建築東大寺和日本重要的祭祀場所春日大社。 

  

行程安排： 

大阪城公園&石垣和護城河（60分鐘，外觀天守閣）→ 心齋橋（90分鐘）→ 道頓崛（45分鐘）→ 奈良 

→ 奈良公園（30分鐘）→ 東大寺（30分鐘，不進大佛殿）→ 春日大社（30分鐘）→ 大阪 

 

    

上午   

大阪城公園 Osaka Castle Park 

大阪城公園位於大阪的中央，園內的標誌性景觀是大阪城天守閣，還有可以欣賞四季花卉的西之丸庭園和梅林

，軟式棒球場、野外音樂堂、橄欖球足球場等公共設施也很齊全。大量巨石堆砌的石垣是德川大阪城固若金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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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觀的遊客無不驚歎建築的雄偉。 

 

心齋橋 Shinsaibashi-suji Shopping Street 

道頓堀是一條位於日本大阪府大阪市的運河，以鄰近的戲院、商業及娛樂場所聞名。這裡也是大阪美食的發源

地。日本人常說“吃在大阪”，可見這裡的飲食店之多，還有成片的娛樂設施，是最受大阪市民歡迎的地方。邊

上的心齋橋是位於日本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的商業購物區，這裡既有各種精品屋、專賣店和大商場，也可以品

嘗地道的大阪美食，大阪燒、串炸、章魚燒、拉麵等日式料理。 

 

道頓堀 Dotonbori 

道顿堀位于心斋桥的南端，是大阪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也是地标级的美食据点。这里几乎囊括了大阪所有特

色美食，拉面、章鱼烧、铁板烧、旋转寿司、河豚料理等应有尽有。最著名的是“大阪王将”和“蟹道乐”，来到大

阪，怎能不去吃这两家全国知名的正宗日料呢。到了霓虹灯闪烁的夜晚，这里更是热闹非凡。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居酒屋海鮮丼+烏冬面定食 

    

下午   

奈良公園 Nara Park 

奈良公園位於奈良市區的東側、春日山腳下。公園中一年四季景色優美如畫，在開闊的草甸上生活著成百上千

隻野生梅花鹿，公園周圍還聚集著東大寺、春日大社等名勝古跡。公園內景色宜人，春季嫩枝發芽、秋季滿園

楓葉，在奈良很容易看到小鹿，而奈良公園則是鹿群較為集中的地方，因此也有人稱它為“梅花鹿公園”。 

 

東大寺 Todaiji Temple 

東大寺是日本華嚴宗大本山，又稱為大華嚴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等。位於平城京(今奈良)東，是南都七大寺

之一，距今約有一千二百餘年的歷史，是當今全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大佛殿是東大寺的正殿，也叫金堂，建

造於1709年，正面寬57米，深50米，氣勢磅礴且透露著古樸韻味，雖只有原建築的三分之二大，但它是世界上

非常龐大的木造古建築。1998年，東大寺作為古奈良的歷史遺跡的組成部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春日大社 Kasuga Taisha 

春日大社是日本神道教的宗教參拜場所，建立於710年，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錄。它供奉的是藤原家的

四位守護神靈，如今是全日本重要的祭祀場所。整個神社依靠在春日山山腳下，周圍被蒼翠秀麗的植被所環抱

著，春日山向來禁止砍伐，因此這裡的一切都顯得自然而古意。春日大社參道兩旁是數不清的爬滿青苔的石燈

籠，石燈籠通常由信徒奉納，用於照明和驅邪。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自助歡送晚宴：海鮮大餐 

    

晚上   

酒店：貝嘉露斯海景酒店 (Hotel Bay Gulls) 或 同級 

    

    

Day 7 大阪 - 汽車 - 神戶 - 汽車 - 大阪 

全天   



今天我們將在神戶遊覽。早餐後前往神戶的北野異人館街，保留了大量之前遺留的西洋風格建築。洋館之間點

綴著精品店、咖啡店、小餐館和花店，整個區域瀰漫著優雅的異國情調。下午前去另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景點

——

神戶港，拍著照片，吹著海風，度過悠閒的午後時光。接著來到日本最古老的溫泉之一有馬溫泉，古老的旅館

、土特產商店、寺院林立的溫泉街，磺煙飄散，神社寺廟古味濃厚，漫步有馬充滿風情的街道，徜徉悠久醇厚

的日本歷史，仿佛來到了世外桃源一般。最後前往有“日本三大夜景地”之稱的六甲山，在山頂俯瞰神戶全景。 

  

行程安排： 

大阪 → 神戶 → 北野異人館街（90分鐘）→ 神戶港（30分鐘）→ 

有馬溫泉街（90分鐘，可體驗有馬溫泉的足湯）→ 六甲山賞夜景（60分鐘，可自費乘坐六甲山纜車）→ 大阪 

  

推薦自費參加有馬溫泉日歸溫泉： 

金の湯 地址： 神戸市北區有馬町 833，金湯含有豐富的鐵和鈉元素，接觸空氣後變成鐵銹色，故名金湯。  

費用：成人 650 円、小學生 340 円、足湯免費，定休日：每月第 2、4 個週二及 1 月 1 日   

銀の湯 地址： 神戸市北區有馬町 1039-

1，銀湯是無色無味的碳酸泉，據說對各種骨關節病、肌肉疼痛有一定療效。 費用：成人 550 円、小學生 290 

円，定休日：每月第 1、3 個週二及 1 月 1 日  *金湯銀湯兩館聯票 850 円* 

價格僅供參考，如您需要參加請以實際支付為準。 

 

    

上午   

北野異人館街 Kitano-cho 

北野至今仍留存著明治時代遺留下來的異人館（外國人居住的西洋風格建築），隨著1968年神戶港口的開放，

異人館逐漸增多，使北野異人館街充滿了異域風情。現在公開的異人館共有二三十處，矗立在街角的白色西式

建築，有許多賞心悅目的景點，建於1909年的風見雞館，是神戶異人館的代表性建築；紅磚外牆和新藝術派的

室內裝飾協調優美、華麗氣派，室內陳設的當年的傢俱，也極有價值，還有建於1903年，曾是美國總領事邸宅

的萌黃館等。 

 

 

    

下午   

神戶港 Port of Kobe 

神戶港是日本最重要的工商業港口之一，自明治時代便是外國人居留的地區，充滿了異國風情。港區建築以現

代設計感和燈光效果聞名，其中神戶港塔、海洋博物館及馬賽克摩天輪是神戶港標誌性的建築景觀。 

 

有馬溫泉 Arima Onsen 

有馬溫泉是日本最古老的三大溫泉鄉之一，歷史可追溯到千百年前，因其良好的地理環境、自古以來就深得人



們的喜愛。古老的旅館、土特產商店、寺院林立的溫泉街，磺煙飄散，神社寺廟古味濃厚，漫步有馬充滿風情

的街道，徜徉悠久醇厚的日本歷史，仿佛來到了世外桃源一般。小鎮還有有馬溫泉的足湯體驗，可以泡著足湯

欣賞著小街的美景，美哉美哉；這裡還有一種叫碳酸煎餅的零食，非常有名，據說是由江戶時代衍傳至今，已

有 300 多年歷史，很多商家都是現場製作，而且也有禮盒包裝，帶回國送親朋好友也是不二選擇。 

 

六甲山 Mountain Rokko 

六甲山位於神戶附近，山區被指定為瀨戶內海國立公園，山上的展望台海拔高達737.5米，從這裡能將神戶港夜

晚的全景盡收眼底，被稱為“日本三大夜景地”之一。六甲山是關西地區最大的戶外休閒度假地，從六甲山上有

直通有馬的纜車，是前往有馬地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 

 

 

    

晚上   

酒店：貝嘉露斯海景酒店 (Hotel Bay Gulls) 或 同級 

    

    

Day 8 大阪 - 飛機 - 原居住地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日本旅程，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KIX)。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酒店距離機場車程約10分

鐘左右。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五晚 Booking 評分 8.0 分以上的4-5星酒店，一晚特色溫泉酒店泡湯體驗。 

  

  

2. 中文導遊及服務費。 

  

  



3. 行程中所含項目用車。 

  

  

4. 

酒店內早餐，五頓特色餐：溫泉料理、呷哺呷哺小火鍋、釜飯禦膳料理、網紅居酒屋海鮮丼+烏冬面定食、大阪

日料海鮮歡送晚宴。 

  

  

5. 行程中的景點門票：金閣寺。 

 

 

費用不含 

1. 行程中部分午餐和晚餐。 

  

  

2. 全程機票、簽證費及辦理費用。 

  

  

3. 境外個人消費（包含但不限於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4.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東京夜景遊 Tokyo Night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45.00

； 

東京夜景遊行程安排：屋

形船之旅：覽東京灣風光

品日式小火鍋賞歌舞表演

（60分鐘）→ 

參觀神田明神，觀看日本

文化雜 

SHOW（60分鐘）→ 

登東京塔觀賞東京夜景（

45分鐘）。 



包含屋形船票及晚餐、東

京塔門票、導遊服務及往

返交通。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日本酒店住宿安排兩人一室，房型不可指定。遇日本連休期，酒店十分緊張，如房間爆滿時，則部分酒店有

權免費為客人升級為一人一間單間入住，或調整酒店入住前後順序、酒店區域、酒店等級等。另外每個酒店都

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

型和所處位置。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9.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0.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 根據日本觀光局的規定，跟團行程期間，遊客不得脫離團隊行程而自行活動，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產生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

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團隊行程中如有自由活動安排，如客人有自己的安排行程，請一定注意財務與人身安全。千萬不可與當地非

正規旅行社私自接洽活動項目，若由此產生人身傷害、法律責任或財產損失等等，均由客人自行承擔相應責任

。 

10.根據日本國情，日本人都非常有節能環保的的意識，鑒於此司機對旅遊大巴車輛啟動空調的時間亦有要求，

旅遊者可能結束遊覽後，進入旅遊大巴時，溫度冷熱還不太適宜，請平靜下來等待空調調整溫，不變之處情景

理解。 

11.境外行程中客人自行購買的物品，屬遊客個人消費行為，根據日本商品管理條例，商品一經賣出，概不退換

，請各位貴賓在買之前，仔細考慮清楚。如因此產生的商品糾紛或損失，請貴賓自行承擔責任，旅行社不承擔

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