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阪周遊 5 日 

出發.售價:10/07、10/22   22,900 元 

 

 

 

 



 

 

 

 



 

 

 

 



 

 

  

 

 【ＯＣＡＴ ８選一共通食事卷】 

 

（※以上所列為參考菜單，因日本各餐廳皆因四季變化，利用當季食材隨時變換菜單，將以實際餐廳提供

之為準，敬請原諒，如因個人飲食習慣有特別需求，亦請務必於出發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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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07(日) BR178 桃園機場 06:30 關西 10:10 

2 2018-10-11(四) BR177 關西 11:10 桃園機場 13:0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關西空港->大阪(全日自遊活動)    參觀符號說明：★門票景點◎入內參觀●下車

參觀◆開車經過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世界第一座海上機場～關西國際空

港。抵達後直接前往飯店休息，為接下來的旅程做好準備。 

◆關西空港：全世界第一座百分之百填海造陸的海上機場，距

離大阪市中心車程約一小時，是西日本地區的玄關。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機上享用 

晚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夜宿  【住】大阪地區 大阪 VIEW、大阪富士屋、大阪ＦＰ難波南、大阪ＦＰ ＧＲＡＮＤ難波南、

大阪逸之彩、京阪天滿橋、京阪京橋、京阪淀屋橋、大阪廣場、江坂東急 REI、大阪

JOYTEL、大阪休伊特甲子園或 同等級 

第 2 天 ※体驗大阪電車周遊(全日大阪周遊 2 日卷  電車與步行)  飯店->(Y11 西梅田站)梅田藍天大

廈 空中庭園展望台->(T20 東梅田站)HEP FIVE 摩天輪->梅田午餐->(K11 天神橋筋六丁目站) 

大阪生活今昔館->(K11 天神橋筋六丁目站) 天然溫泉 浪速之湯->自由自選晚餐->飯店 

全天將体驗使用大阪週遊 2 日卷，全程交通工具為電車與步

行，為了方便行走建議輕便裝，敬請見諒。 

◎(Y11 西梅田站)梅田藍天大廈 空中庭園展望台 

這個空中瞭望台實際上是連接梅田大廈雙塔的空中走廊。以環

形屋頂為特徵的梅田摩天大廈為人們提供了 360 度的廣闊視

野。雖然身處室內，但是在觀景的同時，您還是能夠感受 170

米高空的強風。在空中瞭望台，您能俯瞰整個大阪，天氣好的時候您還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淡路島。而

大廈的地下層則是一條有自上世紀 20 年代大阪風格的瀧見小路飲食街。 

◎(T20 東梅田站)HEP FIVE 摩天輪 

EP FIVE 是一個綜合購物區，裏面的服飾專賣店大多是面向年輕人的。大廈頂部矗立著的紅色大摩天輪

是北部地區的標誌。坐在離地面 106 米高、安裝著空調裝置的摩天輪內，生駒山、大阪灣和整個城市

的景色可以一覽無餘。比鄰 HEP Five 的則是 HEP Navio，一個適合年輕人的綜合時尚購物區，在這之

中還有大型電影院和各種特色餐館。 

◎(K11 天神橋筋六丁目站) 大阪生活今昔館 

大阪人居博物館是位於北部地方東北部的一座頗具特色的博物館。該館內的建築物和街道模型再現了

大阪人過去的生活。博物館內收藏了一座江戶時代大阪的城市模型，這也是日本唯一一座保留下來的

城市模型。來這裏參觀的遊客們可以透過陳列品來想像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從而全面地瞭

解大阪的發展歷程。 



◎(K11 天神橋筋六丁目站) 天然溫泉 浪速之湯 

被譽為“美人湯”的天然溫泉。有大廈頂樓的露天浴場及岩盤浴等, 雖然身處大城市中，卻能品味到愜

意的度假氣氛。 

※景點前往順序及景點停留時間以本公司導遊操作為主，須視當天路況、天候、人潮來做調整安排，

特此告知，感謝貴賓們的體諒！  

上述景點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或特殊情形導致無法參觀或成行時，則以導遊依現場狀況做更換景點處

裡，敬請見諒。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日式海鮮鍋套餐 

晚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夜宿  【住】大阪地區 大阪 VIEW、大阪富士屋、大阪ＦＰ難波南、大阪ＦＰ ＧＲＡＮＤ難波南、

大阪逸之彩、京阪天滿橋、京阪京橋、京阪淀屋橋、大阪廣場、江坂東急 REI、大阪

JOYTEL、大阪休伊特甲子園或 同等級 

第 3 天 ※体驗大阪電車周遊(全日大阪周遊 2 日卷 電車與步行)  飯店->( M22 動物園前站)大阪天

王寺動物園->(M20 難波站)OCAT 綜合購物中心(加贈午餐 8 選一 OCAT 共通食事卷)-> (C11 大

阪港站)帆船型觀光船 聖瑪麗亞號-> (C11 大阪港站)天保山大摩天輪->自由自選晚餐->飯店 

全天將体驗使用大阪週遊 2 日卷，全程交通工具為電車與步

行，為了方便行走建議輕便裝，敬請見諒。 

◎( M22 動物園前站)★【大阪天王寺動物園】 

天王寺動物園位於大阪南門，面積超過 100000 平米。動物園

在天王寺公園的西側，佔據了該公園至少一半的面積。園中豢

養著約 230 種、900 多只動物，包括無尾熊、浣熊、大象以及

日本僅有的一隻幾維鳥。為了讓人們更詳細地瞭解到動物所在棲息地的環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為

了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動物園於 1995 年增設了爬行動物館。在"IFAR"之後，又於 1997 年開放了河馬

館。在河馬館，不少人是第一次看到這些動物在水下的生活情況。最近，動物園也在考察新的方式，

盡可能的將動物園的人工環境做的與動物在野外的自然生活環境相接近，以便使人們看到在自然環境

中生長的動物。 

◎(M20 難波站)OCAT 綜合購物中心(加贈午餐 8 選一 OCAT 共通食事卷) 

"OCAT（大阪市區航站中心）"是西日本最大的巴士總站，與 JR 難波站直接相連，並設有辦公區、餐

廳、購物中心等設施。從巴士總站的 2 樓，可搭乘開往關西國際機場的 OCAT 機場巴士、開往伊丹機

場、神戶機場方向的機場巴士，還有北至仙台、南至鹿兒島的城際高速巴士來往其間。在樓頂平台，

有薰衣草、迷迭香等芳香保健用草木約 200 種約 10000 株，是真正的屋頂庭園、"城市綠洲"，成為市民

休息的場所。現在 OCAT 大廈周邊有"OCAT 步行街"，直接和原有的地下街相通，地區內的主要道路、

廣場等正在建設完善中，全部完成後將會更加便利。★此天特別加贈ＯＣＡＴ綜合購物中心５Ｆ食事

卷 8 間餐廳選一享用餐點★ 

 ◎(C11 大阪港站)帆船型觀光船 聖瑪麗亞號 



停靠在南港的聖瑪麗號遊船是按當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時所乘坐的遊船而造的仿古遊船。乘坐這艘

比真船大一倍的現代的"聖瑪麗號",從天保山的"海遊館"出發,您可以在享受涼爽海風的同時將整個大阪

灣盡覽無餘。遊船晝航一周為 45 分鐘,夜行一周為 90 分鐘。建議您有機會一定要體驗一下這浪漫的遊

船之旅。 

◎(C11 大阪港站)天保山大摩天輪 

坐落在大阪灣口的天保山大摩天輪曾經是世界上最大、最高、也是技術最先進的摩天輪（如今最大的

是英國航空倫敦眼摩天輪）。乘坐摩天輪，您可以從高空中盡情地俯瞰大海、遠山及整個大阪市，您

還可以從跨海的明石海峽大橋起一直看到神戶的六甲山。夜晚彩燈點綴下的大摩天輪充滿了浪漫情

調，所以這裏已成為著名的情人相聚場所。大摩天輪高達 112.5 米，擁有 60 個單獨的、可乘坐 8 位遊

客的觀光纜車，世界上首次安裝的"流星雨煙火"可形成直徑 100 米的美麗彩燈圖案。此外，大摩天輪還

有一大特色，即可用直徑 100 米的螢幕將天氣預報顯示給大家看。 

※景點前往順序及景點停留時間以本公司導遊操作為主，須視當天路況、天候、人潮來做調整安排，

特此告知，感謝貴賓們的體諒！  

上述景點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或特殊情形導致無法參觀或成行時，則以導遊依現場狀況做更換景點處

裡，敬請見諒。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8 選一 OCAT 共通食事卷 

晚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夜宿  【住】大阪地區 大阪 VIEW、大阪富士屋、大阪ＦＰ難波南、大阪ＦＰ ＧＲＡＮＤ難波南、

大阪逸之彩、京阪天滿橋、京阪京橋、京阪淀屋橋、大阪廣場、江坂東急 REI、大阪

JOYTEL、大阪休伊特甲子園或 同等級 

第 4 天 飯店－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陸舟之松－電影『藝妓回藝錄』拍攝地點之一～京都．嵐山

渡月橋－新京極～享有京都廚房之美譽～錦市場－免稅店－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住宿

飯店 

★【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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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閣寺內的池泉迴

遊式庭園以鏡湖池為中心，向背面的衣笠山借景，金碧輝煌的金閣

倒影在水中搖曳，甚是美麗。 

●【嵐山渡月橋】 

傳說中龜山上皇看到月亮在橋的正上方緩緩移動到另外一邊，猶如渡橋因而得名。古老純樸渡月橋…

嵐山…，彷彿時空倒轉漫步小橋流水，讓您回味古京都時代的生活情景。 

●【竹林步道】 

左右被竹林包圍著的小徑是嵯峨野具代表性的景致。 而此地同時也是電影『藝妓回藝錄』拍攝地點之

一。 



●【野宮神社】 

建於 800 年左右。遷都平安後，嵯峨野有一座野宮神社，被選為伊勢神宮齋宮的皇女要在這蟄居一

年，吃齋念佛，修身養性。黑木的鳥居以及柴火籬笆充滿了歳月的痕跡。神社附近生長的竹子被稱

為”野宮竹“。供奉天照大神（日本皇室組神）。也是遊覽嵯峨野的起點。 

◎【錦市場】 

錦市場已有長達四百年的歷史，有京都廚房之美譽的商店街，聚集了各種生鮮食材與傳統京料理的商

店，是京都市民最愛逛的市集之一，約有 130 間舖，大部份都是創業多年的老店。在錦市場可以看到

京都人具有季節感的生活步調，當季的京野菜及漬物在這裡以自然的型態完全展現，讓漫步其中變成

一種享受，這裡的物價比起市價要便宜許多，買一些熟食在旅行途中享用就是最道地的京都滋味! 

◎【免稅店】 

您可以在這盡情選購喜歡的商品。 

◎【大阪城公園】 

大阪城外觀 5 層，內部 8 層，高 54.8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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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花異卉，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 

※景點前往順序及景點停留時間以本公司導遊操作為主，須視當天路況、天候、人潮來做調整安排，

特此告知，感謝貴賓們的體諒！  

上述景點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或特殊情形導致無法參觀或成行時，則以導遊依現場狀況做退費或更換

景點處裡，敬請見諒。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嵐山風味湯豆腐料理 

晚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夜宿  【住】大阪地區 大阪 VIEW、大阪富士屋、大阪ＦＰ難波南、大阪ＦＰ ＧＲＡＮＤ難波南、

大阪逸之彩、京阪天滿橋、京阪京橋、京阪淀屋橋、大阪廣場、江坂東急 REI、大阪

JOYTEL、大阪休伊特甲子園或 同等級 

第 5 天 大阪->關西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享用完豐盛的早餐後，稍晚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及回憶，專車前往關西海

上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高雄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五

日遊。  

(回程若搭程晚班機，本日則為自由活動時間，午餐改為自理，晚餐為機

上簡餐)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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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01~2017/07/08，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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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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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守則】：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

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護照機票及貴重物品，請妥加保管，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亦增

加身體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國外飯店游泳池，大部份均無救生員，請勿單獨前往游泳，敬請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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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