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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の秋  大阪‧天橋立  古都数紅葉六日 

 出發日期—2017/11/27【僅此一團】 

 關於『紅葉狩』— 

日本人能從「紅葉」中感受秋之濃韻，儘管字面為「紅葉」二字，但紅葉並不單指紅色，入秋後變色樹種多，樹

葉也呈現出紅色、黃色、褐色等多種顏色，這些顏色交匯在一起，繪製成一幅自然風景畫。為尋此美景，日本人

特意到山裡或林中觀賞紅葉，日語稱「紅葉狩」，「狩」並非狩獵之意，而是「尋訪」之意，把在手中把玩紅葉、

欣賞紅葉的情形比擬成狩獵。直至 16 世紀，「紅葉狩」還是貴族們的樂趣；自 17 世紀後，普通民眾也開始興起

出外遊玩觀賞紅葉的習慣，於是「紅葉狩」便漸漸成了人們的秋遊項目之一。 



 三大保證— 

1. 保證賞楓期間入住京都市區內全新開幕酒店四晚：東急ステイ京都両替町通【2017 年 11 月開幕】 

2. 保證升等一晚大阪五星級大酒店：大阪萬豪都 HOTEL【再送 HARUKAS 300 展望台體驗券每人一張】 

3. 保證不進免稅店，讓您有充分的旅遊時間。 

 紅葉百選，一次打包— 

 



 獨家嚴選．賞夜楓— 

 
█精彩滿點‧人氣大體驗│ 

 

 特別說明— 

1. 搭乘長榮航空大阪進出早去午回班機，行程走訪京都府、大阪府紅葉名所，運用纜車、輕舟、步行

等交通方式觀覽紅葉，並特別安排『期間限定』--瑠璃光院與二晚迷離夜楓，就是要讓貴賓們五感

全開，感受滿滿美麗「楓情」。 



2. 飯店全程確認。前四晚入住新開幕之京都市區飯店，節省拉車時間亦省去移動行李之勞累；第五晚

入住大阪首屈一指的高級飯店『萬豪都飯店』，位於日本最高大樓「阿倍野 HARUKAS」之高樓層，

可俯瞰大阪日景夜景，是享受購物、觀光、餐飲的絕佳選擇。 

3. 許多著名文學作品皆可發現乘坐保津遊船遍覽山水的蹤跡。秋季時分美麗紅葉與水面倒影相映成

趣，點綴溪谷之美；清爽山風輕拂，乘船從河面向河岸欣賞秋紅氣息是一種浪漫與愜意。 

4. 本行程深度、豐富而多元，不進特定免稅店，將時間還給貴賓能更充分遊玩。 

5. 指派經驗豐富、服務親切、講解一流之優秀專業導遊。交通安全不馬虎，全程使用合法營業「觀光

巴士」，車況佳，坐得舒適，行車更安全。 

 參考航班— 

 

 用心挑選的酒店— 

 

 



 行程內容— 

 欣賞紅葉行程每年依氣候會有前後變動，如遇尚未轉紅或已落葉，仍會依行程前往景點純遊覽，敬

請理性諒解。 

 

        台灣桃園機場大阪關西機場東福寺自由夜訪京都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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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廈長榮航空團體櫃 

        檯前集合，由專人協助辦理出境手續後搭機前往日本大阪，抵達後開始六日精彩行程。 

【東福寺】是日本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禪寺，被列為京都五山之一。建於 1236 年，其建築風格仿

照奈良的兩座知名寺院--「東大寺」和「興福寺」，「東福寺」之名即由此二座寺院各取一字而來。禪寺

寬廣，日本鎌倉及室町時期的珍貴禪宗建築、展現出日本傳統庭院之美的方丈庭園、溪谷等值得欣賞的

景點甚多。連結正殿和開山堂的走廊「通天橋」下有河流「三之橋川」形成溪谷，名「洗玉澗」，遍植

楓葉約 2 千棵，每逢深秋，整座溪谷被紅、橙、黃、綠多種色彩彩繪；而楓葉茂密模樣從位於通天橋中

間的舞台觀望，可看見享有「楓葉的雲海」美稱之風景，如夢似幻非常迷人。 

【京都車站】京都的玄關，斥資 200 億日幣，現代化建築外觀及巧奪天工的設計，還有地下商店、餐廳

街、空中庭園等。京都車站大樓由日本著名的建築師原廣司所設計，設計上大量運用現代感的鋼骨結構，

被認為是車站建築的代表作品。而透過十幾組超長電扶梯所組成的「大階段」可快速到達京都車站的展

望台「大空廣場」從而俯瞰整個京都市，華燈初上後是觀賞京都夜景的好地方。 

膳食—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餐+壽司餐盒(車上)    晚餐：自助百匯 
住宿—東急ステイ京都両替町通(2017.11 開幕)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京都市嵐山保津川遊船(保津川下り)日本傳統建築物保存區~京都美山町茅草屋

頂聚落南禪寺永觀堂(賞夜楓) 

        【保津川遊船】從龜岡順流而下出發到嵐山。保津川在江戶時期功用是運送木材和糧

食等貨物到京都和大阪，但有了火車和道路，「運輸」功能被取代了，現今變成提供遊客乘船觀看兩岸

風景的設施。全長約 16 公里，乘船遊畢全程約 2 小時，沿途可觀看連綿不斷的美景，有時是險象環生

的峭壁，轉眼又是青葱茂盛的樹林；時而是平稳川流，中間突遇浪花飛濺的險灘急流，刺激無比！ 

※保津川遊船船程會因季節性河川水量影響搭乘時間，且因團體人數較多，會有分兩艘搭乘之情形，敬

請了解。 

【美山町】美山是京都以北約 30 公里的一個偏遠農村地區，有超過 200 間傳統的茅草屋頂農舍。不像

其他許多歷史悠久的城鎮和地區，這裡的住民仍然照常生活和工作，濃濃懷舊氛圍，讓遊客真正體驗傳

統的日本農村。沿河岸建築的茅葺民家正是美山町的最大特色，與自然風景融為一體的風景，呈現出日

本農村最原始的樣貌，是國家指定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來到這裡，可以了解什麼是與自然的共生共

存。昔日的美山以林業及農業為主，現在則極力推廣觀光事業，以自然景色及保留下來的傳統茅葺屋為

觀光主打，再配合各地區的傳統活動(如當地祭典)宣傳，即使交通不便，近年也來愈來愈有名氣了。 

【南禪寺】南禪寺在日本的佛教地位極高，在 1355 年被立為京都五山之上，更位居日本禪宗寺院的領

袖地位，歷代住持更是由當時最傑出、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禪僧擔任。南禪寺的三門是一座

規模壯觀的木造建築，三門代表的是空門、無相門、無願門之意，三門附近有數百株楓葉，紅葉漫天。

「水路閣」為水道橋，當時的人利用水路閣將琵琶湖水送往京都。水路閣建於日本明治時代，在建造時

參考古羅馬時代的水道橋，以紅磚砌成，與南禪寺的寺院格調不同。水路閣上面設有步道，是春天賞櫻、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秋天賞楓的路線。 

【永觀堂賞夜楓】每年秋季滿山紅葉和紅葉掩映下的殿堂、寺塔和倒映在池水中的紅葉倒影，給人一種

難以描述的東方寺院美，因而永觀堂又有「紅葉的永觀堂」別稱。永觀堂正式名稱為「禪林寺」，乃是

淨土宗西山禪林寺派的總本山，最初由空海弟子真紹僧都 (公元 797~837) 創建，本為真言宗道場，再

被清和天皇賜名為「禪林寺」，後由於第七代住持永觀大師 (1033~1111) 入主該寺，在其影響下廣受

信眾接受，因而被稱為「永觀堂」了。在寛闊的寺院內，主要參拜地點有釋迦堂、阿彌陀堂等，「阿彌

陀堂」供奉著重要文物「回首阿彌陀」，據說有天早上永觀大師繞著佛陀像頌經念佛時，佛像突然從佛

龕走下來和大師同行，大師一時回不了神停下脚步，彌陀回首對大師說：「永觀，你走太慢了」，據傳說

自此後彌陀便保持此姿態，頭部轉向左邊，面露慈祥地微笑著。「放生池」是永觀堂夜楓定番場景，紅

葉小橋倒影，在夜色裡呈現鏡花水月、如夢似幻的迷離氛圍。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御膳       晚餐：湯豆腐膳 
住宿—東急ステイ京都両替町通(2017.11 開幕)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京都市天橋立傘松公園(纜車)伊根舟屋(伊根灣遊覧船、騎腳踏車)京都市 

        【天橋立】位於京都府北部的宮津市宮津灣，是一特殊自然景觀，因地殼推擠作用在 

        海上形成一沙洲地形，被日本人譽稱為丹後之天橋立（丹後の天橋立），與安藝之宮

島（今稱嚴島）及陸奧之松島共同被稱為「日本三景」。「天橋立」地名，相傳是指站在沙洲北端傘松公

園、南端飛龍觀兩處地勢較高的山頭，背對沙洲站立並低頭從自己的胯下朝後望時，會看到沙洲猶如一

條往天上斜伸而去的橋樑；也有一說是由於其形狀看似天上舞動的白色架橋，俯首從雙足之間觀賞，宛

如升天之龍。 

【傘松公園】是俯視天橋立的絕佳觀景台，可觀賞到天橋立「斜一文字」景觀。從籠神社旁纜車搭乘站

「府中站」乘坐纜車(約 4 分鐘)或吊椅(約 6 分鐘)即可抵達。到達傘松公園後，前往觀賞名為「傘松」

的松樹和被稱之為「胯下望發祥地」的展望台，可更透徹了解天橋立之美。 

【伊根舟屋】伊根町這個與大海相伴的北京都地域已有 1700 年歷史的傳統生活方式。在伊根町有「舟

屋」之稱的獨特建築，是日本最美麗的十八個村落之一。一樓為停放漁船、放置漁具的地方，與海相鄰；

二樓則是起居室，獨特的建築，只為了能更貼近大海。目前伊根地區的舟屋大約有 230 間左右，被日本

指定為國家的「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米其林旅遊」亦將伊根列為米其林二星的旅遊勝地。特

別安排搭乘遊覽船一覽海上舟屋灣畔，欣賞成群海鷗飛翔，感受寧靜水色風光；與騎腳踏車領略最道地

的伊根氣氛。 

※注意事項：1.腳踏車數量有限，如已租借完畢將改為自由散策。 

            2.舟屋為私人所有，從前門拍照或進入舟屋前請先取得屋主同意。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海鮮御膳       晚餐：京風自助餐 

住宿—東急ステイ京都両替町通(2017.11 開幕)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京都市瑠璃光院大原三千院貴船神社高台寺(賞夜楓) 

        【瑠璃光院】擁有豐富的歷史，雖確切建造日期不為人知，但最後一次修復約是在大 

        正時代晚期和昭和時代初期間。關於瑠璃光院最早的文書記載可追溯至飛鳥時代，當 

時的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亂中負傷，於是來到琉璃光院的釜風呂以蒸氣浴療傷，隨著天武天皇奇蹟般康

復，越來越多士兵和貴族開始頻繁參拜這座寺院，到了平安時代，琉璃光院已成為貴族家庭和有錢人著

名的治癒地。瑠璃光院每年只在春秋兩個季節短暫開放，藉著書院的造景窗，呈現生意盎然的新綠或錦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繡斑斕的楓紅，由於所在地遠離市中心，特別開放期間入場收費又偏高，造訪的人並不多。瑠璃光院榮

登雜誌走訪京都紅葉名所內「最美窗景」第一名，能飽覽僻靜且具禪意的美麗世界，靜靜坐著，一刻也

不忍離去，彷彿著了迷般，融入窗格外深邃靜謐中。   

【大原三千院】座落在京都市左京區北部，比叡山北嶺西麓的山間小盆地上。創於 1118 年的三千院是

佛教天台宗的寺院，與其他日本寺院一樣屢遭火災破壞，目前所見是 2005 年重新修建後的建築。經過

山門放眼只見恬靜的三千院禪室，整個室內面對著翠綠幽美的庭園，可在此靜坐冥想，體驗一下悠閒愜

意的生活情調。離開禪室和庭院，穿過一條庭院小徑，就來到三千院的精華所在—往生極樂院，它隠藏

在翠綠林間，和大自然渾然一體，沒有人工雕琢，遠離凡間喧囂，處身於此彷如處在仙境極樂世界裡。

1118 年(日本元永元年)日本堀河天皇的第二皇子最雲法親王到三千院出家，成為第一位到三千院出家的

皇族，從此以後，歷代住持都由日本皇族擔任，歷史上有名的護良親王也曾經在此出家。最雲法親王在

1156 年(日本保原元年)，被任命為天台座主。  

【貴船神社】日本全國約 450 座貴船神社之總本社，繪馬發祥之社。因供奉水神，全國從事與水相關的

飲食業、釀造業對該神社的信仰頗深。據史書記載，平安時代著名詩人和泉式部曾在此祈願夫君冷卻的

愛情能夠回心轉意，因而供奉結緣之神的中宮遠近聞名。神社中的靈泉水籤浮在水中便可顯示抽籤者的

命運，深受年輕女性歡迎。貴船神社一帶古木叢生，通往貴船神社的小路曲徑通幽，參道兩側成排的紅

色獻燈古色古香，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高台寺賞夜楓】建於 1606 年，與著名的清水寺相鄰，屬臨濟宗建仁寺派寺院之一。原為幫逝世的豐

臣秀吉祈福之處，由秀吉原配妻子寧寧(高台院)所發起修建，後也成為其晚年居所與墓地，高台寺前道

路也就命名為寧寧之道(ねねの道)。高台寺雖曾遭遇祝融之災，目前仍保存眾多建築與庭園，諸如開山

堂、靈屋、方丈庭園、傘亭、時雨亭、觀月臺等等，依然具備高度可觀之處。高台寺依山而建，是春櫻

與秋紅葉名所，特別是秋楓時節的夜間點燈，可說是高台寺的特色景致，無波水鏡中的楓景，彷若真實，

耳畔所聞盡是連綿不絕的讚嘆聲！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京風御膳        晚餐：京風涮涮鍋 
住宿—東急ステイ京都両替町通(2017.11 開幕)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京都三十三間堂長岡京光明寺明治之森國定公園(箕面瀑布、勝尾寺)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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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同樣是 

        京都市東山區天台宗妙法院的境外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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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

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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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1249年(日本建長元年)的火災中燒毀，現存正殿是 1266

年(日本文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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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岡京光明寺】開寺於鎌倉時代，在日本佛教界地位崇高，是西山淨土宗的總本山。光明寺別名「紅

葉寺」，晚秋紅葉最引人入勝，許多畫家在矮灌木叢間提筆作畫，或靜靜看著陽光篩漏紅葉灑在砂庭的

光影變化，好一幅晚秋風景。從寺外就能感受其獨特魅力，兩側火紅楓樹彷彿展開雙臂歡迎遊客到來；

寺內不管是表參道前的長石階梯或 SONY BRAVIA 液晶電視廣告中的藥醫門，都是寺內相當熱門的拍照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R/


景點。      

【箕面瀑布】入秋之後的美麗楓紅讓箕面成為關西地區人氣排名前三名的賞楓名所。箕面瀑布位於大阪

北部的「明治森林箕面國定公園」內，寬約 5 公尺，落差 33 公尺，因瀑布水流直下情景看似農具的「箕」

而得名，據說箕面市也是由此而來。箕面瀑布不停奔流傾瀉，翠綠山林及火紅楓葉的景色鮮麗複雜、光

彩奪目，名列「日本瀑布百選」。  

【勝尾寺】約在公元 880 年，當時清和天皇因在此祈福得以大病痊癒，以"大王在此戰勝"之意授予「勝

王寺」稱號，但為了避諱"王"字，寺院方丈後以"尾"字代替而成了「勝尾寺」。勝尾寺自古以「勝運寺」、

「勝達摩寺」出名，因近鄰大阪市區，祈禱會每日舉辦，自日本各地祈禱勝利或療癒的信徒絡繹不絕。

從山門仰望，向著 8 萬坪的境內與本堂和二階堂延伸的參道上被紅葉覆蓋的通道是人氣觀賞點，紅、綠、

黃點綴，彷彿繪畫般，紅葉絕景融化在勝尾寺特有的莊嚴寧靜中；沿途走著，隨處都能看到不倒翁「達

摩」，原來小巧的它們說的是人生中難免遭遇不少挫折，但要學會像達摩一樣，倒下了也要重新再站起

的人生大道理。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有機自助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五星級．大阪萬豪都 HOTEL(贈送 HARUKAS 300 展望台體驗券／每人一張) 
   http://www.miyakohotels.ne.jp/osaka-m-miyako/tw/  

 

         上午自由活動－大阪關西機場／台灣桃園機場 

         五天來的收穫必是滿滿。享用完豐盛早餐後整理行裝，回味這幾天的美好，順便回

想是否有待辦事項未辦？或採購清單有漏網之魚？都可利用這最後的時間完成。約 10:00 專車前往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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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數紅葉六日」旅程，

並期待下次再相見。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Ｘ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圖片轉載僅供參考，行程順序原則上不變，但如因天候交通等因素可能有所更動，敬請見諒※ 

 
 
 
 
 
 
 

 

http://www.miyakohotels.ne.jp/osaka-m-miyako/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