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向日本 FLY TO JAPAN 
 

京阪奈自在軽旅行 五日 

│東大寺│伏見稲荷大社│清水寺│銀閣寺│ 
 行程特色： 

 『東大寺』東大寺大佛殿，正面寬度 57 公尺，深 50 公尺，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大佛殿內，放置

著高 15 公尺以上的盧舍那大佛像。1998 年，其做為「古都奈良的文化財」的一部分，被收入了聯合國

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當中。  

 『伏見稻荷大社』佈滿整座稻荷山的朱紅色鳥居，是伏見稻荷大社境內最受注目的風景。除此之外，

神社的範圍之內也可以見到許多狐狸（稻荷神的使者）的雕像，與非常特殊的狐狸造型繪馬。 

 『清水寺』棟樑結構式的清水寺。正殿寬 19 公尺，進深 16 公尺，大殿前為懸空的「舞台」，由 139

根高數十公尺的大圓木支撐。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構巧妙，沒有用一根釘子。1994 年，其做為「古

都京都的文化財」的一部分，被收入了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當中。 

 『銀閣寺』和金閣寺相對的銀閣寺，是室町時代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政在其東山山莊中建造的觀音殿，做

為東山文化的代表，日本當今的審美觀及對事物寂滅的觀點，都受到東山文化深遠的影響。 

 貼心安排：  

 四晚皆住同一飯店，讓您省卻搬運行李之勞累，第一天開始即可打包購物之戰利品。 

 餐食除早餐外，亦包含第二及第三天中餐，讓您可品嘗道地的地方國民美食。 

 安排景點為京都、奈良、大阪之必去景點，尤其適合第一次前往京阪奈地區旅遊的您或家人。 

 第四天自由活動建議行程仍可安排導遊帶隊（但景點門票及餐食必須自費），導遊原則上必須以當天報

名人數多的建議行程為主帶隊，不參加者則全天自由活動。 

 本行程不使用廉價航空，托運行李公斤數至少 30 公斤，飛機空間也較廉價航空寬敞舒適。 

 團費報價內含司機導遊小費。 

 隨隊之導遊皆為領有台日兩地之合格執照之專業人員，在行程解說及服務質量上皆有專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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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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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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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航空 CI-172 桃園 14：20 大阪關西 18：05 

回  程 中華航空 CI-153 大阪關西 14：00 桃園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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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航空 BR-130 桃園 13：35 大阪關西 17：15 

回  程 長榮航空 BR-131 大阪關西 13：10 桃園 15：0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大阪關西國際空港】→大阪市(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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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航空櫃檯前集合，由專人協助

辦理出境手續後搭機前往日本大阪，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或可自由活動。 

膳食：早／自理  午／機上簡餐  晚／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新大阪華盛頓廣場飯店 或 天滿橋格蘭飯店 或 同級 

第二天  大阪→奈良→大阪→自由活動 
   景點：東大寺￥500、奈良公園、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水上巴士￥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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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良公園】總面積達 502.11 公頃的廣闊的土地上，分佈著東大寺、興

福寺、春日大社等世界遺產在內的歷史文物及奈良國立博物館、介紹絲

綢之路文化的絲綢之路交流館等。其北部為以三景相重之風光著稱的若

草山，其東部為連綿不斷的綠色叢林春日山原始森林。在公園內放養著

大約有 200 頭的鹿群，向人們撒嬌討取鹿烤餅的景象深受遊客的青睞。

在這裡還舉行眾多的古都獨有風格的祭典活動。比如夏日的夜晚奈良公

園裡點上一萬支蠟燭舉行的奈良燈火會及燒山地表的若草山燒、東大寺二月堂的修二會、春日神社的春

日若宮御祭等。夏季的夜晚還進行燈光照明。公園裡自然資源很豐富,種植了櫻花、紅葉、麻醉木、紫藤、

梅花、百日紅等很多樹木,可以欣賞每個季節不同的自然風光。來此地修學旅遊的學生也繁多,已成為國

內外遊客一年四季來訪的代表日本的旅遊勝地。 

【大阪城公園】大阪城由豐臣秀吉於公元 1583 年在石山本願寺遺址上初建，至今已有 400 多年歷史，

為當時日本第一名城，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城堡。現存的大阪城為 1931 年由民間集資重建，外觀

5 層，內部 8 層，高 54.8 公尺，7 層以下為資料館，8 層為瞭望台。城牆四周建有護城河，附近有風景

秀麗的庭園和亭台樓閣。漫步河邊，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大阪城內櫻花門頗為著名，當年大阪城



遭遇火災，僅這一道全部用巨石砌成的櫻花門屹立無恙，成為目前僅存的遺蹟。大阪城公園建於 1931

年，佔地面積 106.7 公頃，護城河環繞，綠樹成蔭。大阪城公園以大阪城為中心，園內有日本庭園、豐

國神社、大阪城音樂廳、梅林、刻印石廣場、西之丸庭園、大阪城弓道場、大阪迎賓館、棒球場等設施，

是大阪市民休息或從事娛樂活動的場所。大阪城公園還是賞花的著名公園，西之丸庭園內的以染井吉野

櫻為主的 600 多棵櫻花樹，每到春季櫻花盛開的季節，這裡便人山人海。而擁有 1200 多株梅花樹的梅

林，是冬季賞花的好去處。 

【水上巴士】遊覽水之都大阪的水上巴士“AQUALINER”。在船上，不但能觀賞大阪秀麗的風景，亦

能觀賞河面上四季不同的景致變化。豐臣秀吉時代開始的全日本水都經濟交易的源始地所造就現在川邊

的日本銀行等米倉建築物等已是這日本第三大都市的市觀造景的一環。 

膳食：早／飯店內  午／大和風味餐  晚／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新大阪華盛頓廣場飯店 或 天滿橋格蘭飯店 或 同級 

第三天    大阪→京都→免稅店→大阪 
     景點：伏見稻荷大社、東本願寺、銀閣寺￥400、清水寺￥400 

【伏見稻荷大社】位於京都市伏見區稻荷山脚的稻荷大社，只要 5 分鐘

車程就可從京都車站來到稻荷站，稻荷大社不僅是來京都必遊之地，它

除了是觀櫻賞櫻花的勝地，也是日本稻荷神社的總本宮。稻荷是神道教

諸神中的農業之神，而狐狸被視為是祂的使者，因此，在稻荷神社中可

以看到許多尊狐狸的雕像。伏見稻荷大社是由數上千個朱紅色的鳥居長

廊所組成，又被稱為「千本鳥居」，而這條鳥居長廊目前繼續向山上延伸，

由於它是上萬稻荷神社的總本宮，所以每每吸引眾多信眾參拜，這些信眾參拜祈求主要是生意興隆及農

業豐收，而區內隨可見的狐狸往往使人以為是參拜對像，其實 這些狐狸只不過是神社的守護使者。伏

見稻荷大社最初的本殿，於應仁之亂毁於火災，目前的本殿為 1499 年重建，目前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

要文化財產，神社以紅色為主，鮮艷奪目，除了主殿外，神社最為令人注目的是佈滿整座山的大小鳥居，

自從江戶時代開始，前來參拜許願者往往捐款竪立一座鳥居，表達對神明的敬意。現存的鳥居最早可追

溯到明治年間，鳥居之數多達數萬座，整個鳥居長廊全長達 4000 公尺，可稱之為鳥居隧道。 

【東本願寺】1602 年，本願寺的第 12 代住持僧的教如修建了從德川家

康至今的建築。從堀川通的本願寺分派成為了東本願寺。據推測也有為

了分裂大宗教團體的勢力這樣的政治目的。淨土真宗的開山祖是親鸞上

人，不過供奉的是創立東本願寺的教如上人。東本願寺是淨土真宗大谷

派的本山，正式名稱是真宗本廟。經過屢次的燒毀和重建，現在的建築

物是於 1895 年重建的寺院。御影堂是世界最大級的木造建築。包含鄰

接的阿彌陀堂在內許多歷史建造物，更是收藏著國寶親鸞緣，不過很遺憾通常非公開。地內的「涉成園」

據說是於 1641 年建成，在中央部的池塘周圍四季盛開應時的花，散布著幾個茶室等。富有變化的景觀

被稱呼為「十三景」。在京都存在著無數的日本庭園，涉成園可說是屈指可數的名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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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寺】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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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寶龜 9 年)，山

號音羽山。宛如古都的風物詩般，清水寺的一景一色，完完全全的將京

都的風采表露無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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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寺主要供奉千手觀世音菩薩，

原本屬於法相宗這一宗派但目前已獨立，成為北法相宗的大本山。清水

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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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金色水之稱，或有延命水之稱。清水寺之泉被列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清水寺因此而得名。 

膳食：早／飯店內  午／京風御膳  晚／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新大阪華盛頓廣場飯店 或 天滿橋格蘭飯店 或 同級 

第四天  此日為自由活動或可參照選擇建議的行程(活動入場券及本日餐費皆不含在團費中，敬請自理) 

① 飯店→環球影城 USJ→飯店 
② 飯店→姬路城→神戶(布引花園)→大阪 
③ 自由活動 

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您可睡到自然醒或利用時間搭乘地鐵洽商、訪友或盡情 shopping，建議行

程如下： 

【日本環球影城】是美國環球製片廠斥資 1700 億日幣打造，世界 4 個

環球影城主題公園之一，總面積達 54 公頃，1998 年 10 月 28 日由美國

動作演員、前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主持動工儀式，2001 年 3 月 31 日

開幕。園區內共有 63 項遊樂設施，皆以好萊塢熱門電影為主題，讓遊

客親身體驗拍片現場，《魔鬼終結者 2:3-D》、《蜘蛛人》、《大白鯊》，另

外還有水世界的精彩絕倫的表演，在環球奇境裡，與史奴比、Hello Kitty

和芝麻街的卡通明星們一起遊玩，度過美好時光。2012 年 05 月 10 日

斥資 5 億美元擴建，在主題公園內增加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園區，於 2014 年 7 月開幕。新園區完整重現

哈利波特電影裡的魔法學校霍格華茲城堡和魔法村莊活米村，在魔法世界裡與哈利一起在天空冒險。為

了紀念環球影城開園 15 周年，2016 年全新整修完工的侏儸紀公園打造了世界最頂級的飛行式雲霄飛車

「飛天翼龍」，超乎想像的驚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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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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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遺產&日本國寶城~姬路城】白鷺展翅，形態優美~姬路城是位

於兵庫縣西部、姬路市內的一座城堡。建於 14 世紀中葉，並在 16 世

紀由武將豐臣秀吉下令建造了 3 層的望樓「天守閣」，其後在 17 世紀

又由當時的城主、武將池田輝政作了進一步修築。它形態優美，被比喻

爲展翅的白鷺，故也稱白鷺城。1931 年被指定爲國寶，1993 年被列

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産。天守閣外爲 5 層、內有 6 層，

還有一層在地下，整個建築都用日本特有的塗壁材料──白灰漿進行封

塗，屋頂採用了瓦片，瓦片的疊縫也塗抹了白灰漿。姬路城結構堅固宏大，外觀線條清晰，而且還有複

雜巧妙的防禦構造，被認爲是日本最有名且列為國寶的城堡。為了保護古址，日本政府曾在日本昭和時

期舉行「昭和大修複」及「平成大修複」，讓姬路城不管在哪個世代都一直綻放著光彩。 

【布引香草花園】乘坐纜車到達日本最大級的香草園！纜車這 10 分鐘

的時間將成為您優雅的"空中散步”時間。可眺望到神戶、京都、大阪

的美麗全景。另外還可以欣賞「布引瀑布」和重要文化遺產「五本松

堰堤」等神戶的名勝。當您走下空中索道時，中世紀歐洲的古城和約

200 種 75,000 株四季盛開的香草和鮮花將盛情迎接您的到來。園內擁

有以「美與健康」為主題的餐廳，可品嚐約 30 種香草料理。在專門的

店舖裡為您備齊了神戶旅遊的特產，香草和各種芳香商品。 

膳食：早／飯店內  午／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新大阪華盛頓廣場飯店 或 天滿橋格蘭飯店 或 同級 

第五天  大阪－【大阪關西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此日上午自由活動時間需視班機時間由導遊調整。 

早晨用完早餐後，上午自由活動，之後出發前往機場，結束我們這次的「京阪奈自在輕旅行五日」之旅。

期待下次有機會與您在別的旅程再相見。 

膳食：早／飯店內  午／機上簡餐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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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