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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時刻暫定；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台北 ✈ 關西空港(1hr20min)東大寺(50min) HOTEL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以說明會資料為主），由親切熱忱的導遊協助您辦 
 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日本關西國際空港』。 

 特別事項:此團為專屬團，還有小港機場出發。 
 景點介紹： 
 【關西國際空港】是位於日本大阪府的機 

 場，坐落於大阪灣東南部的泉州近海離岸 5 
 公里的人工島上，面積約 1,067.7 公頃。關西 

第一天 國際機場於 1987 年動工興建、1994 年 9 月 4 

 日完工啟用，是世界第一座完全以填海造陸 

5/18(四) 建成的機場，它同時也是一座海上機場，可 

 不受宵禁限制的 24 小時運作。 
 【東大寺】於西元 199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登錄為世界遺產的「東大寺」，是 1200 年 
 前聖武天皇在奈良時代虔心傳播佛教時，為 
 祈求國家安定與人民幸福而創建的寺院。正 
 式名稱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的東大 
 寺，自創建以來遭遇兩次戰火蔓延而燒毀， 
 現存的大佛殿建築為江戶時代中期（ 1709年） 
 縮小規模後重新建造而成。 
  

早餐：X  壽司便當+日式綠茶+當季水果 ：飯店內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橿原溫泉ロイヤルホテル或同 級 

飛行日 

05/18(四) 

05/22(一) 

航 公司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航班 

CI166 

CI167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高雄 大阪 07:00 

大阪 高雄 12:00 

抵達時間 

11:00 

14:15 

05/18(四) 中華航空 CI156 桃園 大阪 08:20 12:00 

05/22(一) 中華航空 CI157 大阪 桃園 13:10 15:10 

 
 



 

 
 

 
 

 
 

 
 

 

 

 
 

 

 

 

 

 

 

 

 

 

 

 

 
第二天 

5/19(五) 

HOTEL(1hr30min)關宿古街散策 (1hr)參訪大同特殊鋼 知多工場(1hr) 

HOTEL 

 
景點介紹： 

【關宿古街散策】關宿是來往江戶與京都時必經 

的東海道上的驛站，同時也是通往伊勢街道的伊

勢別街道的入口。以前人們要從關西方面前往伊

勢神宮參拜時會走伊勢街道，而關宿就位於通往

伊勢街道的伊勢別街道的入口上。所以時至今日

，從伊勢神宮搬過來的鳥居作為關宿的地標依然

聳立在這裡。現在街道兩旁還存有 200 棟以上江

戶時代後期到明治時代所建的商家，1984 年時還

被選定為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下午: 

【參訪大同特殊鋼 知多工場】 

 

：飯店內享用 

 

：日式御膳料理 
：燒肉+軟、硬飲料吃到飽 或會席料理

或涮涮鍋吃到飽 

：名古屋希爾頓 或 同級 



 

 
 

 

 
 

 
HOTEL(10min)名古屋城~~含入場卷(30min)熱田神宮(1hr)關市~日本刀鍛 

 冶見学体験+居合斬り実演見学(1hr20min)HOTEL 

  
景點介紹： 

【名古屋城】這是一座被指定為第一個國寶 

 的著名城堡，擁有 以及堅固的鐵牆防禦堡 

 壘。 歷史上總建築面積最大的大型天守閣， 

 華麗的本丸宮殿， 即使在戰爭中被大火燒毀 
 後，作為日本最好的城堡之一被指定為國家特 

 別史蹟， 復原後的本丸御殿還生動地再現了 
 昔日的風貌。 

 特別事項: 
 若遇到天守閣，維修、保養等，無法上天守閤時，恕不退費。 

第三天 【熱田神宮】熱田神宮是位於名古屋市南部 

鬱鬱蔥蔥的神苑，每年都有近 700 萬人的參 

5/ 0(六) 
拜者，熱鬧非凡。不用說名古屋，全國人們 

都把熱田神宮當做“心靈的故鄉”，敬以無 

 限的崇敬和信仰。這裡還供著三種神器之一 

 的草薙神剣，自古以來朝廷和武將都很崇敬 

 它，被認為是僅次於伊勢神宮的大宮。古時 

 是尾張造樣式，1893 年（明治 26 年）改建為 
 神明造樣式。 

【關市】富有歷史色彩的關市位於岐阜縣南 

 部，因其盛產品質精良的刀劍而聞名於世界。 

 從室町時代（1338‐1573 年）開始，這座城鎮 

 便一直是日本的製刀中心，聚集了超過 300 位 

 工匠，所以關市還有個帥氣的名稱：“刀劍之 

 城”。岐阜縣關市與德國、英國並列「世界三 

 大刀刃地」來到此地除了可以看到用武士刀砍 
 竹子的居合斬表演外，還可以體驗武士刀製作 

：飯店內 ：味之彩日式御膳 ：飯店內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 ⻑濱溫泉ロイヤル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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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5/21(日) 

HOTEL(20min)彥根城(1hr20min) 宇治市~遊船(船上享用鰻魚便當)抹茶體驗+ 

和菓子(10min)世界文化遺產~平等院(50min)H TEL 

 
景點介紹： 

【彥根城】彥根城歷史悠久，最早是在 1600 年，由

當時的將領，也就是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領

功後計劃建造，但 1602 年直政過世，長子井伊直勝 

（又名直繼）繼承父業，在 1603 年，彥根城才開始

動工興築，當時彥根城的地理位置兼具保衛和戰略

優勢，對關原之戰爆發後的戰亂有穩定效果。 

【宇治市】宇治茶與「静岡茶」、「狹山茶」並稱

為「日本三大茶」的綠茶，主要產地為京都、奈良、
滋賀和三重共計 4 個縣市，茶葉由京都府的業者加 

工，就稱為宇治茶。茶葉被研磨過才成為熟知的「抹

茶」，茶葉品種也較為不同，但現在大家多半直覺認

為宇治的代表就是抹茶 

【平等院】平安時代永藤原賴通作為自己的別墅修

建了平等院。院內以阿字池為中心配置的庭園，圍
繞著銀白的沙濱與卵石，借景宇治川與對岸的山 

巒，櫻花、杜鵑花和蓮花每年噴芳吐艷，傳達超脫

的仙境和極樂淨土的氣氛，為平安時代典型的「淨

土庭園」，日後影響日本寺廟佛院的庭園造景。院

內主要建築有阿彌陀堂，又稱鳳凰堂，堂內有尊國

寶阿彌陀如來坐像，是藤原文化的代表之作；圍繞 

著阿彌陀如來像的 51 座「雲中供養菩薩」更是日本 

美術史上的至寶。附的博物館「鳳翔館」展示著名 

國寶，平等院還被用來作為日本 10 圓硬幣及 1000 圓 

紙鈔的圖案；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特別事項: 1.今日中餐於宇治船上享用傳統餐食「鰻魚飯」，將以日式便當方式提供， 

 體驗日本在地生活。 

2. 日本便當以生冷為主，便當食材無湯湯水水，才能將便當與鰻魚做完美結 ，  

品嚐最佳風味。 

3. 如船班以滿 或 不可抗拒因素取消船班，改餐廳內用宇治御膳料理 

：飯店內享用 ：鰻魚便當+ 品 ：飯店內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阪希爾頓或同 級 



 

 
 

   

 

 

第五天 

5/ 2(一) 

HOTEL(1hr)→關西空港 ✈ 台北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用過早餐後您可抓緊時間輕鬆逛街購物，專車

前往【關西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北或高雄，結束愉快的日本中部參訪之旅。 

：飯店內享用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行程備註： 

1. 搭乘直航班機(台北/日本關西機場來回經濟艙機票，一經確認即不可取消或延期)。 

2. 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每位旅客可享有免費托運行李來回 1 件 23 公斤及免費 提機上行李 7 公斤。 

4. 此團為特殊參訪團，以 30 人，45 人坐 (大巴)報價，並派領隊隨團服務。 

5. 使用合法營業用綠牌車，安排專業、親切、貼心的資深導遊為您服務。 

6.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 

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

土交通省） 

7. 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 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 

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

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

， 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8. 有關飛機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2 個工作日前提出需求，航班起 

   飛 2 個工作日以內(包含機場 CHECK-IN 手續時)，因航空公司作業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9. 餐食與飯店會隨著行程微做調整，敬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10. 如遇單人入住時須補單人房差。 

11. 上述航班時間為暫定，高雄班機如遇到中華航空滿位或無法訂位( 班機取消)等因素， 

將改以下班機時間高雄飛大阪來回:5/18 長榮航空 BR182/ 07:05 起飛 11:10 降落 

5/22 長榮航空 BR181/12:10 起飛 14:30 降落 

 
 



 

   

 

行程特色與包含項目: 
 

1. 二晚 A級溫泉飯店 + 二晚 五星市區飯店 

2. 全程無自理餐 

3. 本次行程，午餐餐標 3000￥含稅、晚餐 5500￥含稅 

4. 專業的日語、中文導遊隨團服務(團費已含司機、導遊小費) 

5. 含履約責任險 200 萬/20 萬意外醫療險 

含旅遊平安險 500 萬/20 萬意外醫療險(70歲以上為:200萬/20萬) 

訪日保險費用 

6. 每天一瓶礦泉水 

7. 本次行程，午餐餐標 3000￥含稅、 

晚餐餐標 5500￥含稅 

8. 贈送遊日五天 wi-fi 機(1 人一部) 

9. 含司機、導遊五天小費 

10.含台中到桃園機場之接送服務 

11.贈送飯岡屋鮑魚一箱(內有五小包) / 人 回國禮物。 
 
 

團     費 
費 用/人  (雙人房) 新台幣58,800元/人 

單人房差/指定單人房 新台幣12,000/4 晚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年 2月 15日至截止。 

 ★於 2月 16日後報名之團員，團費用會有所贈加(機票為浮動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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