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向日本系列 
 

日本關西 奈良東大寺‧喵小玉電車 五日 

│清水寺│三十三間堂│上賀茂神社│神戶布引花草公園│大阪水上巴士│千尊千手觀世音│ 
■行程特色： 

 



 

 

■全程指派經驗豐富、服務親切、講解一流之優秀專業導遊，保證滿意。 

■交通安全不馬虎：全程使用合法營業的「觀光巴士」，車況佳，坐的舒適，行車更安全。 

 

 

 



■參考航班：│週五出發 

航  程 航空公司 編號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去  程 菲律賓航空 PR-896 桃園 10：50 大阪關西 14：35 
回  程 菲律賓航空 PR-897 大阪關西 16：10 桃園 18：40 

■行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大阪關西海上空港】－和歌山 
   景點：和歌山城 
今日帶著愉快又期待的心情，於指定時間前至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菲律賓航空櫃檯前集合，由專人協助辦理出境手續
後搭機前往日本大阪，抵達開始五日精彩行程。夜宿和歌山。 
【和歌山城】天正 13 年，豐臣秀吉平定紀州後令其弟秀長所
建，負責建造的是築城名人藤堂高虎， 他建了本丸及一之丸
殿。該城首先由秀長的城代～桑山重晴統理，到了慶長 5年，
在關之原戰役立 下戰功的淺野幸長入城。元和 5年，德川家
康第 10 子賴宣入城，成為紀州 55 萬 5 千石之城，與水戶、
尾張並列為德川御三家之一，見證悠久的歷史。 

膳食：早／自理 │午／機上簡餐 │晚／日式御膳或自助餐 
住宿：和歌山東急 REI 飯店  或  格蘭比亞飯店或  和歌山 URBEN HOTEL 或  大和皇家飯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和歌山－奈良－京都 

   景點：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東大寺、伏見稻荷大社、清水寺 

【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小玉電車可說是和歌山電鐵貴志川線最熱門的電車了，雖只有短短兩節車廂，
但內裝超乎想像地豐富。此路線是以貓站長“小玉＂和接班貓的“二代玉＂，還有以草莓、玩具、小玉
為主題的可愛電車而受矚目，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在刺柏皮屋頂車站裡品嚐到用本地產水果製成的果汁與
義大利冰淇淋的地方。可在貴志站看看關於小玉站長的故事。 

 

【東大寺】位於奈良，是日本華嚴宗的總殿。728 年篤
信佛教的聖武天皇下令建造。供奉的本尊叫做盧舍那
大佛，一般稱為奈良大佛，745 年由聖武天皇發願所
建，高約 14.7 公尺，為日本最大的大佛；安置大佛的
大佛殿，最早建於 758 年，東西寬 57.5 公尺、南北寬
50.5 公尺，高 49.1 公尺，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
築，大佛和大佛殿經歷過兩次戰火燒失，現存的建築
與佛像是在 17 世紀重建，據說剛完成的時候規模比現
在還要大。大佛與大佛殿都被指定為國寶且被登錄為世界文化遺產。 
【伏見稻荷大社】據史書記載始建於和同 4年（公元 711 年），是日本各地四萬所稻荷神社的總社，奉
祀保佑商業繁榮昌盛、五穀豐收之神「稻荷神」。伏見稻荷大社位於稻荷山，由樓門、本殿、千本鳥居
等構成，綠樹掩映深處，一條看似隧道、由千座朱紅色鳥居構成的神祕通道，直通稻荷山山頂，是京都
獨特風景的代表之一，神社範圍內可以見到許多狐狸（稻荷神的使者）雕像與狐狸造型繪馬。 
【清水寺】京都境內最著名的名勝古蹟及最古老的寺院，日本奈良時期末期由中國唐僧玄裝三藏的第一
位日本弟子慈恩大師開創於 778 年，山號音羽山。宛如古都的風物詩般，清水寺的一景一色，完完全全
將京都風采表露無遺，無論是春天的櫻花，夏天的瀑布，秋天的楓葉或是冬天的細雪，清水寺彷彿聚集



了日本古都之精華，使到此觀光的旅客流連忘返。清水寺被列為世界文化
遺産，主要供奉千手觀世音菩薩，正殿旁有一小山泉瀑布，數千年來順著
音羽山湧出，流水清澈，終年不斷，稱為音羽瀑布。音羽瀑布或有金色水、
延命水之稱，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清水寺爰此而得名。著名的正殿、清
水舞台、不凡氣勢的朱紅色仁王門、喝了可以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及學業
進步的音羽瀑布、可以帶來事業有成的出世大黑天、中外有情人慕名的地
主神社等，不僅為觀光重點，更為居民之信仰中心。清水寺為棟樑結構式
寺院，正殿寬 19 公尺、深 16 公尺，依附錦雲溪懸崖峭壁而建，正殿前為
懸空的「舞台」，由 139 根高 12 公尺的巨大櫸木並列支撐著。寺院建築氣
勢宏偉，結構巧妙，不用一釘一鐵，清水寺因而以著名的「清水舞台」聞名於世。★目前清水舞台整修
中，但無妨害周邊景點觀賞。 

膳食：早／飯店內 │午／和風御膳或日式燒烤自助餐 │晚／自助餐或涮涮鍋 
住宿：京都鐵塔飯店  或  SAKURA TERRACE HOTEL 或  新阪急飯店 或  京阪格蘭帝飯店  或同級 

第三天  京都－神戶   

   景點：三十三間堂、銀閣寺、上賀茂神社、有馬溫泉(足湯+甜點)、摩賽克廣場 

【三十三間堂】正式名稱為「蓮華王院本堂」，正尊為千手觀世音菩
薩，歸天台宗妙法院管理。三十三間堂最早是鳥羽天皇於 1132 年下
令興建「長壽院」，供奉觀世音菩薩以求消災及長壽為起源，之後 1164
年後白河上皇令平清盛在法住寺原址建造蓮華王院三十三間堂，此為
第二座三十三間堂。當初三十三間堂有五重塔及不動堂等規模宏大，
但在 1249 年火災中燒毀，現存正殿是 1266 年重建。三十三間堂的名
稱是因正殿內由 33 根立柱隔開的間隔而得名。「間」是日本用在神社
和寺院建築衡量長度的單位，1間等於 6尺也等於約 181.2 公分，但
是當時的間有 12 尺之長。蓮華王院的正殿長度有 33 間，因而俗稱三十三間堂。除此之外，「33」是與
觀世音菩薩有緣份的數字，《法華經》等記載觀世音菩薩以 33 種姿態拯救眾生。 
【銀閣寺】屬於臨濟宗相國寺派，是東山文化的代表性寺院，山號
東山，由室町幕府第 8代將軍足利義政建於 1482 年，正式名稱為「慈
照寺」。由於義政將軍愛好藝術，銀閣寺自然成為了當代文化的中
心，又名東山文化，相對於其祖父時代的北山文化，北山文化僅盛
行於京都的名流圈，而東山文化對全日本造成了廣大影響。在東山
文化期間，許多藝術有了進一步發展，包括茶道、花道、能劇、詩
歌、園林設計和建築等。雖銀閣寺名為「銀」閣，卻從未以銀色外
觀示人，一般認為「銀閣」寺之名是相對於「金閣」寺而來，此暱
稱從銀閣寺竣工後已使用一世紀之久，也有人認為是月光映照在銀
閣寺的深色外表(以往塗有黑漆)而使其呈銀色。一進入寺院範圍的第一眼便可見到銀閣，正式名稱為觀
音殿的銀閣共兩層樓，分屬不同的建築風格。閣中供奉觀音像，觀音是佛教中的「救世菩薩」，然而閣
內不開放公眾參觀。沿著步道行走，映入眼簾的是一座造價高昂、受到精心維護的砂質花園--「銀沙灘」，
灘意味著「大海」，傳說是模仿中國的西湖；銀沙灘西南邊有高約 180 公分的沙錐，名「向月台」。銀沙
灘不只是外觀漂亮，也可把太陽與月亮的自然光反射到室内。京都庭園喜歡採用白川沙，因為把花崗岩
打碎而製造的京都特産白川沙，比起一般沙反射率更高。 
【上賀茂神社】位於流過京都中心部鴨川上游的上賀茂神社，其
正式名稱為「賀茂別雷神社」，源於御祭神的賀茂別雷大神，是
京都最古老的神社之一。傳說在神話時代，秀峰神山降臨到本社
西北偏北處，在 678 年建造了神殿，被作為避災、避雷、電器產
業的守護神。穿過一鳥居後，走在白色碎石路上，其左右是每年
5月 5日舉行賀茂賽馬擁有寬廣美麗草坪的神苑。走過二鳥居，
周圍瀰漫著神秘氣氛，正面細殿前，裝飾有 2根立砂，據說是仿
效聳立在本殿背面的神山。深處還建有許多朱色樓門、迴廊、幣
殿、本殿、權殿等獨特建築式樣的建築物。本殿、權殿這兩棟國
寶建於 1863 年，而包括 34 棟重要文化財產的其他社殿則建於 1628 年。每年 5月 15 日舉行的京都三大
祭之一「葵祭」（賀茂祭）是在上賀茂、下鴨兩神社定期舉行的，平安朝的優美古典隊伍，從京都御所



出發，經過下鴨神社，到達上賀茂神社。 
【有馬溫泉足湯+甜點】擁有 1400 年歷史的日本最古老溫泉「有馬溫泉」，歷史
上舒明天皇及諸多達官顯貴與武士都對這裡青睞有加。有馬溫泉不同於其他來
自火山的溫泉，它是從活斷層地底深處的岩盤縫隙間噴起再湧出地面，因此擁
有獨特泉質。「金泉」富含鹽份與鐵質，保濕與保溫效果出眾；「銀泉」可促進
血液循環，提高身體的自然治癒力。有馬溫泉街入口處有『足湯』，特別請貴賓
體驗一下泉質，享受從腳底往上的溫暖外也消除這幾天的疲憊，泡過湯後足腿
皮膚也變光滑了呢！溫泉古街裡散佈著純樸懷舊建築的小商店，可在溫泉古街
感受有馬溫泉歷史與風味。★在此招待貴賓邊享受足湯邊品嘗手作碳酸薄煎餅。 
【摩賽克廣場】此處是HARBORLAND幾棟大型MALL
中造型最特殊的美食購物廣場。木屋建築與港灣
景色相搭襯，踩在木頭地板上、迎著海風、人來

人往，非常輕鬆自在！近百家各式特色商店，餐飲、服飾、飾品等，讓人
留連忘返。 
 

膳食：早／飯店內 │午／日式御膳 │晚／飯店內百匯自助餐 
住宿：HOTEL GREEN PLAZA 東条湖  或  神戶大倉飯店 或  東急 REI 飯店 或同級 

第四天  神戶－大阪   

   景點：神戶布引香草園、大阪水上巴士、大阪城、心齋橋繁華商店街、免稅店 

【神戶布引香草園】與觀光纜車結合的
布引香草園，種植兩百種超過七萬五千
株的各種香草與時新花卉，可以全年欣
賞、體驗，堪稱日本規模最大香草園。
依山而建的香草園，受限於山區地形，
因此全園蜿蜒曲折且具有坡度，一般遊
客均乘坐纜車至最高處，再步行下坡欣
賞園內植物。纜車只有三站，全程約需
十分鐘，路線經過隱蔽於林間的神戶市
日本三大神瀑「布引之瀑」與重要文化
資產「布引水庫」後，豁然開朗穿越整個香草園上空，可從纜車上看到底下的花壇、庭園等。下纜車處
是園區最高點，在觀景平台上可以俯瞰神戶市與神戶港，明媚山光水色一覽無遺。 

【大阪水上巴士】在城市裡，也能享受被大自然包圍的美好。在大
阪，若想體驗不同於以往的旅遊感受，不妨試試水上巴士。大阪是
眾所周知的水城，八百零八座橋坐落在大阪市內大小河流之上，大
阪水上巴士就是利用此優異環境設計出的水上觀光遊覽之路。水上
巴士 Aqua Liner 巡遊全程約 60 分鐘，可觀賞從大阪城公園到中
之島周邊的各種有名景點，從水上巴士可觀賞到和陸地上視角完全
不同的大阪景色，四季造訪搭乘皆有不同感官享受，是到大阪一遊
力推之景點。 

【大阪城】是「豐臣秀吉」在完成統一日本列島後，為顯示自己的權
力而歷時三年，動用大約十萬民工於 1583 年完工，當時選址在石山
本願寺的舊址開始興建，按安土桃山時代的黑城風格把城牆塗成黑漆
色。豐臣秀吉在此建城堡的本意原為在豐臣氏下統一的日本建立一個
新的首都，而且也突出豐臣秀吉獨領天下的權威象徵，然而大阪城竣
工 32 年後的 1615 年被德川家康的軍隊攻破，江戶幕府從而支配全
國，於 1620 年在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決定再次修建第二代
大阪城作為關西的領地之一，為了消除豐臣秀吉的事跡，二代大阪城
換成天守閣位置，重新為時十年的重建，可惜這二代天守閣於 1665 年遭受雷擊而燒毀，直到 1931 年再
由當時政府以鋼筋水泥重新修建，而新的第三代天守閣並於 1997 年再次重修使得城堡煥然一新。 



【心齋橋】是位於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區的商業購物區。一連排的百貨商店
與各式專門店等為大阪代表性的中心商務區。狹義上是指大阪中心部向南
北延伸御堂筋東側的心齋橋筋，但一般來說會包含到以大阪市營地下鐵心
齋橋站為中心的御堂筋西側。以流行時裝發信地而馳名的美國村，是高級
品牌專門店、時裝店及咖啡店的集中地。 

膳食：早／飯店內 │午／神戶牛排餐 │晚／方便逛街敬請自理 
住宿：大阪天滿橋格蘭飯店  或  心齋橋格蘭飯店 或同級 

第四天  大阪－【大阪關西海上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景點：天滿橋天神橋筋商圈 

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今日上午自由活動，可自由安排品嘗
美食或探訪親友，若有清單未採買的，也可利用這最後的時間補
齊。【天滿橋天神橋筋商圈】天滿橋站原為京阪本線大阪側起點，
1963 年延伸至淀屋橋站後成為中間站，同時改建為地下車站往天
滿橋筋西側移動，地上車站舊址現為大阪商品市場大廈（OMM 大
廈）。之後京橋站繼續箝制本地發展，但隨著京阪中之島線開通，
及京阪 City Mall、大阪市營巴士天滿橋巴士總站等再開發事業，
此地再次取回過往的繁榮喧囂。周邊最有名當屬天神橋筋商店
街，也是日本最長的商店街，全長約 2.6 公里，商店街兩側匯集
了各種餐飲店、服裝店、雜貨店、藥妝店等共 800 多家店鋪，是一條繁華而充滿生氣的商業街。步行穿
過天神橋筋商店街約需 40 多分鐘。 
●若住宿天滿橋則此商店街離飯店只須徒步 5分鐘 
午後準時在集合地出發前往關西機場，由專人協助辦理登機手續後搭機返回桃園，在互道再見聲中結束
此次「關西五日」之旅，並期待下次再相見。 

膳食：早／飯店內 │午／方便逛街敬請自理 │晚／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行程.景點圖片轉載僅供參考，行程原則上不變，但因天候交通等因素順序可能會變，以當地旅行社安排為準。※ 

★花之盛開，取決於氣溫之變化，本行程乃根據日本有關情報所提供之參考資料而作成，如遊覽期間因氣候之變化而未能看
到盛開之花朵，敬請見諒! ★【特別說明】日本飯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