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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四晚五星關西。嵐山渡月橋.金閣寺.有馬溫泉.大阪水上

遊船.摩賽克廣場 5日(高雄出發) 

★ 特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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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 
★第 1 天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關西海上國際空港－大阪                                                      .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團體櫃台前，由親切熱忱的領隊導遊協助您辦

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抵達『關西海上國際空港』。抵達後接往住宿飯店

休息。 
 【大阪】早從一千四百年前就已作為人們聚集、交流的興旺繁華城鎮所存在。大阪有

〝水都〞之稱，自古已來就通過河川、海上與日本國內各地以及中國大陸、朝鮮半島頻

繁往來，進行交流。中世，大阪被稱做是神社和寺院參拜之旅的據點，如今更是日本代 
表性的國際旅遊觀光城市，同時關西國際機場的落成，使大阪成為旅客前往京都、神

戶、四國等關西地區旅遊的交通樞紐。 
  【關西海上空港】建於大阪灣距岸五公里之海埔新生地經由跨海大橋與本土連接，其

現代化之設備令人印象深刻。於 1994 年的九月四日正式啟用，特點是合乎自然環保的海

上機場、能 24 小時全天候運作、國際線/國內線網絡充實轉機非常便利、且具有完備的

鐵路、機場接送巴士等交通工具。整體造型及建築理念以 21 世紀為構想藍圖，在深海中

建築面積約 510 公頃人工島嶼海上機場，航站內採光充足，感覺富麗堂皇的關西機場，

值得您仔細欣賞。 

住宿：五星大阪凱悅飯店或大阪喜來登都或 USJ 京阪 TOWER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溫暖的家  中餐 X：機上精緻

餐  
晚餐 X：方便逛街~敬請自理(如為下

午班機則改為機上精緻餐)  
 

 
★第  2 天  全日自由活動~建議可前往日本環球影城 USJ （UNIVERSAL STUDIOS          
JAPAN）．侏儸紀公園、蜘蛛人驚魂歷險記、芝麻街 4D 動畫魔術、史瑞克 4D 歷險       . 
記、大白鯊、西部地區、水世界、史努比遊樂場、魔幻星光大遊行 ~住宿飯店                  .  
 全日自由活動~您可自費前往 
【環球影城遊樂場】（Universal Studios Japan，簡稱 USJ），是個集所有冒險浪

漫、歡愉與發現的驚喜於一身的超大型主題樂園，即將帶領您進入超乎想像的驚

慄奇險世界。 
這個位在大阪城西灣區的 Konohana，佔地 54 公頃的【日本環球影城】，除了特

別從好萊塢及佛羅里達的環球影城 2 個主題樂園中，挑選特別最受歡迎『侏羅紀

公園．乘車探險』、『回到未來．乘車探險』、『終結者 2．3Ｄ』、『大白

鯊』、『星際歷險』等等娛樂設施，讓遊客完全置身影片拍攝現場，身歷其境的

去體驗。只要您想得到的環球系列這兒統統都有：史蒂芬史匹柏的恐龍獻禮～令

人驚異的世界，逼真到讓人直起雞皮疙瘩的程度。體驗恐怖的食人鯊驚悚的感受

～跟朋友一起搭乘著小船出發，眼觀四方有無鯊魚的行蹤，猛然自左右竄出展開

牠強烈的攻擊。為了逐退鯊魚群而進行的射擊與爆炸同樣充滿了魄力！或者大夥

可以乘著腳踏車前往 ET 故鄉的星球～在夜空中來一場散步之旅！同時還準備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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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懷念、從月亮中間橫穿而過的畫面，喚醒你在電影裡體會過的感動。只要你豎

起耳朵仔細傾聽，就一定能這裡聽到 ET 呼喚你名字的聲音。超大魄力的 3D 螢幕

連結了座椅～親身體驗時光機器在做時空之旅時高速狂飆的快感。你可以在未來

世界的高樓大廈縫隙間擦身而過，還可以在過去世界岩漿漫流的火山群裡來回穿

梭，來場驚險刺激的冒險。此外日本環球影城另外特別增加新設施：WOODY 
WOODPECKER 的『卡通慶典』、『史奴比音響舞台冒險』、『史奴比遊樂場』

等等卡通人物為主題的娛樂設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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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以『好萊塢魔術．水上表演』的秀做為一天

完美的句點，為日本環球影城增添色彩。影城內合計有 18 項娛樂設施及 45 處餐

飲設施、商品販賣等等。這個標榜世界最大的主題公園，擁有各式各樣強大的吸

引力，重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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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讓您一次玩個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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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只在這裡才玩得到的遊樂設施，保證

令您大呼過癮。 

住宿：五星大阪凱悅飯店或大阪喜來登都或 USJ 京阪 TOWER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 X：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X：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第 3 天 飯店－電影『藝妓回藝錄』拍攝地點之一～京都．嵐山渡月橋－藝妓回憶錄拍

攝場景．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陸舟之松－住宿飯店        .  
景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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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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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見稻荷神社】創建自奈良時代的伏見稻荷神社，是日本全國三萬多家稻荷神

社的總本山，是祈求五穀豐收、商貿繁盛的神社。伏見稻荷大社後山的「千本鳥

居」更是知名電影《藝伎回憶錄》的拍攝場景。除了千本鳥居外，豐臣秀吉於

1589 年建造的樓門，以及建於 1494 年的「本殿」，都是伏見稻荷神社的著名景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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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五星大阪凱悅飯店或大阪喜來登都或 USJ 京阪 TOWER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 O：嵐山良彌御膳料理或和 晚餐 X：方便逛街~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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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御繕料理  自理  
 

★第 4 天 飯店－有馬溫泉舊街散策－HARBORLAND 摩塞克購物中心(昔日神戶倉庫改

建)－明石大橋(日本最長的吊橋)－舞子海上玻璃遊步道．乘電梯登上迴遊展望台－水上

遊船~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免稅店－住宿飯店                                                               .  
景點介紹： 
【有馬溫泉古街】與道後和白濱溫泉並稱日本三大古湯，因日本天皇曾到此泡湯

而聞名，有馬溫泉街入口處的『足湯』，您可隨性泡泡腳喔！溫泉古街裡散佈著

純樸懷舊建築的小商店，您可以散策在溫泉古街感受有馬溫泉歷史與風味。 
【神戶港灣 MOSAIC 區】此處是 HARBORLAND 幾棟大型 MALL 中造型最特殊

的美食購物廣場。木屋建築與港灣景色相搭襯，踩在木頭地板上、迎著海風、人

來人往，非常輕鬆自在的感覺！近百家各式特色商店，餐飲、服飾、飾品等，讓

人留連忘返。 
【明石大橋】全長三九一一公尺長，當時設計工程時全長為 3910 公尺，因 1995
年阪神大地震時地層變動，導致延長了一公尺，將帶領各位貴賓登上明石大橋

墩，讓您與明石大橋更接近，可見橋樑當時建設時的艱難及壯觀，美景盡收眼

底，一份莫名的感動湧上心頭！ 
  【大阪水上巴士大阪城港－淀屋橋港】大阪是眾所皆知的水城，八百零八座橋座

落在大阪市內大小河流之上，並且形成了一條水上觀光遊覽之路，搭乘大阪水上

巴士往返於大阪市內主要地區及觀光景點，在船上不但能欣賞河川周遊的壯麗景

觀及歷史橋梁名勝古蹟等，也能觀賞大川河面上反映四季不同變化的風情，成為

大阪觀光一個備受歡迎矚目的旅遊項目，請從河面享受散步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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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五星大阪凱悅飯店或大阪喜來登都或 USJ 京阪 TOWER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 O：日式風味

餐  
晚餐 X：方便遊玩～敬

請自理  
 

★第 5 天 住宿飯店－關西空港／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如回程為晚班機則改為飯店－自由   . 
活動(訪友、購物、逛街)－關西空港／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  
早餐後續由專車接往關西國際空港，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

客機飛返高雄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難忘的日本東瀛之旅。 
如回程為回高雄晚班機則改成全日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建議行程】 
☆心齋橋☆：心齋橋筋是一條在御堂筋東側，與之並行的南北向大道。北自順慶

町大通南至道頓堀川上的戎橋，是大阪最大的商店街。此地除了 SOGO、大丸百

貨以外，還有一些老店，以及喜好逛街和熱鬧的人潮，十分熱鬧。 
☆日本橋☆：這裡集中了許多家用電器的專賣店，是一條別名 “電電城 ”的電器

街。也是一條能與東京的秋葉原並駕齊驅的，無論是家電產品還是與電腦相關的

商品都能以廉價購買的一大主要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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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村☆：美國村在 1970 年代自然形成，集聚了以年輕人為中心、美國品味的

店鋪。這裡充滿了從頭到腳的奇裝異服的流行訊息。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林立著

舊衣鋪、日用雜貨店、咖啡廳、畫廊等各種商店。 
☆難波周邊☆：在大阪南區之車站-「難波」站的周邊，有很久以前就是大阪南區

之象徵而受大眾歡迎的「高島屋」以及風格獨具的寬廣地下街，於大阪主辦萬國

博覽會時開業。以南區地下街的老鋪而繁華熱鬧的「Nanba Walk (難波步道)」、

以車站大樓的地下街讓行人絡繹不絕的「Nanba Town (難波鎮)」、以毗鄰車站加

上美輪美奐的名牌店鋪林立而聞名的「Nanba City (難波城)」，這些各具風格的

地下街形成了一個大購物區。 
☆阪急梅田☆：俗稱「阪急村」的阪急電鐵「梅田」車站周邊是大阪最具代表性

的購物商區。車站百貨公司的先驅 -「阪急百貨店」，以及有河川造景的地下街 -
「阪急３番街」是長年受大眾喜愛的購物街。另外，平成１０年改建的購物大

樓，有以年輕人為對象的体閒服飾店構成的「HEP FIVE」，及適合各個年齡層顧

客的店鋪所構成的「HEP NAVIO」。附近還有許多受年輕人歡迎的景點，如体育

用品豐富的「梅田 ings」、日用雜貨應有儘有的「梅田 LOFT」等。 
☆西梅田☆：「西梅田」車站周邊的堂島地下中心，簡稱「Dochika (堂地下)」，

是附近的上班族不可或缺的地方。有關商務的書店及時裝店等鱗次櫛比。另外，

從第１號到第４號的大阪車站前大廈，裏面有許多大眾口味的飲食店和廉價折扣

商店。而建於大阪車站西側的「Herbis 大阪」，內有「The Ritz-Carlton 大阪」大

飯店，以及高級時裝店、餐館、"世界之旅"市場等的「Herbis 廣場」。 
午後約定集合時間，相偕搭乘◆電車（敬請自備車資）前往集合地點。   
續由專車接往關西國際空港，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客機飛

返高雄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難忘的日本東瀛之旅。 
【註】為了您逛街旅遊的方便，本日午餐、自由活動來回電車費用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 X：機上簡餐(如為晚班機回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X：如為晚班機

則為機上精緻餐  
 

＊．本行程所安排之飯店等費用皆是以持"台灣護照"旅客為報價，若是外籍人士或持外

國護照參團者，報價需另加 NT2000 元。 
＊．(機票自理參團同等之) ，並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證，

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

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出發日期 : 2017 年 01 月 08 日 
  
◎ 現金價: NT$ 17999 元  (不含證照費用，領隊導遊小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