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阪神戲雪 5 日 

(兩晚五星.六甲山千萬夜景.壽司 DIY.嵐山渡月橋.環球影城.和服體驗) 

出發.售價:02/12   37,900 元 

【行程特色】 

神戶，有著屬於自己的浪漫。走訪六甲山，眺望壯闊的神戶夜景，大阪灣、明石海峽、神戶港盡收眼底。

京都的古街廟宇，在冬天更增添了寂寥之美。本行程特別安排戲雪活動、握壽司 DIY，更有不可錯過的環

球影城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就許自己一個浪漫的冬季假期吧！ 

 

 



  

 

 



 

【特別贈送】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02-12(一) BR132 桃園機場 08:30 關西 11:55 

2 2018-02-16(五) BR131 關西 12:55 桃園機場 15:0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關西空港→神戶～六甲山樂園戲雪→六甲山花園露臺～自然展體感望台「六甲枝

垂」～眺望神戶千萬夜景→住宿神戶 

★【六甲山滑雪樂園】－這兒是屬於人工滑雪場，場內有滑雪

設備的租用，您可在此體驗到銀白色世界中速度感的刺激、或

堆雪人、打雪仗，享受闔家歡樂的樂趣，特別贈送競速雪盆(2

～3 人一個)即使是第一次滑雪的人也能盡情享受由山頂向下甫

衝的競速快感，保證讓您大呼過癮。 

★【六甲山花園露臺】－位於六甲山上的花園露臺，園區內設

有內有店鋪、餐飲店，從此處瞭望神戶港灣、關西空港，整個

大阪灣壯闊景色盡收眼底。在瀰漫著異國氛圍的園區內，欣賞

著天上繁星點點與山下閃閃爍爍的燈火交織成美麗奇幻景色。 

★【六甲山自然體感展望台「六甲枝垂」】－由打造「犬島精鍊所美術館」的名建築師三分一博志，

以「佇立於山頂的一棵大樹」為概念設計的六甲枝垂自然體感展望台，使用奈良縣吉野地區森林所產

的檜木，作為建築本體的牆壁、地板及六角形的枝葉輪廓，步入其中，首先會嗅到優雅的檜木清香，

夜晚降臨時，以 LED 照明打燈，幻化成美麗的夜光樹木。六甲山平均溫度與北海道南部相近，冬季在

風速、濕度、氣溫條件交相配合下，展望台的六角形枝葉輪廓被白雪所包圍，形成仿若樹冰現象的美

麗雪結晶。 

＊六甲山夜景會因日落時間、天候因素而有所變化，如因氣候因素無法欣賞夜景，仍會前往景點參

觀，敬請見諒。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車上享用新式加熱便當 

晚 六甲山夜景餐廳 

夜宿  神戶 大倉飯店  

第 2 天 神戶→京都和服體驗→嵐山渡月橋（藝伎回憶錄的外景拍攝地）～野宮神社→世界文化遺產

～金閣寺→清水寺．清水舞台～三年坡→伏見稻荷大社(千鳥居)→住宿飯店 

★【嵐山渡月橋】－渡月橋乃昔日山天皇因皓月橫空啟發而命

名，如今是電影時代劇的熱門外景地，橫跨大堰川的渡月橋，

有著濃郁之傳說色彩，自古即有許多詩歌為之傳頌，山光水色

四季皆宜，此地的秋色與冬景常是騷人墨客最好的題材。 

★【野宮神社．竹林步道】－野宮神社成為日本文人筆下歌詠

的對象，除了芭蕉及蕪村的俳句之外，在《源氏物語》的《賢

木之巻》中，也描寫了神社猶如鋪上綠色地毯般的青苔庭園，

其靜美堪稱京都第一。野宮神社的週邊竹林，是嵯峨野地區的

代表性風景，自古即以「野宮竹」的名稱聞名。 

★【金閣寺】－金閣寺是古意漾然的北山文化代表，是京都最富盛名的寺廟，亦是名將足利義滿的別

墅，金箔貼成的寺院金碧輝煌而得名。 

★【清水寺】－起源於八世紀末期。現在的建築物是 1633 年的再建，正殿是國寶，主佛是一面觀音菩



薩的木像。清水寺在歷史上，宗教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廟門前城鎮附近的自然環境保持得很好，

從寺內展望京都市街特別漂亮。【三年坡】－清水寺以西，沿著清水道向屋台寺方向走，是京都重要

的傳統建築保存區。 

★【伏見稻荷大社】－據史書記載始建於和同 4（公元 711）年，是日本全國各地四萬所稻荷神社的總

社。稻荷神社是日本人信奉的保佑商業繁榮昌盛、五谷豐收之神的所在地。伏見稻荷大社位於稻荷

山，由樓門、本殿、千本鳥居等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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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嵐山風味湯豆腐 

晚 京都庭園小會席 

夜宿  京都 東急飯店  

第 3 天 京都→奈良～奈良公園～世界遺產東大寺（全世界現存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築）→壽司 DIY 體

驗→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免稅店→心齋橋、道頓堀自由逛街→住宿飯店 

★【奈良鹿公園】－是奈良市內最大的綠地，園內多寺院古

蹟，並有觀光名物馴鹿棲息其間，又名鹿公園，裡頭的鹿目前

總數將近 1000 頭，牠們有點像歐洲城市廣場上鴿子，氣質很

好，尊貴中還帶點可愛。 

★【東大寺】－全世界現存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築，供奉巨大的

宇宙佛毘盧遮那的青銅像，完成於 1200 年前，為奈良時代鎮

國之寶。 

★【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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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城外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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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允許您可自費上

天守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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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裏的飲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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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阪最大的購物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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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壽司 DIY+海鮮鍋套餐 

晚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夜宿  HOTEL ELSEREINE OSAKA 

第 4 天 大阪(由導遊安排前往日本環球電影城 UNIVERSAL STUDIO 園內暢遊並提供一票到底讓您無

限歡樂)  



今日安排由導遊帶領您搭乘電車前往首度美國本土以外的第一

座環球影城【日本環球影城(USJ)】，繼好萊塢環球影城和佛

羅裏達環球影城之後的世界上第三座以好萊塢電影為主題的主

題遊樂園，擁有各式各樣強大的吸引力，重視具代表性的美國

文化及風情，以好萊塢引以為傲的熱門電影營造出美國式氣

氛，匯集許多影像、音響等尖端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處處充

滿無數驚慄刺激、感動與興奮。特別挑選重現經典電影場景，

讓您身歷其境！ 

<亞洲首座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震撼登場> 

園區內重現了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兩大主要場景－－霍格華茲城堡與活米村，跟著哈利波特的足跡，

展開一場奇幻冒險！ 

與家族同樂的飛行遊樂設施，還記得會飛的魔法生物「鷹馬」嗎？先上一堂海格老師的奇獸飼育學，

學習如何接近鷹馬後，乘著牠飛翔於南瓜田上空，俯瞰海格的森林小屋，揭開魔法世界的神秘面紗。 

經典電影場景重現於此，多種遊樂設施讓您身歷其境，無數感動及興奮等您體驗！ 

＜蜘蛛人歷險記＞體驗精彩的 3-D 表演！為了拯救自由女神，快去追蹤那邪惡的組織與蜘蛛人！飛奔

著穿過街區，你也會被捲入觸目驚心的大事件中！ 

＜侏羅紀公園＞前半段先接受長頸龍的歡迎儀式，突然小船一下子會遭到恐龍的攻擊，最後為逃離此

地，須通過長 25 公尺，最高斜度 51 度的世界最長最急的險降坡！ 

＜大白鯊＞從鄉下的漁村開始的小船之旅，卻在湖泊中發現鯊魚的蹤跡…突然食人鯊猛然跳出來!大家

倉惶逃入船艙…接著還會被燒起來的油槽包圍住。 

＜史瑞克 4D 歷險記＞史瑞克和小驢再次挑戰新的冒險歷程！ 

＜魔鬼終結者 2:3D＞好萊塢特攝技術展現，世界最初的 3D 探險開始了。面向未來的人類和機器人的

戰鬥。超立體影像嚇得人不能不躲閃。銀幕的英雄突然在舞台出現。消滅影像和現實之境界的瞬間將

來到。 

＜水世界＞有充滿武打的冒險表演秀。再現水上基地的巨大裝置和壯絕的戰鬥場面，宛如電影一樣。 

摩托艇和水上摩托急速滑走，驚異的特技鏡頭一個個展現出來。火柱沖天，水噴四濺，聲光效果令人

驚歎! 

＜卡通慶典＞、＜史奴比冒險舞台＞、＜史奴比遊樂場＞透過『環球影城動畫魔術』解開電影導演史

帝芬．史匹柏電影製作的秘密…等等。日本首創！日本環球影城的新浮游感雲霄飛車，2007 年春天開

幕的新浮游感遊樂設施。 

＜Hollywood Dream The Ride＞盛大開幕。可選擇喜歡的音樂系統，陪伴遊客乘坐雲霄飛車翱翔於空

中，體驗飛舞的夢想。集合 18 個娛樂設施，讓您一次玩個夠；絕對讓您難以忘懷，全園的街道，更是

充滿了驚喜和歡樂的娛樂表演，保證令您大呼過癮。 

＊本日若前往環球影城，滿 2 歲不到 4 歲之兒童可退費 NT$1500 元，滿 4 歲不到 12 歲之小孩可退費

NT$500 元。 

＊如本日不前往環球影城者請於出發前 10 天告知，每人可退 NT$2000 元，抵達當地恕不退費。 

 

<特別通知> 

＊環球影城再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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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 Express 門票(快速通關券) 注意事項：快速通關券為自行選購，不包含在團體門票。 

＊園區內的各項遊樂設施，依序進行維護工作，如遇該遊樂設施將暫停服務，不便之處敬請見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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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樂園內自理 

晚 樂園內自理 

夜宿  HOTEL ELSEREINE OSAKA 

第 5 天 大阪～如有時間自由逛街、購物、訪友時間(交通請自理)→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今日收拾行囊，帶著滿足又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結束此次於快的旅程。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團於出發後，在日本當地不可任意更改房型或取消，且無法退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行程班機依航空公司作業規定 2018/02/15~2018/02/16，一經開票後均無法辦理退票,無退票價值,

敬請瞭解!! 

 如貴賓為單 1 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則需另補單人房差額，敬請見諒！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

住宿飯店順序調整及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有所更動，為配合觀光點和餐

廳營業時間，行程有時會有所變動，但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所以本公司保有變更行

程之權利；如遇中途自行脫隊或自動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行程、班機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均以說明會為主。 

 本行程最低成行人數為 15 人(含)、團體人數最多為 40 人(含)。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

如靠窗、靠走道或是同行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

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

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依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

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請遵照領隊說明。 

 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入日本為免簽證。但護照需在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六個月以上，在此特別

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如為役男或接近役齡男子，請向所屬兵役管轄機構，加蓋

允許出境兵役章。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如吃素、兒童餐...等，請於開票前通知業務員，以便代為安排。 

 至國外旅遊均有付小費的習慣，以表示對服務提供者的致意與感激，這是一種禮貌；由於各地

區小費的習慣不一，請遵照領隊說明。(基本服務費導遊及司機每人每天共約台幣 250 元整〉(服

務費是各位貴賓給予領隊、導遊、司機等人員之肯定與鼓勵，感謝您的嘉許)。 

 電壓：日本為１００伏特 AC，不過日本東部地區的頻率為５０赫茲，西部的京都、大阪、名古

屋的頻率為６０赫茲，各大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１００伏特和２００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一



般只能夠插入雙腳插頭；琉球為１００伏特雙腳插頭。 

 時差：日本比台灣時間快一小時。 

 氣候：日本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北端位於亞寒帶，而最南端屬於亞熱帶，大部分地區的雨季

約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降雨量比其他時期多。春、秋兩季氣候較為涼爽，需穿外套和薄毛

衣。夏季炎熱，以短袖運動服裝等 輕便衣著為主。冬季寒冷，需攜帶輕便大衣、保暖外套或厚

毛衣等。 冬季【12-2 月】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 

 日本到處都有公用電話，特別是在車站和商業區周圍，共分紅、黃、粉紅和綠四種顏色。打公

共電話可使用 10 日圓和 100 日圓的硬幣以及電話卡。市內電話費為每分鐘 10 日圓，使用預付電

話卡是最方便的方法。 

 電話：「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01+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台灣打電話去日本」

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市內電話：日本到處都有公用電話，特別是在車站和商業區

周圍，共分紅、黃、粉紅和綠四種顏色。打公共電話可使用 10 日圓和 100 日圓的硬幣以及電話

卡。市內電話費為每分鐘 10 日圓，使用預付電話卡是最方便的方法。國際電話：在機場、飯店

和大城市的主要車站都設有國際直撥電話，提供國際電話服務的公司有三家，連接號碼分別是

0041、0061 和 001。和可以在所有的綠色和灰色電話機打國際電話，這些電話卡可在聯鎖便利商

店購買。撥 0051 可連接 KDD 公司 所提供的找人電話、對方付費和信用卡付費電話等特殊服

務，灰色電話機上的顯示屏，英、日語的使用方法說明。 

~~關於泡溫泉~~ 

 空腹、飲酒後或剛用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泡湯之前須先洗淨身體，通常溫泉畔都設有衛浴設施，但是不要用力搓洗，因為溫泉的鹼性相

當強，可能會造成皮膚不適。 

 孕婦、心臟病、皮膚病者或皮膚上有傷口者不宜泡湯，用腦過度、激烈運動後、熬夜隔天不要

猛然泡湯，可能會造成休克。 

 不常泡溫泉者，最好泡攝氏 41 度以下的溫泉，否則可能會造成身體不適，且為避免突然浸入熱

湯，可能引發腦貧血的危險，浸泡前先以熱湯淋濕頭部或身體。 

 泡湯最長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避免皮膚的水分油份流失，如果感覺不適，趕快起來沖個冷水。 

 泡湯後，身體儘量採用自然乾燥的方式，不要用毛巾擦拭，以保留皮膚上的溫泉成分。 

 浸泡溫泉每次入泡約 3-5 分鐘休息 3 分鐘就可，連續累計 15-20 分鐘對身體有療效。 

 宜入浴前及浴後多喝水較不會暈眩。浸泡溫泉時應 2 人以上一起盡量避免單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