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JX402CI5-T

《日本嚴選》關西櫻舞《日本嚴選》關西櫻舞~京都櫻秘境京都櫻秘境~MIHO美術館美術館X美山美山X保津川遊船保津川遊船5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4/02(二) 列印時間：2018-12-12 14:48


價格說明

應付訂金： $2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71,9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59,900  

孩童加床

--  

嬰兒

$4,000


行程特色

2018/11/21 12:23 更新

標準團名：ML京都春櫻秘境5⽇

【設計理念】

櫻花是⽇本美景與精神之代表，京都則是賞櫻的當仁不讓之地。⼀年中最燦爛繽紛的季節，晚⼀步出發，避開⾞⽔⾺龍的喧鬧⼈聲，遲開的櫻花

⼀樣精彩，探訪京都⼈⼼中的絕美私房景點，櫻隧道、櫻峽⾕、櫻村落、櫻⽔岸��古寺名庭、鐵道扁⾈，遠觀近玩櫻花婀娜姿態，⼀期⼀會的絕

美體驗。

【⾏程特⾊】

★《特別安排》京都⼈私房推薦，三⼤賞櫻秘境特蒐「七⾕川」、「原⾕苑」、「⼤野⽔庫」，不⼀樣的賞櫻提案。

★《特別安排》「醍醐寺」、「仁和寺」、「常照皇寺」京都禪意建築之美，精選三座古寺，演繹春櫻之雅致詩意。

★《特別安排》傳統VS現代美學演繹，「MIHO美術館」探訪建築巨匠⼼⽬中的桃花源；步入⼭林「美⼭町」合掌造聚落，美感調和令⼈驚艷萬

分。

★《特別安排》改變看世界的⾓度，「保津川遊船」搭乘遊船順流⽽下，點綴兩岸的櫻花，景觀豐富變化，令⼈流連忘返；「櫻隧道~嵐⼭電鐵」

京都唯⼀運⾏百年以上的路⾯電⾞，鳴滝⾞站及宇多野⾞站間，落櫻夾道⾶舞。

★《特別安排》入住⼆晚京都市區、⼀晚京都近郊溫泉(或三晚京都市區)，⼀晚⼤阪五星，舒適悠閒，減少⾈⾞勞頓之苦。

★《特別安排》「松葉蟹X近江⽜」當季、當地食材上桌，餐食全⾯升級，午餐餐標2500⽇幣起、晚餐餐標3000⽇幣起，春光入菜，豐富五感。

★堅持不進免稅店、使⽤5年內新型巴⼠、含導覽⽿機、Wifi分享器(每房⼀台)、領隊服務費、礦泉⽔，輕鬆出遊舒適無負擔。

【MIHO美術館】⼀座巨⼤桃花源，深藏⼭中⼆⼗年。獲選為全球⼗⼤建築，震撼的美之體驗。

javascript:window.print()


【⼤阪城】雄偉⽯牆砌造，綠意盎然的秀麗庭園和亭台樓閣、奇花異卉，是⼤阪的地標。

【仁和寺】境內200株「御室櫻」名聞遐邇，獲選為⽇本櫻名所百選之⼀。



【保津川遊船】搭乘遊船順流⽽下，點綴兩岸的櫻花，豐富變化的景觀令⼈流連忘返。

【⼤野⽔庫】被稱為「虹之湖」，周邊種植2500株紅葉以及櫻花。



【松葉蟹】在⽇本種類豐富的螃蟹中，松葉蟹蟹膏濃醇、⾁質細緻、味道鮮美，⼀直是最受歡迎的海幸珍饈之⼀。

【近江⽜】與神⼾⽜、松阪⽜並列為⽇本三⼤和⽜之⼀，透過老舖低溫熟成技法，品嘗千錘百鍊的醇厚滋味。



【GRAND PRINCE HOTEL 京都】由建築⼤師村野藤吾設計，建築⼤量使⽤曲線，考量與周邊環境和諧融合。

【⾏程備註說明】

★考量旅客⾃⾝之安全及其它團員之權益，年滿70歲以上或⾏動不便之貴賓，須有家⼈或友⼈同⾏，不便之處，尚請⾒諒。

★本⾏程餐廳因受限於食材及料理形式，若無法對應素食或不吃⽜等等餐食需求，則須改為退餐費及餐食⾃理，敬請了解。

★為提供您享受舒適、尊榮，⼜無負擔的休閒旅遊環境，

2⼈同⾏時，將安排2⼈⼀室。

3⼈以上同⾏報名(卡單數)時，將依飯店所提供的房型規格，安排3⼈⼀室。

若同團無同性旅客可配房或指定單⼈入住⼀室時，加收單⼈房價差NT$16000，敬請了解。



★全程採⽤營業綠牌⾞，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本全國氣侯預報。

※以下⾏程標⽰說明：●下⾞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11/21 12:23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阪關⻄國際機場→★櫻並⽊~七⾕川→⿔岡 或 京都

餐食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機上套餐+⽇式壽司餐盒(￥1200)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總匯⾃助餐 或 ⽇式御膳

旅館

⿔岡 湯の花溫泉 溪⼭閣  或 GRAND PRINCE HOTEL 京都 (DELUXE FLOOR)  或 HOTEL GRANVIA 京都  或同級

第2天 ★保津川峽⾕~保津川遊船→★櫻隧道~嵐⼭電鐵→【世界遺產】仁和寺→★櫻秘境~原⾕苑→京都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式套餐 或 湯豆腐御膳 或 ⽇式御膳(￥2500)   晚餐／ 燒⾁御膳 或 ⽇式御膳(￥3000)

今⽇集合於台北桃園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協助辦理出境⼿續後，搭乘豪華客機，⾶抵⼤阪關⻄國際機場。

★【七⾕川】被稱為⿔岡的賞櫻聖地，沿著七⾕川總⻑約1公⾥的櫻花隧道，種植⼤約1500株，多達30種櫻花樹。比起京

都市內熙來攘往的⼈潮，七⾕川壯盛⽽優美的花容，顯得⼈跡罕⾄，更適合希望慢慢欣賞櫻花婀娜姿態的旅⼈到訪。

【溪⼭閣】關⻄區域溫泉鄉相對較少，⿔岡湯之花溫泉可說是京都、⼤阪、神⼾⼈的遁隱之處，據傳早在戰國時期便有負

傷武將來此療養。除了泉質優良，據說在當地只要挖掘地⾯就會出現的⼩⽯頭，剖⾯會呈現櫻花模樣。據說這種「櫻⽯」

即是⽇本節分撒豆驅⿁的由來，因此可治癒百病、消災除厄。

除了⽇式溫泉旅館無微不⾄的款待，溪⼭閣更以料理聞名。精選食材與器⽫以呈現季節流動，將四季特有的味覺以料理⼈

的絕技與⽤⼼凸顯呈現，在⽇本極具公信⼒的「觀光經濟新聞社」由各界專家評定選出的「溫泉百選」中，溪⼭閣連續多

年入選「料理部⾨」，特別值得推薦。

【GRAND PRINCE HOTEL 京都】由對⽇本建築界有極⼤貢獻的著名設計師村野藤吾設計，建築整體⼤量使⽤曲線，精⼼

考量與周邊環境和諧融合。寬敞的客房，別具韻味的宴會廳及餐廳，茶室建築風格的茶寮，逸散京都風情的優美⽇本庭園

等等，令前往投宿的旅⼈置⾝於濃郁的京都風情中。

【HOTEL GRANVIA 京都】位於京都中⼼交通樞紐的京都⾞站，⼈潮熙來攘往，由⽇本建築界巨擘 原廣司設計建造，近

現代的設計語⾔中展現雄偉及京都獨特的細膩，讓⼈無法忽視的存在感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在這座千年古都中揮下濃重

的⼀筆。

HOTEL GRANVIA 京都的⼤廳就設在京都⾞站的⼆樓，無與倫比的便利性及⾼雅美觀的內裝成為京都住宿⾸選之⼀，雖位

於京都交通最繁忙之處，喧鬧卻不存在，寂靜包圍所有客房樓層，安靜舒適的氛圍述說著對於休憩品質的追求。

★【保津川遊船】最早保津川是將貨物運抵下游京都、⼤阪的運輸要道，慶⻑11年(⻄元1606年)，外號「川⼤名」的京都

富商⾓倉了以開鑿⽔路以後，米、麥、薪炭等等物品開始由此運輸。但隨著明治32年(⻄元1899年)⼭陰線電⾞開通、戰後

卡⾞增加，⽊筏及貨船為主的⽔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保津川峽⾕巨⽯林立、群⼭環繞，搭乘遊船順流⽽下，穿越⽔花

四濺的激流、神秘如鏡的深潭、點綴兩岸的櫻花，豐富變化的景觀令⼈流連忘返。

【特別說明】如因不可抗⼒因素影響⽽無法出船時，則改為搭乘嵐⼭⼩火⾞並退費每⼈⽇幣3500圓，或⾞⾏前往並退費每

⼈⽇幣4000圓，敬請了解。

★【嵐⼭電鐵】全名為「京福電氣鐵道嵐⼭本線」，⾃1910年開業以來，是京都唯⼀持續運⾏百年以上的路⾯電⾞，沿線

途經眾多赫赫有名的景點如天龍寺、龍安寺、⾦閣寺、仁和寺等等。其中最為⼈津津樂道的是位於鳴滝⾞站及宇多野⾞站

間約200公尺的櫻花隧道，兩旁優美的櫻花夾道⾶舞，帶給旅⼈關於櫻花的不同視野。

【特別說明】如因不可抗⼒因素影響⽽無法搭乘時，則改為⾞⾏前往，並退費每⼈⽇幣200圓，敬請了解。

◎【仁和寺】真⾔宗御室派的總本⼭，由宇多天皇於仁和4年(⻄元888年)開基創建。⼭號⼤內⼭的仁和寺主要奉祀阿彌陀如

來，1994年時與多座京都地區的古蹟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單之列。

通常是由皇室或貴族擔任住持的仁和寺，是所謂的⾨跡寺院之⼀，宇多天皇在出家後於此以法皇的⾝份居住修⾏，因此獲

得御室御所的別稱。直到近代明治維新之後不再由皇族擔任住持，才改稱為「舊御室御所」。

仁和寺除了饒富韻味的歷史之外，境內200株「御室櫻」更是名聞遐邇，獲選為⽇本櫻名所百選之⼀。寺內建築多為國寶及

重要文化財如「⾦堂」、「⼆王⾨」、「五重塔」等等，⽽位於御殿內分為北園及南園的庭園更是仁和寺必看的重點。

★【原⾕苑】每年只有在春秋兩季才開放參觀的原⾕苑，深藏在京都近郊的⼭中，園內種植400株以上的櫻花，⽽且種類繁

多，吉野櫻、彼岸枝垂櫻、紅枝垂櫻、黄櫻、御室櫻等等，層層疊疊錯落有致，春風吹拂下園內爭相競豔的梅花、海棠等

等春季花卉，使原⾕苑更添⽣機盎然。其景⾊之瑰麗更獲得「此⽣必看的櫻花」之評價。

【HOTEL ⽇航 PRINCESS 京都】位於京都市中⼼的「四条烏丸」地區，交通⼗分便利，客房舒適寬敞，採⽤明亮⾊系搭

配出輕鬆愉悅的氛圍，帶有歐洲風情的古典韻味。房內提供老舖「祇園辻利」的煎茶及焙茶，從細膩的款待間展露待客之

道。

最特別的則是飯店內使⽤與下鴨神社及京都御所同⼀⽔脈，⽔質優良的天然⽔，富含對⾝體有益的礦物質，除了具有優良

的保溫效果外，溫和的⽔質對敏感肌膚以及乾燥髮質都提供良好的呵護，受到女性⼀致盛讚。

http://weathernews.jp/map/html/
https://www.keizankaku.com/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kyoto/
https://www.granvia-kyoto.co.jp/


旅館

GRAND PRINCE HOTEL 京都 (DELUXE FLOOR)  或 HOTEL GRANVIA 京都  或 HOTEL ⽇航 PRINCESS 京都  或同級

第3天 ★遺世獨立~洛外/美⼭【九重櫻~常照皇寺→⽇本三⼤合掌村~美⼭→⼤野⽔庫】→京都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美⼭時旬御膳 或 鄉⼟料理(￥2500)   晚餐／ 松葉蟹御膳 或 ⽇式涮涮鍋吃到飽(￥5000)

旅館

GRAND PRINCE HOTEL 京都 (DELUXE FLOOR)  或 HOTEL GRANVIA 京都  或 HOTEL ⽇航 PRINCESS 京都  或同級

第4天 【世界遺產】醍醐寺(三寶院･靈寶館･伽藍)→★春訪桃花源~MIHO美術館→⼤阪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近江⽜御膳 或 ⽇式御膳(￥3000)   晚餐／ 居酒屋料理+酒⽔無限 或 ⽇式御膳(￥5000)

旅館

HILTON ⼤阪  或 THE WESTIN ⼤阪 (DELUXE ROOM)  或 帝國HOTEL ⼤阪  或同級

第5天
⼤阪城公園(上天守閣) 或 ⼤阪造幣局→GRAND FRONT OSAKA/梅北廣場~時尚精品匯聚之地~⾃由購物→⼤阪關⻄國際機場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常照皇寺】位於京都市右京區京北，⼭號「⼤雄⼭」，本尊供奉釋迦如來，常照皇寺屬於臨濟宗天龍寺院派，為1362

年時光嚴天皇創建，是歷代天皇皈依之寺，莊嚴肅穆卻帶有雅致詩意，與皇室有著密不可分的深厚淵源，寺內⼀株樹齡已

超過600年的九重櫻相傳為光嚴天皇親⼿種植，開花時花叢覆蓋庭園，花瓣撒落在茅葺建成的⽅丈及佛殿上，遺世獨立的靜

謐之美令⼈動容。

★【美⼭】美⼭是⼀個寧靜的鄉村⼩鎮，位於京都市區北⽅約50公⾥，周圍群⼭環繞的地理環境，使美⼭的⼈們必須適應

環境⾃給⾃⾜才得以⽣存，但也因此傳統的文化才能在這裡靜靜地延續⾄今。美⼭⽬前約有50⼾的農家居住於此，現存38

棟茅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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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庫】⼤野⽔壩位於美⼭町東⻄向匯流的由良川⽔系，美⼭川的下游，⽤來作為⽔量調節及⽔⼒發電⽽建造，⽔

庫的湖泊被稱為「虹之湖」，被選為「⽔庫湖百選」之⼀。⽔庫周邊種植2500株紅葉以及櫻花，四季景緻優美，春櫻和秋

楓是最值得前來觀賞的季節。

【鮮美上桌—松葉蟹】松葉蟹⽣⻑於深約50⾄100公尺的海底，主要產地為房總半島以南⾄九州沿岸，其中尤以⽇本海沿

岸所捕獲的松葉蟹品質最佳。在⽇本種類豐富的螃蟹中，松葉蟹蟹膏濃醇、⾁質細緻、味道鮮美，因⽽最受歡迎。

◎【醍醐寺】由聖寶理源⼤師建於⻄元874年，後得醍醐天皇尊崇，不斷擴建，形成現今規模。其中京都最古老的五重塔、

鐮倉時代建造的⾦堂等建築為⽇本國寶。⼭⾨右⼿的三寶院規模宏⼤的庭園，是代表豐⾂秀吉桃⼭時代的重要寶藏。豐⾂

秀吉鼎盛時期在此舉辦盛⼤的「醍醐賞花」會，盡顯登峰造極之勢，醍醐寺也因此天下聞名，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三⼤和⽜—近江⽜】⾃⾶⿃時代以降，⽇本幾乎未有食⽤⽜⾁之習；進入明治時期，成為「文明開化」象徵之⼀，政府

甚⾄⼤⼒宣傳獎勵。位於琵琶湖湖東⼭麓的牧場，以傳統⽅式飼養近江⽜，在優渥的⾃然環境中健康成⻑。傳承⽇本⾃古

的加⼯⼿法低溫熟成，配合每批⾁質狀態，調整熟成時間，使之更為柔軟多汁。

★【MIHO美術館】⼀座巨⼤桃花源，深藏⼭中⼆⼗年。1997年11⽉開館時即獲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全球⼗⼤建築。華

裔建築師⾙⾀銘1983年獲普利茲克獎，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師」。

他在為MIHO美術館探勘基地時，深受信樂⼭⾕秀麗風景感動，不禁寫下「桃花源記」四字，也將這份對⾃然⼤地的崇敬

、對⼈文溫厚的憧憬體現在作品上：百分之八⼗的空間深藏地底，地表開發⾯積降到最低；完⼯後再回填植樹，恢復⾃然

景⾊。銀灰⾦屬牆⾯的隧道，遠⽅光線忽隱忽現，誘⼈舉步向前；待來到盡頭，豁然開朗的瞬間，震撼的美之體驗已然展

開。館藏兩千餘件，含括希臘羅⾺埃及、中亞⻄亞南亞、⽇本中國等古文明精萃。

◎【⼤阪城公園】最早為豐⾂秀吉所建，規模宏偉、⾦碧輝煌，做為他⼀統天下的權⼒象徵。但在豐⾂秀吉過世後，德川家

康為奪取天下，發動⼤坂之陣，更在開設江⼾幕府後將之拆除，彌平豐⾂家的痕跡。同時為了彰顯幕府對於⻄⽇本的統馭

⼒，⼤坂城在江⼾時代皆直屬於將軍家。

幕末明治天皇宣布親政，撤除幕府。「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改以⼤坂城為居城，但隨後舊幕府軍與維新政府之間爆發「

⿃⽻伏⾒之戰」，⼤坂城也在此役中幾乎全毀。⽇後也多次遭到轟炸或祝融之災，今⽇之⼤阪城為昭和年間以鋼筋⽔泥復

築，1997年被⽇本政府登錄為有形文化財。雄偉的⽯牆砌造佔地約百萬坪，分為本丸、⼆之丸和城廊之外的三之丸，四周

護城河圍繞，均為綠意盎然的秀麗庭園和亭台樓閣、奇花異卉，是⼤阪的地標。特別安排登上天守閣，⼀覽城下櫻花滿布

的壯闊景⾊。

◎【⼤阪造幣局】明治政府認為要建設近代國家，必須重整幕末紊亂的貨幣制度，⽽為了製造出不輸先進諸國的優質貨幣，

於是在⼤阪設立造幣局。 造幣局於明治4年(1971年)4⽉4⽇舉⾏成立典禮，開始以當年劃時代的⻄洋設備製造貨幣，在明

治初期擔任向⽇本國⺠介紹近代⼯業的⾓⾊。櫻花⼤道於明治16年開始，每年四⽉中旬左右約有⼀週對外開放，為了使⺠

眾和櫻花能更親近，每年皆從多數的櫻花品種之中，選出「年度代表之花」加以介紹，⽬前約有125個品種，250棵櫻花樹

夾道盛開。

【特別說明】⼤阪城或造幣局為擇⼀前往，若適逢造幣局開放期間則前往造幣局參觀，敬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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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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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kyoto/
https://www.granvia-kyoto.co.jp/
https://www.miyakohotels.ne.jp/westinkyoto/index.html/www.princess-kyoto.co.jp/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kyoto/
https://www.granvia-kyoto.co.jp/
https://www.miyakohotels.ne.jp/westinkyoto/index.html/www.miyakohotels.ne.jp/westinkyoto/index.html/www.princess-kyoto.co.jp/
https://hiltonhotels.jp/hotel/kansai/hilton-osaka
https://www.westin-osaka.co.jp/
https://www.imperialhotel.co.jp/j/osaka/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便遊玩~敬請⾃理   晚餐／ 機上套餐

稍晚帶著依依不捨的⼼情及回憶，專⾞前往⼤阪關⻄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本愉快難

忘的旅程。


⾏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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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注意事項：(為維護個⼈權益，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程班機時間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如因班機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留變更⾏程之權利。

◆本⾏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會儘量忠於原⾏程，若因特殊情況如船、巴⼠等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

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之影響，⾏程將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諒解。

◆由於機位有限，請於報名時立即付訂⾦，以保留參加資格。(除售價未定的團體之外)

◆費⽤包含：機票、⽇本國內的交通及住宿、兩地機場稅．附加燃油稅。

◆費⽤不含：1.個⼈護照費⽤。

2.⾏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選建議⾏程交通及應付費⽤。

3.純係私⼈之消費：如⾏李超重費、⾃購商品、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交通費。

4.領隊、導遊、司機⼩費。

◆此⾏程因出發⽇不同將有價格差異，實際售價請以當團售價為主，謝謝。

◆如有離隊放棄參觀⾏程，恕不退費。

◆2017/4/1起出發的團體，⾏程包含旅⾏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保額為【新臺幣2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泡溫泉須知：

泡溫泉有⼀定的限制與規則，先了解其中限制，才能泡得健康美麗，⼜不失禮於⽇本⼈。

1. 空腹、飲酒後或剛⽤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2. 泡湯要全裸入浴，穿著泳裝或圍著⽑⼱都是不對的⽅式，會破壞溫泉⽔質。

3. 泡湯之前必須先把⾝體洗乾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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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孕婦、⼼臟病、⽪膚病者或⽪膚上有傷⼝者不要泡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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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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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泡湯最⻑時間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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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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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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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搭乘⾶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2. 貴重物品請託放⾄飯店保險箱，如需隨⾝攜帶切勿離⼿，⼩⼼扒⼿在⾝旁。

3.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 請由緊急出⼝迅速離開。

4.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5.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衣。

6. 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7. 海邊戲⽔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8. 泡溫泉⼤浴室時不著衣物或泳衣,請先在池外清洗乾淨後再入池內,請注意泡溫泉每次最好以１５分鐘為佳,並攜伴同⾏。

9. 搭乘⾞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請勿伸出窗外，上下⾞時注意來⾞⽅向以免發⽣危險。

10. 搭乘纜⾞時請依序上下，聽從⼯作⼈員指揮。

11. 團體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意外。

12. 夜間或⾃由活動時間若需⾃⾏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3. ⾏⾛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

14. 時差: ⽇本比台灣快⼀⼩時。

15. ⽇本飯店內皆有牙膏牙刷及拖鞋,房內亦有⽇式和服可換穿。

16. ⽇本境內⾃來⽔冷⽔可⽣飲,熱⽔須⽤熱⽔壺煮沸才飲⽤。

17. ⽇本的⾏李須請客⼈⾃⾏提領⾄房間。 

18. 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9.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20. 於⽇本⼀般商店購物須另加 8% 的消費稅，於百貨公司購物累計達⽇幣5000以上出⽰護照登記填表可減免 8% 的消費稅，但非每⼀百貨適⽤，

且⼿續較繁瑣。

21. 泡溫泉有⼀定的限制與規則，先了解其中限制，才能泡得健康美麗，⼜不失禮於⽇本⼈。泡溫泉須知如下：

　　●空腹、飲酒後或剛⽤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泡湯要全裸入浴，穿著泳裝或圍著⽑⼱都是不對的⽅式，會破壞溫泉⽔質。

●泡湯之前須先清洗⾝體，溫泉畔都設有衛浴設施；溫泉的鹼性相當強，部份旅客因體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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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泡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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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突然浸入溫泉可能引發腦貧⾎的危險，浸泡前先以熱⽔淋

濕頭部或⾝體。

●泡溫泉時間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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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紋⾝者，不能到⼤浴場泡溫泉。

•• 保險 ••

*本⾏程包含旅⾏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6週前往「旅遊醫學⾨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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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肥皂勤洗⼿、吃熟食、喝瓶裝⽔。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貓及野⽣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

+886-800-001922）。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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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公司】

⼀. 脫隊延回

不可脫隊延回，脫隊延回請⽤個⼈票處理 。

⼆. 團體無提供加價升等商務艙：

※2018/05/15起 ⽇本全航線、琉球（沖繩），無提供團體加價升等商務艙，請⾃⾏訂個⼈機票。

※2018/04/21起 桃園(TPE)/東京成⽥(NRT)航線＆桃園(TPE)/⼤阪(KIX)航線，無提供團體加價升等商務艙。

※2017/08/01起 台北松⼭(TSA)/東京⽻⽥(HND)航線，無提供團體加價升等商務艙。

四. 其他

※** ** ** 北海道(千歲)機票，⼀經開立後皆無法辦理退票** ** **

※2019年2⽉01⽇~2⽉07⽇出發之⽇本團體，機票⼀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2019年2⽉01⽇~2⽉07⽇(沖繩)出發之團體，機票⼀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嬰兒之定義為回程未滿兩歲者，若去程未滿兩歲⽽回程滿兩歲，不適⽤嬰兒價錢須另外詢價，請洽您的業務，謝謝。

※團體票無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者座位不⼀定能相鄰，敬請⾒諒！

★依航空公司之規定，每⼈可免費托運⼀件３０公⽄內之⾏李，指甲⼑、剪⼑等⼑具類，請置放於⼤⾏李箱，請勿置放貴重值錢之物品及相機等易

受損之物件於欲托運之⾏李內。建議除托運⾏李外，另帶⼀件⼿提⾏李，以便置放隨⾝貴重物品等。因⾶航安全問題，⽬前航空公司要求旅客個

別托運⾃⼰的⾏李，請依領隊說明⾄指定櫃檯托運（乳液狀物品若帶上⾶機，每瓶只能100CC，且需置放在透明夾鍊袋內，建議置放於拖運⾏李

中就沒限制；若要攜帶⼿機及電器⽤品的鋰電池，請置放於隨⾝包包中，不能置放於托運⾏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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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

⼀‧持台灣護照出入境⽇本免簽證，但護照有效期限需在６個⽉以上且護照尚須載有中華⺠國⾝分證字號；持外國護照者需注意是否需⽇簽。

⼆‧從台灣出發，持他國護照⾃⽇本返台者，需持有以下附件證明，以備⽇本航空公司櫃台及台灣海關入關查驗(⼆擇⼀)：

1.台灣居留證或台灣入境簽證

2.預定⾃台灣返回他國之機票

(例：從台灣出發，持美國護照前往⽇本者，⾃⽇本出境回台灣時，在⽇本航空公司櫃台辦理check in⼿續，以及台灣海關入關時，需出⽰台灣居

留證或台灣護照，或從台灣返回美國之機票以備查驗。)

三‧新申請為雙重國籍者，⾸次出國需持台灣護照出國。

四．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五．若您是現役軍⼈⾝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出國應經核准】。

◎【 年 ⽉ ⽇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 ⽇前⼀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六．役齡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種章，即為【尚未履⾏兵役義務】。

七．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國國境，須使⽤同⼀本護照進、出國境。

八．役男是指年滿18歲⾄服兵役前，接近役齡是指年滿16歲⾄18歲。

九．本⾏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持他國護照，請先⾃⾏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

員。

⼗．⽇本新入境審查⼿續將於本（96）年11⽉20⽇起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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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瞭解。

電壓時差

《電壓》

　⽇本的家庭電源是100伏特AC，但是頻率卻有兩種。⽇本的東部地區的頻率為50赫茲，⽇　本的⻄部地區的頻率為60赫茲

　各⼤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100伏特和220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般只能夠插入雙腳插頭

　（⼤多數與台灣插孔相類似）

　P.S 不要求三孔插座的美國電器⽤品可以在⽇本使⽤

《時差》

　⽇本全國同屬⼀個時區，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9⼩時，台灣時刻+1⼩時

　P.S ⽇本不實⾏夏時制。

電話

從⽇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010+886+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從台灣打電話去⽇本，先撥002+81+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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