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榮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京阪文化之旅五日USJ嵐山竹林道清水祇園貓駅長杯麵DIY
 團號：DTS19A17KKK6

 出發日期：

2019/10/17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19/10/10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加床

嬰兒

NT$35,900

NT$35,900

NT$32,900

NT$35,900

NT$5,000

NT$10,000

 每人訂
金：
 包含項

含行李拖運費,含兵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目：

 不含項
目：

不含小費,不含行李超重費,不含北高來回接駁1000元,不含簽證費用

 航班參考
天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中華航空

CI176

高雄-小港機場

2019/10/17 15:25

關西機場

2019/10/17 19:05

5

中華航空

CI177

關西機場

2019/10/21 20:05

高雄-小港機場

2019/10/21 22:50

數

 每日行程

第1天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關西國際空港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班機飛往日本有水都之稱的－大阪。 ◆【關西海上空港】建於大阪灣距岸五
公里之海埔新生地經由跨海大橋與本土連接，其現代化之設備令人印象深刻。於1994年的九月四日正式啟用，特點是合乎自然環保的海上機
場、能24小時全天候運作、國際線/國內線網絡充實轉機非常便利、且具有完備的鐵路、機場接送巴士等交通工具。整體造型及建築理念以21世
紀為構想藍圖，在深海中建築面積約510公頃人工島嶼海上機場，航站內採光充足，感覺富麗堂皇的關西機場，值得您仔細欣賞。 ◆【大阪】早
從一千四百年前就已作為人們聚集、交流的興旺繁華城鎮所存在。大阪有〝水都〞之稱，自古已來就通過河川、海上與日本國內各地以及中國
大陸、朝鮮半島頻繁往來，進行交流。中世，大阪被稱做是神社和寺院參拜之旅的據點，如今更是日本代表性的國際旅遊觀光城市，同時關西
國際機場的落成，使大阪成為旅客前往京都、神戶、四國等關西地區旅遊的交通樞紐。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CRYSTAL HOTEL GROUP 系列飯店 (或)SARASA
HOTEL系列飯店(或)IBIS HOTEL系列飯店(或)大阪
逸彩(或)大阪城堡(或)大阪PLAZA(或)江阪東急(或)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HOTEL系列飯店(或)IBIS HOTEL系列飯店(或)大阪
逸彩(或)大阪城堡(或)大阪PLAZA(或)江阪東急(或)
大阪千里阪急(或)同級

京都文化之旅～清水舞台～地主神社～音羽之瀧~二寧坂.三寧坂.清水坂步道/京都祉園花見小路～八
第2天

坂神社／嵐山渡月橋~竹林步道散策／京都新車站～斥資200億日幣～流水瀑布電扶梯～高空觀景台
～摩登先端購物廣場~可自行前往京都的夜晚觀光體驗

◆【清水寺】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建於公元798年，占地面積13萬平方米，相傳由唐僧在日的第一個弟子慈恩大師創建。現存清水寺為1633年
重修。不論春季的櫻花，秋季的楓景都十分誘人，大殿前為懸空的「清水舞台」，由139根高數十米的大圓木支撐綜橫交錯取得支撐力，寺院建
築氣勢宏偉，結構巧妙，未用一根釘子，為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大殿所供俸面十一面千手觀音平常無法見到，33年才公開一次。◆【地主神
社】位於清水寺正殿北側，神社內良緣之神極受年輕人的喜歡，在這裡終日可見祈求良緣的年輕女性虔誠參拜，熱鬧非凡。據說舉凡從舞台及
姻緣石走過一遭者，除可健康長壽外更可締結良緣。 ◆【音羽瀑布】清水寺正殿旁有一山泉，稱為《音羽瀑布》，流水清冽，終年不斷，被列
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清水寺爰此而得名。 ◆【祉園】是京都繁華區的代表地段，以觀賞舞妓或藝妓舞藝的「花街」聞名。「祇園」位於
八坂神社前，以四條通為主要街道，自鴨川開始到東大路通及八坂神社，沿路可見御茶屋、日本料理店及酒吧，也有著名歌舞伎劇場「南
座」。走在兩側裝設格子戶的古老木造建築巷道中，可體驗到古都昔時的風雅情調。由北部的新橋通至白川沿路的地區，被指定為「重要傳統
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南部包括花見小路的地區受京都市指定為「歷史景觀保全修景地區」，這兩個地區皆受政府保護，成為京都文化、觀光
的名勝。 ◆【八坂神社】平安建都前作為創際儀式的全國祇園社總社，對於驅邪、去病、生意興隆等的祈願據說非常靈驗，位於在四条大通盡
頭塗滿朱紅的西樓門非常顯眼，此地也是京都三大祭典之一的祇園祭的重要據點。周邊祇園地區巷弄縱貫，一間間門面精巧各具特色的茶屋、
料理店比鄰而立，自古便是全日本憧憬的獨特夜生活風情。 ◆【嵐山渡月橋】京都嵐山腳下緩緩流淌的大堰川上橫跨一座橋，名為『渡月
橋』，據說是因形澌彎彎的月亮跨在河水上一樣而得此名。渡月橋附近景色宜人，青山綠水，料亭紅燈，遊人如織。春天櫻花、秋日紅葉，美
景倒映在大堰川上，美不勝收。沿河可偶見盛裝藝妓姍姍而行，令人感覺恍若時光倒流，風情萬種。【嵯峨野散策橋】嵯峨野和嵐山位於京都
府西部。8世紀前後因為貴族們在這片土地上欣賞紅葉、玩耍遊船，田園和竹林的景色逐漸擴大，至今往日的風貌仍然依稀可辨。【野宮神社】
原來是被選為伊勢神宮的侍神公主的淨身場所。曾在「源氏物語」中出現的野宮神社，其精彩之處是黑木牌坊和像地毯一樣的苔蘚。此處的月
下老人非常有名。野宮神社寂靜的佇立在竹林中，是一個充滿雅致氣氛的神社。，讓厚重的積雪不致壓垮屋頂，這些百年的茅草屋目前都還有
人居住喔！ ◆【京都新火車站】為京都的玄關，斥資200億日幣，現代化的建築外觀及巧奪天工的設計；以JR京都為中心，內有伊勢丹百貨、露
天咖啡座，前有京都塔、PURATU近鐵百貨等大型建築物並列；此外還有地下商店、餐廳街、頂上有空中庭園，長排手扶梯，直上屋頂，華燈
初上後更是您觀賞京都夜景的好地方。 ◆◆◆建議夜遊京都景點◆◆◆ 祇園-花見小路: 來到祇園最想遇見的應該是歌舞伎群吧! 沒錯這裡就是舞姬和
藝術家平常出入的地方。夜晚與白天不同的景緻氣氛,目前京都舞妓工作者約90幾位左右, 而藝妓工作者約200人左右。 伏見稻荷神社: 在國際觀
光城市京都中有頂級世界著名景點"伏見稻荷"也可以夜間參拜,因此很多遊客慕名前來。可以24小時參拜喔,特別是,在深夜漫步千本鳥居裡也是不
錯選擇喔。 鴨川納涼床: 在戰亂後,經過豐臣秀吉的三条 五条橋改建,鴨川的河原上開始有物物買賣等方式進行。加上富裕的商人擺出了參觀座席
或是開設茶店。這是納涼的開始。隨着進入江戶時代,石牆和堤壩得以修復,在附近形成了花街,形成了一片熱鬧的景象。在江戶中期,大概有400多
家茶館食堂店鋪現在已成為組織化。當時的地板是在淺水區放着紙牀的桌子和鴨胗,陳列在沙灘上的沙坑,因而被稱爲"河原的涼亭"。 京都玄關:
京都車站,不論是白天晚上都很繁華熱鬧。特別是夜間,從傍晚16點開始, 從晚上18點到22點,將會有一些特別的演出。因爲是車站,所以沒有季節
問題。在車站周邊還有很多日夜營業的土產店.藥妝.百貨.餐廳等營業到深夜24點,這裡也是約會的最佳名所。

祇園花見小路夜間景色



第3天

嵐山渡月橋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定食料理
晚餐： 涮涮鍋食放題(或) ちゃんこ鍋食放題

多元化京都車站



京都二条アーバン(或)京都平安之森(或)同級

安藤百福發明紀念館~～加贈杯麵DIY /日本四大名城之一大阪城～登天守閣俯視大阪市景／免稅店/
大阪台所~黒門市場／大阪逛街樂~心齋橋、道頓崛霓虹燈商業街～御堂筋大道

◆【日清泡麵博物館】位於日本中部池田市的日清食品公司博物館詳細的記錄著速食麵發明與後續的創新演化的過程，此項過
程也是近代人類飲食發展的重要記錄。在這我們將安排您操作半成品的泡麵製造過程體驗『您可自己塗鴉在杯面(或)寫下自己
的名字留做紀念』。 ◆【大阪城公園(上天守閣)】大阪地標之一，更是精神象徵，又稱金城或錦城。1583年名將豐臣秀吉在本
願寺舊址下令高築城樓，並據此碉堡統一天下。爾後金城天守閣歷經幾次天災人禍，毀塌復又重建，至今已為第三代；屬獨
立式望樓型五重八階，於1931年以鋼筋水泥複築。今開放為難得的都市綠州公園，以染井吉野櫻為主要植栽，還有梅林、桃

願寺舊址下令高築城樓，並據此碉堡統一天下。爾後金城天守閣歷經幾次天災人禍，毀塌復又重建，至今已為第三代；屬獨
立式望樓型五重八階，於1931年以鋼筋水泥複築。今開放為難得的都市綠州公園，以染井吉野櫻為主要植栽，還有梅林、桃
園與紅葉林，四季皆有花景可觀，旖旎綺麗，欲覓休憩佳所的大阪市民與探幽訪勝的旅客皆能在此收穫；雄偉護城河與巨石
砌牆昔時於戰略作用上固若金湯，而今12公里長的花岡石垣則是令訪客乍見震撼，遙想馬蹄揚塵，烽火連天，謀臣猛將軼事
野史，久久不能自已。 ◆【免稅店】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禮品，讓您充份選購親朋好友的禮物。 ◆【黑門是場】600公尺的市
場裡櫛比鱗次170餘家店舖集結，主要販售高級海鮮、高級肉品和最新鮮的生鮮蔬果，世界各地的特別佐料與調味料在這裡也
應有盡有。儘管以專業廚師為主要客群，滿足一般民眾口味的食材與料理也琳瑯滿目供應著。大榮特別安排您造訪「大阪人
的廚房」，在人氣觀光名所－黑門市場認識日本人挑剔的飲食品味。 ◆【心齋橋、道頓崛】位於戎橋和道頓堀橋之間，霓虹燈
光變化從紅、藍、橘到暗紅，代表道頓堀的一天。夜裡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倒映在河面，只見橋上拍夜景的人爭相尋找最佳的
拍照角度。順道前往熱絡有名心齋橋商店街，在充滿了年輕氣息看不到盡頭的商店街，貼心的搭上透明雨遮蓬，無論刮風下
雨都不減您逛街購物的興緻，大阪燒、章魚燒、金龍拉麵、大丸、SOGO百貨琳瑯滿目的商品，人潮不斷，完全感受大阪城
市的鮮明氣息和閃亮的活力。

杯麵博物館



第4天

日本三大名城~大阪城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定食料理
晚餐：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大阪台所~黑門市場



CRYSTAL HOTEL GROUP 系列飯店 (或)SARASA
HOTEL系列飯店(或)IBIS HOTEL系列飯店(或)大阪
逸彩(或)大阪城堡(或)大阪PLAZA(或)江阪東急(或)
大阪千里阪急(或)同級

USJ大阪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小小兵世界正式登場～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無止盡的歡
樂／大阪

今日搭電車前往屢能抓準題材製造話題，使各國旅客心嚮往之又樂而忘返的【環球影城】由好萊塢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一手規劃建成，是匯集
冒險中的浪漫、歡愉與驚喜感於一身的超大型主題樂園，帶領遊客進入超乎想像的驚慄奇險之旅，體驗好萊塢電影世界的魅力。影城內分作幾
個廣大主題園區，包括【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侏羅紀公園、好萊塢區、西部牛仔區、親善村、史奴比攝影室、紐約區、舊金山區、水世界、環
礁區】等等，每天都有精心排練，自然演出的遊行活動，既熱鬧又有感染力。所有的主題園區皆以環狀設計，為求便利、舒適、安全地遊玩體
驗，也貼心設有無障礙設施，讓行動不便的朋友們也能體驗樂園營造的歡愉，以達真正的樂園標準。除了沉醉在熱門電影世界，回味當時的電
影片段之外，許多美國著名的街道重現在園區一角，是攝影留念的最佳背景。(建議穿著輕便服裝)。 Banana! 世界最大「小小兵樂園」2017年
4月21日正式登場 在這個世界最大的「小小兵樂園」中，小小兵會邀您搭乘「小小兵瘋狂乘車遊」，就看您會先被他們的惡搞笑死，會是被破
壞力十足的臨場感嚇暈。驚險的離開特別座艙後，還可參觀有各處被小小兵佔據(破壞)的玩具店、點心製造工廠、甚至是小小兵們所獨自開發出
來的遊戲。遊客只是在園區走動，就可以遭遇小小兵所造成的各種騷動，用全身感受瘋狂的情景，讓人陷入無止盡的歡樂！ 亞洲首座哈利波特
魔法世界，2014年7月15日登陸日本環球影城。 哈利波特電影的影迷們有福了！2014年哈利波特正式登陸日本環球影城！您想感受哈利波特及
妙麗如何悠遊於魔法世界之中嗎？日本環球影城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把哈利波特電影及小說場景栩栩如生的在園區表現出來。霍格華茲魔法城堡
與列車將會呈現您的眼前，活米村玲瑯滿目的商店更是你不能錯過的地方，園中還有哈利波特禁忌之旅、鷹馬的飛行等遊樂設施讓您體驗。還
有還有貓頭鷹郵局、糖果屋、三把掃帚酒吧、衛氏巫師法寶店，身為麻瓜的我們還等什麼呢！一起前往吧！ ★ 若不去環球影城，成人每人可退
NT1500元，兒童每人可退NT700元，請於出發前8天告知，謝謝！ ★ 大阪環球影城入園日期可能因飯店住宿順序而調整，無法接受指定，敬請
理解。 ★ 如需加購環球影城快速通關券，請上大阪環球影城官網查詢。(大阪環球影城官網:http://www.usj.co.jp/) 【特別說明】 為提供給各位
更安全的遊樂空間，園區內的各項遊樂設施，依序進行維護工作，屆時該遊樂設施將暫停服務。暫停服務之遊樂設施，依樂園官方網站及當日
公告為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 再入場(重複入場)制度變更通知：持票進入影城後，不可中途離場後重複入場。



第5天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 為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CRYSTAL HOTEL GROUP 系列飯店 (或)SARASA
HOTEL系列飯店(或)IBIS HOTEL系列飯店(或)大阪
逸彩(或)大阪城堡(或)大阪PLAZA(或)江阪東急(或)
大阪千里阪急(或)同級

紀三井寺／和歌山電鐵超人氣貓咪站長【伊太祈曾站++貴志站】／ RINKU PREMIUM OUTLET臨
空城購物商場／關西空港～機場商店街自由購物 /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紀三井寺／和歌山電鐵超人氣貓咪站長【伊太祈曾站++貴志站】／ RINKU PREMIUM OUTLET臨

第5天

空城購物商場／關西空港～機場商店街自由購物 /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紀三井寺】沿著階梯拾級而上悠閒地與三五好友們話說當年，並流覽此處因吉祥水、楊柳水、清淨水三口井湧出之靈泉而
命名，傳說飲用此三口井中的水，將使人忘卻所有的煩惱。 ◆【彩繪電車觀光體驗】和歌山縣政府為推廣觀光事業，特別規劃
將現在一般的電車改裝成彩繪現有有貓咪、草莓、玩具三種造型並依時段不同輪流開駛，由於造型相當可愛俏皮深得許多民
眾喜愛連連多外地民眾也前來搭乘；碰碰運氣看看今天可以搭乘到那一班主題彩繪電車，不管是那一種造型都會讓人驚奇不
已，來到這裡千萬忘了要到小玉站崗與全日本超人氣同時也是全世界唯一的貓咪站長－小玉打聲招呼喔!! ◆【RINKU
PREMIUM OUTLET】臨空城共分為商業、流通製造、住宅、機場相關、工業用地等多樣化的區域。頂級名牌暢貨中心
（PREMIUM OUTLETS）約有200多家知名品牌集聚一堂，為遊客帶來新的購物樂趣。專車前往機場，隨後可自行在機場商
店街自由逛街、購物。帶著五天滿滿的回憶和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日
本，在此由衷地感謝您選擇參加，期待擱再相會，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紀三井寺



和歌山 貓 電車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和歌山和風御膳料理
晚餐： 機上簡餐

臨空購物商場



溫暖的家

 其他說明
小費
日本：團體出發小費一天300元。
計劃票及自由行不需支付。

注意事項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或退費處理，敬請見
諒。如遇大風雪、雪祭期間、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導遊調整為主。若離隊視同放棄，恕
不退費敬請鑒諒。

『團費』說明：
報價包含:
1.團體來回機票。
2.行程表所註明之餐食、景點門票、住宿飯店及當地交通接送費用。
3.五百萬旅責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險，0-14歲及70歲以上則為二百萬旅責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
4.兩地離境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5.團費已含行李服務包含：每人手提行李10公斤+托運行李30公斤。(航空公司保有異動之權利)
報價不包含:
1.導遊、司機服務費用；每人每日NT$300元。
2.北高接駁交通費用：不提供服務。
3.行程表未註明之各項開支，如自選建議行程之交通費用及應付費用。
4.純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飯店內個人消費行為及私人交通費。
『團體機票』使用限制：※ (為免爭議，敬請於購買前詳細閱讀)

4.純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飯店內個人消費行為及私人交通費。
『團體機票』使用限制：※ (為免爭議，敬請於購買前詳細閱讀)
1.團體行程使用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2.團體行程使用之票種為團體機票，需達16人以上方可成團開票，且機票無法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航空公司依照乘客
之英文姓名之字母先後順序作訂位紀錄以及機上座位排序。)
3.為響應環保及考量作業之便捷，本行程將以電子機票取代紙本票根列印。如欲取得搭機證明，請於搭機後盡速向業務提出申請；另需加收手續費
100元(單程)。
4.嬰兒(0-2歲)費用不含行李及無座位，班機亦沒有嬰兒搖籃提供需全程父母抱著,造成不便，敬請見諒。且因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 ，每台航班可收受
嬰兒數量上限為6名。
5.如航班為(加)包機，航班時間為暫定時間，正確起降時刻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將依兩國政府及航空公司公佈為準。若有調整，本公司將保有行程
前後順序調整之權。亦盡全力維持原行程之規劃，調度考量恕無法退費及取消。
『出團』相關注 意 事 項：
1.持外國護照大人、小孩之旅客或於外站行程中途脫隊者，一律追加團費每人NT2000元。
2.小孩佔床同大人價，若2歲以上未滿12歲不佔床，請依當團售價所示為主！
3.人數需達16人以上方可成行。
4.機位保留每位訂金10000元；報名確認後3天內繳交。尾款繳交期限：出發前5天（不含例假日）。
5.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房間差額。
6.日本飯店房間坪數較小，多為18～21㎡不等，故少有3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是：一大床+一行軍床或沙發床 / 二小床+一行軍床或
沙發床 /一大床+一小床，以當天入住飯店情形為主！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
7.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我們將為您向飯店提出需求。但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
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且若遇飯店指定房型需額外加價，敬請諒解。
8.旺季期間無法指定飯店，飯店安排順序及出發班機請以行前確定說明資料為準。
9.日本飯店床頭無須放小費，除茶包免費外，客房內或冰箱放置的零食、酒或飲料等，使用後請自行登記並至櫃台結帳。
10.如需加訂特殊餐食，(例如:不吃牛、素食、食物過敏等)請於出發前7天前，通知您的業務專員需求。
11.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不同，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辣椒、蛋、奶等食材，與國人之素食習慣有所不同。日本
團體用餐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火鍋為主。若為飯店內用自助餐或在外一般餐廳用餐，料理變化較少多
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告素食旅客前往日本旅遊，可自行準備素食。
12.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6個月以上。
13.辦理新護照需7工作天，簽證工作天數依各地區而定；役男護照需自行加蓋出境章。
14.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15.網路行程僅供參考，出團之景點順序、出團名稱、航班、住宿及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一律以郵寄方式送達。
16.如遇大風雪、雪祭期間、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導遊調整為主。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23/01/08
大榮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73號

統一編號：28838401

http://

品保協會編號：品保北字第1681號

聯絡電話：(02) 25223219
服務信箱：dts_system@gogojp.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