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地點 抵達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152 桃園國際機場 大阪關西機場 09:50 13:20 

中華航空 CI101 東京成田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14:35 17:45 

 

【精選行程】 

第一天   桃園機場-大阪關西機場-大阪城(上天守閣)-心齋橋商圈-大阪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親切導遊為您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大阪【關西空港】 

是全球第一座海上機場，以人工島方式建築是日本西方的玄關。可以 24 小時起降之全天候關西國

際機場，建於大阪距離海五公里之海上，由跨海大橋與本州相連。美國土木工程學會選定為 20 世

紀全球十大工程之一，利用約 13 座金字塔的土砂量填海，設置了 900 支油壓起重器防斜尖端高科

技，造價 1 兆 4500 億日圓，歷時 8 年始完成整座機場第一階段工程。義大利名設計師 Renzo Piano

巧心地在西歐的理論架構中添加了東洋的柔和感，使整體設計有兼容並蓄的美，符合了「機場是文

化凝聚地」的主題，為世界先進之街機場，令人嘆為觀止。 

【大阪城公園】大阪城矗立於上町台地北端，北

臨淀川，居交通要津，最早為羽柴秀吉在大抵統

一日本後所建，規模宏偉、金碧輝煌。曾多次毀

於天災兵禍又重修改建，今日之大阪城為昭和年

間以鋼筋水泥復築，1997 年日本政府指定為登

錄有形文化財。 

【心齋橋】為大阪最具特色的大型購物街，街內天頂有透光頂棚，不受外界氣候影響，購物環境舒 

適。心齋橋是以帶有拱廊設施的心齋橋筋商店街中心發展起來的。遠在江戶時期，這裏就已形成了 

購物商圈，距今已有 380 年的歷史。當時心齋橋的店鋪主要是書店、舊書店、小道具屋、三味線、 

和服專賣店等，進入明治時代之後販賣舶來品的商店、手錶店等時髦商店逐漸增加，大正及昭和時 

代和服專賣店演變為百貨公司，西洋風味的商店更是增加，隨街可見以逛街為樂的年輕人直到今天， 

這裏依然是熱鬧非凡，各個年齡層次的人們都會光顧這兒。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A%E7%94%BA%E5%8F%B0%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80%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BD%E6%9F%B4%E7%A7%80%E5%90%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D%E5%92%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6%B3%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B%E9%8C%84%E6%9C%89%E5%BD%A2%E6%96%87%E5%8C%96%E8%B2%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B%E9%8C%84%E6%9C%89%E5%BD%A2%E6%96%87%E5%8C%96%E8%B2%A1&action=edit&redlink=1


【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一大繁華美食街，日本人常說吃在大阪，可見這裏的飲食店之多， 

在此您一定不可錯過大阪著名的各式小吃，如章魚燒、大阪燒、金龍拉麵…等等!還有成遍的娛樂設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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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夜晚燈光裝飾的招牌、霓虹燈光和道頓堀川水面上的 

反射光交相輝映，把城市點綴得更加華麗漂亮。 

◎使用飯店：ANA皇冠 或 尼崎都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敬請自理    午－機上套餐     晚－日式風味料理或大阪燒料理 
 

第二天   大阪-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智積院-京都市立美術館-京都 

【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有如順沿平靜的排水渠的水流一般,建於岡崎。淺灰色的建築物，如同近代

的名稱般的氣氛，在這裡隨時能欣賞到法國畫家馬其思和梅原龍三郎的繪畫、河井寬次郎的陶藝等

國內外的近現代美術作品。不僅可以鑑賞美術作品，還能眺望東山,欣賞建築自身的風韻。 

【智積院】是位在日本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的寺院，真言宗智山

派總本山。山號「五百佛山」。本尊金剛界大日如來、開基（創

立者）為玄宥。智積院內收藏長谷川一門的障壁畫作品，包含「楓

図」「桜図」「松と葵の図」「松に秋草図」等。以及利休好み

の庭園，高聳的山坡係以中國廬山為藍本，以池圍繞；別有另一

種風情景色。 

【京都市美術館】位於岡崎公園內，周圍有許多其他文化設施。

美術館具有青銅屋頂和獨特的西式壯麗建築。美術館的前身在 1933 年開幕，是為了慶祝昭和天皇

即位而開設的設施之一。這是日本第二間市級美術館。美術館收集約 2,100 件藝術品，包括竹内栖

鳳、富岡鐵齋、上村松園、菊池契月、梶原緋佐子、金島桂華等人的日本畫，以及西方畫作、雕塑、

工藝品、書法和木版畫。美術館在過去曾舉辦多項大型特展，展出來自羅浮宮和重要美國美術館的

典藏品。其他日本藝術特展和年度常設展覽也很受歡迎。 

◎使用飯店：京都 ROYAL SPA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    午－京都湯豆腐料理     晚－京都御膳料理   

 

第三天   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奈良東大寺~梅花鹿公園-松伯美術館-名古屋 

【京都國立博物館】豪美華麗的建築、優美極緻的庭園的設計使得聞名於世。佈有舊陳列館和新陳

列館，磚造的舊陳列館的設計出於片山東熊，他也一手設計了赤?離宮。是一座代表凝聚著明治建築

精髓的建築物。而新陳列館則舉辦文化財的常設展。 

奈良【東大寺】建於公元 796 年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是古時為鎮護

國家而建的寺院，為日本最大規模的古塔建築物。隨後前往梅花鹿公

園，奈良公園又稱【梅花鹿公園】是從大正十一年(1922)被正式指定

為國家級名勝，並命名為奈良公立公園。總面積六百六十公頃，東大

寺、興福寺、春日大社等名勝古蹟都在其範圍之內。奈良公園最引人

注目的是梅花鹿，這些鹿是春日大社祭神之物，被視為神的化身。園

內現有鹿一千二百頭，是日本梅花鹿最集中的地方。 

【松伯美術館】是被日本畫 Ienokami 村松篁·上村淳之贈送的作品收藏的基礎，近畿日本鐵道(近鐵)

成為中心設立的美術館。上村松園，把松篁·淳之的作品等的收集·保管·展示作為目的。美術館是被

是近鐵的名譽會長，佐伯勇敢的宅邸用地建設的。 



【名古屋】是愛知縣的首府，是僅次於東京，大阪和橫濱的苐四大城市，它位於本州中西部，瀕臨

伊勢灣，由於該市介於首都東京和古都京都之間，故有中京之稱。面積為 376 平方公里，人口 220

萬, 在江戶時代曾是德川家族重要城邑, 但在 1945 遭到空襲而受到大破壞, 重建後的名古屋其中心

地區是目前日本規劃得最完善的城市，在這裡遊客們不怕迷失路，市內綠化完好，林蔭夾道，鮮花

吐艷。由於其港灣隐蔽，故不受風浪影響，市內交通發達，鐡路幹線和公路網四通八達，旅遊業蓬

勃。 

◎使用飯店：名古屋國際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    午－奈良風味料理     晚－燒烤自助餐或名古屋名物味噌豬排定食 

 

第四天   名古屋-惠那峽-妻籠馬籠宿-舊輕井澤森ノ美術館-淺間山鬼押出園-輕井澤 

         溫泉 

【惠那峽】惠那峽是受大自然侵蝕而形成的的斷崖絕壁，兩側山壁陡峭，倒映於深谷流水，是難得

一見的美景，從大井水壩將木曾川攔截而成的人造湖開始，一直延續至上游的中津川。猶如刺入地

面的傘岩，這也是日本的天然保護物，它與覆蓋著褐紅色苔的紅岩，都是峽谷中的奇岩怪石的代表。  

【妻籠】中山道連接著江戶與京都，因經過位於深山的木曾路而

被稱為"木曾街道"。中山道 69 處驛站中，從江戶開始數，第 42

處的妻籠宿(驛站)曾作為交通要衝，熱鬧繁華。因為這裡最先開

始保護街道的活動而領先於全國，所以與其他驛站街道相比，江

戶時代的情趣與氣氛更濃。保管完好的建築分列於街道兩旁，如

漫步於驛站內，則有種時間停留於江戶時代的感覺。 

【馬籠宿】是日本江戶時期因商人往來頻繁而繁盛的驛站，這裡

有許多客棧以提供長途跋涉的旅客，一直到現代交通工具興起後才逐漸沒落，不過仍保有昔日的街

道景像，是日本著名的觀光景點。 馬籠宿是中山道第 43 號驛站，位於中山道難關的木曾路 11 宿

的最南端。馬籠宿全長約 600 公尺，整條貫穿南北的石板街道沿著山坡而建，以日本罕見的「坡道

驛站」及日本著名的小說家、詩人「島崎藤村」的故鄉聞名，馬籠宿也是他的名作《拂曉前》(夜明

け前)的舞台。馬籠宿於 1895 年及 1915 年慘遭兩次大火襲擊，留存下來的日本江戶時代(1603 年

~1867 年)的歷史建築全遭燒毀，但經過當地居民的努力，終於使這古老街道復甦。  

【森ノ美術館】是一間視覺錯覺美術館。樓與樓之間的三層建築，感覺不是太大，門外亦有不少有

趣的圖像可供拍照。這裡的展品多以壁畫和圖晝居多，亦有一些能拍出特殊效果的房間，雖然外觀

較細，創出獨特的作品。參觀過後，在出口前設有咖啡室, 憑入場劵可在此換取芝士蛋糕。 

【鬼押出園】是 1783 年(日本天明 3 年)淺間山爆發時噴出來的熔漿、猶如大塊岩石互相重疊凝固而

得的自然風景，劇烈的火山爆發讓當地居民恐怖的聯想到鬼在火山口鬧事將岩石往下推，因而得名。

因激烈的火山爆發所製造出的奇特景觀，如今被列為世界 3 大奇景之一，也成為了位於上信越高原

國立公園內的淺間高原的知名風景名勝。 

【輕井澤町】位於長野縣東南部，淺間山的山麓平地上。四周爲淺間山、鼻曲山、碓冰嶺等山峰所

包圍，地處夏季氣候涼爽，海拔約 1000 米的高原地帶，這裏落葉松和白樺樹生長茂盛，自然環境

宜人，所以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作爲日本有代表性的避暑勝地而發展至今。 

 

◎使用飯店：輕井澤 1130 或 GREEN PLAZA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    午－木曾古道風味料理    晚－飯店和洋百匯自助餐料理 

 

 

http://tw.japan-guide.com/travel/chubu/nagoya
http://tw.japan-guide.com/travel/kansai/kyoto


第五天   輕井澤-輕井澤聖保羅教堂~舊銀座通-箱根國立公園~蘆之湖海盜船(箱根 
         町~桃源台 30 分)-成川美術館-富士五湖溫泉 

【聖保羅教堂】 Antonin Raymond）以

歐洲的鄉間教堂風格所建造的教堂。木造的建築與水泥石板混合素材

讓這個教堂獲選現在摩登建築 the DOCOMOMO 100 之選。優美的森

林搭配古典的教堂建築，形成一種浪漫唯美的畫面。三角形屋頂和尖

塔已經成為輕井澤的象徵。 

【輕井澤銀座街】在明治時期便已經開發，從舊輕井澤圓環起，約 600

公尺的街道，鋪有紅磚的路面散發懷舊色彩。各種餐廳、咖啡館、精

品屋和流行商品專賣店鱗次櫛比，這些多彩的商店使這個度假區成為觀

光客樂於光顧的地方。 

【蘆之湖海盜船】東京近郊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的箱根國立公園，安排

搭乘仿中古世紀的觀光遊覽船【海賊船】盪漾在優雅湖水上可以飽覽蘆

之湖風光明媚、人跡未至的森林和點綴於岸邊的酒店及沿湖箱根神社入

口處巨大的紅色鳥居。 

【成川美術館】以能眺望蘆之湖及富士山美景為傲的美術館。 

收藏現代日本名畫共 4,000 件，每年配合四季變化換展 4 次。併設有視野怡人的咖啡廳。 

【富士五湖溫泉】分別指的是河口湖、山中湖、西湖、本棲湖和精進湖，它們都是遠古火山噴發所

形成的火山湖。五湖呈新月狀分布於富士北麓。各湖岸邊皆有日式旅館和酒店，在眾多全日開放的

露天溫泉裡選一個沐浴其中，透過朦朧的水汽凝望天賜的富士山巔，料想這世間怕是沒有比得上此

處的地方了。 

◎使用飯店：富之堡華園 或 富士 VIEW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    午－日式風味料理  晚－飯店和洋百匯自助餐料理或溫泉會席料理 

 

第六天   富士五湖溫泉-國立新美術館-喜屋採購材料-山種美術館-免稅店-台場海濱 

         公園-東京 

【國立新美術館】館內沒有收藏品，而是充分利用其國內最頂級展示空間（14,000 平方公尺），舉

辦豐富多彩的展覽會，收集、發佈以及提供關於美術的資訊和資料，進行相關普及教育等，是一所

發揮著藝術中心的作用的新型美術館。 

【喜屋美術材料店】〒113-0034 東京都文京区湯島 3-44-8 

【山種美術館】主要部分 6 件重要珍貴文化遺產，速水御舟，川合玉堂，奧村土牛的收藏，收藏著

以近代日本畫為中心。約 120 分(件)御舟收藏的大部分，在安宅收藏上來歷，隨著安宅產業失敗在

1976 年(昭和 51 年)時被山種美術財團有代價一攬子轉讓。 

【免稅店】參觀選購，在此您可在此自由購物送給親朋好友。 

【台場海濱公園】法國香榭大道之稱，為時下日本最富人氣的休閒渡假區域，享受逍遙自在歡樂時

光的東京新景～東京臨海副都心，又稱水上城市彩虹城，每個區域均有獨自不同特色，除了不定期

舉辦的展示會外，更結合了不同的主題樂園遊樂設施、美食廣場、購物廣場..等，開幕到如今，從初

期的乏人問津到現在人氣的匯集，現已成為年輕人相約的所在地，其所散發出魅力，深深吸引了無

數大眾，足以讓人流連忘返。 

◎使用飯店：池袋太陽城王子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    午－日式風味料理     晚－涮涮鍋料理或自助餐料理 

 



第七天   東京-淺草觀音寺-晴空塔 350M展望台-成田空港桃園機場                                                              

【淺草觀音寺】創始於 7 世紀，並以供奉觀音菩薩為主，西元 1945 年曾經被燒毀，重建於西元 1958

年。其最具代表性的標誌是大門上懸掛 100 公斤，書寫「雷門」二字的巨型燈籠。仲見世商店街是

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之一。現在的商店街有約 89 家店鋪之多。長度約 250 米，美麗的統一燈飾招

牌和四季相稱的裝飾映照在石子路上，此番日本之美景引來從海外光臨雷門的遊客不禁舉起大拇指

稱讚。 

【東京晴空塔】東京晴空塔是世界上最高的 634 公尺自立式電波塔。

在距離地面 350 公尺的東京晴空塔展望台（TEMBO DECK）上能眺

望整個關東地區，天氣晴朗時甚至能看到遠處的富士山。每到夜晚時

分，更會點亮分別代表「精華」、「雅致」的淡藍與藍紫兩色燈光，

交織輝映出浪漫美景。其周邊的商業設施「TOKYO Solamachi」中

還設有天象館、水族館、商店等 300 多間的各式店鋪，隨時傳遞各種

資訊與潮流，可謂是東京足以向世界誇耀的著名地標。  

之後前往成田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日

本之旅。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用    午－日式壽司餐盒+飲料(機上套餐)     晚－X 

 

注意事項： 

＊ 日本洋式大飯店都以 2 張單人床為主，如需求 3 人房時第 3 張床通常是加床，但遇部分飯店無 

    法提供第 3 張床時，將安排與其他團員同房；如無貴賓可同房則以單人房安排。敬請明瞭。 

 ＊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但不影響客戶權益為主。 

 ＊ 行程、班機時間、降落城市及住宿飯店，均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 如遇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將保留旅遊點、交通住宿及餐食地點種類之權利。 

 ＊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出發日期 : 2017年 1 月 17日~1 月 23 日 共計 7 天 

團    費 : 每人 NT$ 52,000元(現金價) 刷卡價 NT$ 53,300 元 

包    含 : 行程中所到交通費、餐食、住宿(2人一室)、參觀門票、 

           旅行業責任保險 500萬+50 萬醫療、東海大學至桃園機場來回接送。 

不    含 : 1.護照申請 1300 元 

          2.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250元*7 天 = 1750 元 

          3.私人消費如: 電話、洗衣、飲料、行李超重等個人支出費用。    

訂    金 : 報名請繳付 NT$10,000 元及護照影本，請繳付美術系 林易晴助教。 

團    長 : 詹前裕 教授   

領隊解說 : 林彥良 老師 

平達旅行社  聯絡人:林健二 0933-342-309 

TEL：(06)241-2345   FAX：(06)223-2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