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99 美美山山合合掌掌村村~~雪雪燈燈廊廊((第第十十五五回回))    

日日本本三三景景~~天天橋橋立立  伊伊根根灣灣遊遊船船  丹丹後後鐵鐵道道五五日日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一年一度合掌村點燈，美山「雪燈廊」打上燈光的茅葺屋矗立雪地中，如

夢似幻，靜謐柔和的景色療癒身心。 

◆【美山町～茅茸合掌屋秘境】日本三大合掌村之一～京都群山環抱，沿河岸建築的茅茸合掌屋，層層

疊疊錯落有致，靜謐美麗的風景被日本媒體譽為「日本人心靈的故鄉」，和白川鄉合掌村、福島縣下鄉

町的大內宿並列為日本 3大合掌村。 

◆【丹後鐵道的觀光列車】由工業設計師水戶岡銳治設計，以天橋立的白砂青松的松為設計主題帶您欣

賞海之都絕景! 

◆【伊根灣船屋】米其林 2星的旅遊勝地~丹後半島日本絕景~舟屋群散策。伊根町，在江戶時代是全日

本最美的村庄之一，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當地人比鄰而建的舟屋 230棟的舟屋群，一樓為

船庫二樓為舟屋建於沿岸。 

◆【伊根灣遊覽船】周遊伊根灣，在平穩的海上旅程中，您可以仔細觀察船屋構造品味當地生活，還有

成群的海鷗展翼陪伴您一同遨遊。 

◆【日本三大美景之一「天橋立國定公園」】天橋立是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地方，以丹後七姬為代表，

眾多神話傳說與傳統皆起源於此。 

◆【清水寺】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建於公元 798年。大殿前為懸空的「清水舞台」，在一千多年前就

巧妙的使用 139根高數十米的大圓木，去支撐綜橫交錯取得支撐力，不使用任何一根釘子。 

◆ 【嵐山渡月橋】京都市區之西，以橫跨桂川的渡月橋作為中心，這條橋的命名起源於龜山上皇的一

句似滿月過橋般的詩而得名，是每年賞櫻與賞楓的熱門點之一。 

◆【心齋橋、道頓堀、難波】大阪最具流行指標的購物區，心齋橋內的商家是較為平價庶民化的，而緊

鄰隔壁綠樹成蔭的御堂筋則有著多家世界性名牌店，連店家的招牌都以巨大醒目來取勝，像是螃蟹道樂

的電動大螃蟹與極樂高店街的七福神等，夜幕低垂後燈火通明，正是大阪人夜生活的開始。 

航班資訊：2019.JAN27.28.29出發 

航段 出發地點 交通工具 班機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去程 桃園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 CI152 09:50 大阪關西空港 13:20 

回程 大阪關西空港 中華航空 CI153 14:30 桃園國際機場 16:40 

 



行程摘要▼ 

第 1天 桃園 關西海上空港→法國米其林三星景點～世界遺產.清水寺～清水舞台～日本重要文化

財〈仁王門〉→地主神社～日本十大名水之首~音羽之瀧～二、三年坂步道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噴射客機前往日本關西工業大城－大阪，並欣賞世界第一

個以【人工島】方式建築，可以 24 小時起降之全天候【關西國際機場】，關西機場為世界先進

之機場，建於大阪距離海五公里之海上，由跨海大橋與本州相連，其先進之科技令人嘆為觀止。 

【清水寺】日本旅遊勝地世界文化遺產，修建在斷崖上，以建有大

舞臺的本堂而知名的寺院。支撐舞臺的 139 根毛櫸柱每根高達 12

公尺以上 (相當四層樓高 )。這個舞臺至今在祭祀舞樂時還在實際使

用，平時則是一覽市容的絕好地方，因此觀光客人絡繹不絕。從舞

臺下流出的三泓清水叫【音羽瀑布】並被列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

清水寺就因此得名。  

 

【地主神社】奉祀姻緣之神，正殿前方有一對相距 7 至 18 公尺的

「戀占之石」聽說信男信女只要矇起眼睛，念著愛慕者名字從這顆

石頭走到那顆石頭，日後可成就美滿姻緣。  

 

 

【二年坂】二年坂日文的「坂」字，意謂「坡」，二年坂築於西元

807 年，也由於石坂路兩旁皆為京風建築格外有情調。  

【產寧坂】又稱三年坂是觀光客最愛坂道之一，販賣清水燒和雜

貨，京扇子、甘味甜食分佈其中令人流連。  

 

餐  食  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京都鍋王涮涮鍋  或日式定食  

住  宿  大津王子  或  平安之森  或   京都 Apical 或  琵琶湖 PLAZA 或同等級  

 

第 2 天 飯店→藝妓回憶錄拍攝場景~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祇園~穿梭時空古巷花街→花見小

路→八坂神社→平安時代日本皇宮貴族渡假首選～嵐山渡月橋→京都美山合掌村.茅草屋之鄉.日本美山町濃情原

鄉散策茅草屋之鄉★三大合掌造聚落・美山町~夢幻絕美 雪燈廊 

【伏見稻荷神社】位於日本京都市伏見區內的神社，是遍及日本全

國各地約四萬多所的稻荷神社之總本山，以境內所擁有的「千本鳥

居」聞名。伏見稻荷神社位於稻荷山的山麓，在傳統上整個稻荷山

的範圍都被視為是神域（聖地）的範圍。伏見稻荷大社主要是祀奉

以宇迦之御魂大神為首的諸位稻荷神，自古以來就是農業與商業的

神明，除此之外也配祀包括佐田彥大神、大宮能賣大神、田中大

神與四大神等其他的神明。  

【祉園花見小路】一條南北橫貫祇園地區的神秘小徑，自古便是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tw/index.as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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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本憧憬的夜生活尋歡地。石板鋪砌而成的花見小路您會發現一間間門面精巧、各具特色的

茶屋、料理店，形成祇園白川邊的一道風景，讓您飽享京都散策之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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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嵐山渡月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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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橋墩用鋼筋建造，而橋面則為木造，古香古色，與周圍嵐山遊

覽區的自然景觀諧和融洽。自平安朝起，日本的貴族們就將這一

帶做為郊外踏青，泛舟戲水的遊樂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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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山町～茅茸合掌屋秘境】日本三大合掌村之一～京都群山環

抱，沿河岸建築的茅茸合掌屋，層層疊疊錯落有致，靜謐美麗的

風景被日本媒體譽為「日本人心靈的故鄉」，和白川鄉合掌村、福

島縣下鄉町的大內宿並列為日本 3 大合掌村。在每年春、秋季，

會各舉行一次消防演習「一齊放水」；在一月下旬晚間，則會舉辦

冬季限定「雪燈廊」，點點燈火如天上繁星墜落，照亮覆蓋靄靄白雪的小屋群，如夢似幻。  

★【美山町~雪燈廊】美山北村現存三十八棟茅屋，並有大約五十戶農家居住其中。合掌造沿著河岸分佈，層層

疊疊錯落有致，靜謐美麗的風景被日本媒體譽為「日本人心靈故鄉」，和岐阜縣白川鄉、福島縣下鄉町大內宿並

列為日本三大合掌造村落。每年一月下旬，則會舉辦冬季限定為期一週的「雪燈廊」，村落中四處分散著點點燈

火，如天上繁星墜落，挖空內部放入蠟燭的雪燈籠及京都花燈路的竹燈籠，照亮覆蓋靄靄白雪的蜿蜒小徑，打上

燈光的茅葺屋矗立雪地中，燈光點亮漆黑，如夢似幻，靜謐又柔和的景色療癒身心。 

【特別說明】本日特別安排入住於美山地區民宿，坐擁完整美景不受時間限制，無比親切的風土人情與悠緩的生

活步調成為這片土地闡述自己的方式，重新詮釋，住宿不應只是坐看晨昏交遞，而是一宿對自然的領略，對內心

的探詢，堅持唯有入住當地，串連美好時光，真正屬於休憩，找到為「旅行」加分的註腳。 

【特別說明】民宿多為公共衛浴配置，若分為不同民宿入住，將依報名順序安排，敬請了解。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中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京都美山鄉土料理 

住  宿  美山町自然文化村~河鹿莊  或同等級民宿 

 

第3天 飯店→搭乘日本八大觀光鐵道-丹後鐵道~欣賞美景→日本三景之一～天橋立～安排搭乘纜車俯

首觀賞「升天之龍」奇景～傘松公園→元伊勢籠神社→搭乘伊根灣遊船～遠眺伊根灣船屋~海の京都」米

其林 2星的旅遊勝地→丹後半島日本絕景~舟屋群散策 

【丹後鐵道的觀光列車】由工業設計師水戶岡銳治設計，以天橋立的白砂青

松的松為設計主題帶您欣賞海之都絕景! 



【丹後天橋立國定公園】天橋立位於日本京都府北部的宮津市宮津灣，是一個特殊的自然景觀，

因為地殼的推擠作用，在海上形成一個沙洲地形，被日本人譽稱為【丹後之天橋立】（丹後的天

橋立 )  ，其與安藝之宮島（今稱嚴島）及陸奧之松島共同被稱為【日本三景】  

【天橋立】這地名，相傳是指人們如果站在沙洲北端的傘松公園或南端的飛龍觀兩處地勢較高的

山頭，背對著沙洲站立並低頭從自己的跨下朝後望時，會看到沙

洲猶如一條往天上斜伸而去的橋樑，因而得名，傳說中，天橋立

原本是天界通往人間的橋，但有一次天神伊邪那岐在睡午覺時不

小心把它弄倒，於是天橋就躺倒在宮津灣內。實際上，天橋立是

因為潮流帶來的沙子經過長時間淤積而成，特別的是，沙洲上長

滿的松樹，數量高達 8000 多顆，最老的有數百年以上。  

【元伊勢籠神社  】伊勢神宮祭奉的天趙大神和豐受大神就是從籠神社移過去的 .因此而被稱為元

伊勢的古老神社  從奈良時代成為單後的一宮之後 .平安時代的延喜式之中的名神大社 .是山陰道

唯一的大社 .以最高的社格和歷史著稱 .  

【伊根灣船屋  】伊根，位在丹後半島上，整座「若狹灣國家公園」

的西邊，因為在若狹灣內的海灣，稱之為「伊根浦」。「米其林旅

遊」將伊根列為米其林 2 星的旅遊勝地，因為在伊根有江戶時代

遺留至今 238 棟「舟屋」組成的「舟屋群」聞名。  

 

【伊根灣遊覽船】周遊伊根灣，在平

穩的海上旅程中，您可以仔細觀察船屋構造、品味當地生活，還有

成群的海鷗展翼陪伴您一同遨遊。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中餐：海京都丹後海鮮料理餐  晚餐：飯店內迎賓自助餐或會席料理 

住  宿  宮津皇家溫泉飯店 或 天橋立 BAYHOTEL 或 天橋立飯店 或同等級 

 

第 4天 飯店→→異國風情～北野異人坂散策→神戶港區~HARBORLAND摩塞克購物中心~散策

→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 →大阪免稅店→道頓堀、心齋橋（美食、購物天堂）→大阪 

【北野異人坂散策】神戶港開港後以外國人住居為主，也是日本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城市之一，神戶的北野地區

一直保持著濃濃的異國風味，其留下許多外國人的洋房被稱為「異人館」，此區唯一一棟紅色磚瓦牆加上尖塔上

的風見雞，是神戶異人館街的代表性象徵，擁有將近百年的歷史並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異人館區域的一部

分成了咖啡館和餐廳。這裡聚集著許多時髦的咖啡館和外國的專門店。可以說這裡是, 神戶很受歡迎的, 能讓來

訪遊客感受到多國文化氛圍及國際性文化與歷史的旅遊景點。。  

【HARBORLAND 摩塞克購物中心】此為昔日神戶港口倉庫改

建，神戶的港灣將昔日已沒落的商業港口改建成觀光港口，可說

是日本人的另一個智慧。此地有公園綠地可供休憩，有高聳的神

戶塔可望遠，及觀光船可以望海，還有海洋博物館可以增長見聞，

另外有運河花園、摩塞克精品區、遊樂園及近百家各式特色商店，

餐飲、服飾、飾品……等，讓人流漣忘返。  



 

【大阪城公園】大阪城為幕府戰國時代的名將豐臣秀吉所，歷經

無數次戰火，最後直到昭和年間才又重建，城外全長 12 公里的城

牆，總共動用了 50 萬塊石頭，這些石塊主要產於生駒山、大甲山，

從小豆島及瀨戶內海各地遠渡重洋而來，小豆島至今依然殘留當

時築城用的石塊，現在大阪城周邊有大阪城公園供民眾休憩。若

時間允許您可自費上天守閣。  

 

【日本商品免稅店】您可盡情採購所需的葯品、電器及雜貨等等。 

 

【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一大繁華街區。日本人常說“吃

在大阪”，可見這裡的飲食店之多，是最受大阪市民歡迎的地方。

道頓堀川的兩岸的室外廣告和霓虹燈一連成了一片，有些建築物

的整個牆面被五光十色的霓虹廣告裝點。  

 

 

 

【心齋橋】大阪最大的購物區，集中了許多精品屋和專賣店、大

型百貨店、百年老鋪、面向平民的各種小店鋪鱗次櫛比。石板鋪

就的人行道、英國風格的路燈和成排磚造建築物的周防町筋，格

調高雅，這一帶被人稱【歐洲街】。心齋橋的西側部分稱【美國村】，

一座用油漆隨便畫了許多富有個性的圖案的牆壁，成了這裡的象

徵。美國村裡集中了專趕時髦的年青人開設的店鋪，出售一些不

拘一格的服飾等商品。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中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拉麵體驗(代金￥1000) 

住  宿  大阪蒙特利飯店  或  甲子園 HEWITT 或  難坡南 FP 或  堺 AGOLA 同等級  

 

第 5 天  飯店/自由活動/關西空港 桃園 

早餐後，自由活動，您可自行前往(建議行程)~~~ 

【中之島】細長的中之島位於大阪市中心，為堂島川與土佐堀川圍繞。自明治

時代以來，這裡便是大阪的政商中心，除了市役所外，還有不少大型企業總公

司或大阪分公司進駐。雖然有不少辦公高樓，中之島還是保留了不少明治大正

時期的建築，包括大阪市中央公會堂(岡田信一郎)，中之島圖書館(野口孫市)、

日本銀行大阪支店(辰野金吾)皆已列為重要文化財。 

【GRAND FRONT OSAKA/梅北廣場】連結大阪車站，聚集了購物商城、美

食餐廳、高級住宅、辦公大樓、五星酒店，是目前西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複

合設施。除了梅北廣場外，境內的櫸樹街道、銀杏街道、空中花園將整個區域

妝點得美輪美奐，各種自然色彩調和冰冷建築，使人們即使置身都會中心，仍

能體會到大自然的溫暖。 



廣達 1 萬平方公尺的梅北廣場主要為舉辦活動之用，安藤忠雄也參與了此處設計。廣場以「水都大阪」為意象，

兩方水池中有步道穿行，與地面層間隔著弧形圓柱緣廊，並有階梯水瀑延伸往地下一樓，在在營造出層次豐富、

低調親和的空間，摩登禪風意境融入現代大都會中，毫無違和之感。搭配外圍各種植物，在喧囂中創造出和諧療

癒的一方綠洲。 

之後前往關西國際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搭機手續後，若時間許可，可於機場內的精品商店街

選購各式精美紀念品以饋贈親友；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北，在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結束此次旅程，

在親朋好友的歡迎下，結束此趟愉快的日本之旅。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溫暖的家 

住  宿  溫暖的家 

★特別說明 

⑴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

確認的關係，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⑵ 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目前旅遊市場的星級區分，皆是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間數個訂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客觀綜合分級，且

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不同，難以單一網頁所載資訊做為最終評鑑，敬請瞭解。 

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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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 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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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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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個工作日前向您的業務員提出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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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 行程班機時間與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⑺ 餐食如遇季節因素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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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飯店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視當時情況

而定，請見諒。 

⑼ 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少有 3 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是： 

①一大床+一行軍床 或 ②二小床+一行軍床 或 ③一大床+一小床~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④若無需求到三人

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⑽日本溫泉區飯店內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床少有一張大床情形，大床房型不保證會有，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