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JX305CI-T

心旅行《關西冬色海之京都》城崎溫泉海之京都名湯美食舞妓六日心旅行《關西冬色海之京都》城崎溫泉海之京都名湯美食舞妓六日(阪阪/阪阪)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3/05(二) 列印時間：2019-01-16 10:00


參考航班

去程

2019/03/05(二) 08:10 桃園機場 2019/03/05(二) 11:40 大阪關西機場 中華航空  CI156

回程

2019/03/10(日) 12:50 大阪關西機場 2019/03/10(日) 15:00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157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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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0 

孩童佔床

$86,800 

孩童不佔床

$83,800  

孩童加床

$86,800 

嬰兒

$5,000

備 註： ※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不包含小費。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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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

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行程符號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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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2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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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機場 兵庫縣立美術館 (4公里/約10分)神戶港夜景~摩賽克廣場 (1公里/約5分)神戶

★特別安排品嘗神戶牛料理

餐食餐食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機上餐+精緻餐盒+綠茶(¥1000)   晚餐／ 神戶牛料理(¥10000)

旅館旅館 神戶美麗殿飯店  或 神戶大倉

第2天

神戶 (75公里/約1小時15分)姬路城 (92公里/約1小時45分)蕎麥麵手作體驗~但馬出石城下町古街 (辰鼓樓、出石城跡、
老街漫步) (23公里/約40分)城崎溫泉

★特別安排入住米其林2星景點住宿
★特別安排手桿蕎麥麵體驗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出石蕎麥麵御膳(¥2500)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10000)

旅館旅館 西村屋招月庭

第3天
溫泉水煮蛋~城崎溫泉纜車~麥稈工藝手作體驗~城崎溫泉外湯巡禮~溫泉街散策

★城崎溫泉一日慢遊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和風御膳(¥2700)   晚餐／ 飯店內松葉蟹會席料理(¥20000)

旅館旅館 西村屋招月庭

第4天
城崎 (68公里/約1小時40分)海之京都 伊根舟屋・伊根灣遊覽船・餵海鷗 (68公里/約35分)日本三景~搭乘纜車俯首觀賞
「升天之龍」奇景～傘松公園  (7公里/約20分)智恩寺~旋轉橋~天橋立沙洲 天橋立

★【兵庫縣立美術館】2002年落成，出自安藤忠雄手筆。館中展示以兵庫縣相關藝術家為主的作品，共7000餘件。但本館不僅展示美
術品，建築本身成為藝術融合的場域，結構雖然單純明快，參觀者卻能擁有複雜多樣的空間體驗。

挑高的入口大廳與廊廳、灑落自然光的玻璃迴廊帶來豐富的光影變化，替接下來的藝術洗禮暖身。連結戶外海域的開闊台階、宛如巨大

迷宮的建築本體、線條優美俐落的螺旋階梯，山海相連的意象、隨著時段與季節變化的色調與質感，在在耐人尋味。

位於神戶港灣區(Harbor Land)著名的●【MOSAIC摩塞克廣場】號稱「關西台場」，外觀造型特殊的木屋及紅磚建築與海港景色非常搭
配。馬路這一邊圍繞著植物，流水穿過小橋，面海那一側有大片的露台，是港灣夜景絕佳位置。各式商店包括餐飲、服飾、雜貨、飾品

等讓人流連忘返。每當夜幕低垂，變化萬千的摩天輪燈光絢麗奪目，將神戶港點綴得璀璨絢麗，就像港灣的一顆明珠閃閃發亮。神戶是

日本繁榮的國際港區和都會，尤其神戶夜景更為璀璨。

位於兵庫縣姬路市的世界遺產◎【姬路城】(不上天守閣)其白色城牆及蜿蜒屋簷造型，猶如展翅欲飛的白鷺，所以又有「白鷺城」之稱。
西元1333由赤松則村開始在姬路修建堡壘，後經包括豐臣秀吉在內的數代城主陸續擴建，至西元1601年由西國將軍池田輝正(德川家康
的女婿)花了8年的時間才大致完成全貌，至今四百多年來多次戰火卻都能倖免於難，由於其保存度高，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手桿蕎麥麵體驗】蕎麥麵時常出現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尤其過年特別有吃蕎麥麵的習俗，也成為日本歲末的風物詩，稱為「年越し

そば(TOSHIKOSHISOBA)」，年越しそば相傳起源於江戶時代，由於相較其他麵類，蕎麥麵有易切斷的特性，因此被認為能夠斬斷舊
年的災厄，也因為細長的外觀而有延長壽命的吉祥之意，昔日金匠為了蒐集金粉、金箔，也會使用蕎麥麵團，因此也被認為是招財的象

徵。

★【但馬出石町】出石町位於兵庫縣北邊的豐岡市，出石町有悠久的歷史,因此稱為但馬小京都。出石是《古事記》《日本書記》等古書
上有記載的古老的城市，也在1600年代，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勝利後分封俸祿五萬八千石的的出石藩的城下町，現在還保留了許多當
時城下町的房屋及街道。出石城1604年建城，1871年明治維新後廢城，城樓已經消失，但是出石城的隅櫓、城門、跨橋等建築按照原
來的模樣重建。出石町的街道幾乎維持江戶時期和明治時代的古色古香的建築，比如出石城三之丸大手門旁邊辰鼓樓、酒藏、永樂館、

明治館、史館等，現在被選定為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群保護地區。

★【城崎溫泉】相傳1400年前，有一隻白鶴落在城崎溫泉療傷，自此城崎溫泉的名聲便不脛而走，成為近畿地區日本海沿岸最著名的溫
泉鄉。城崎溫泉鄉自古便是日本文人墨客流連忘返的溫泉鄉，也成為小說的舞台，溫泉街以楊柳夾道，四周散佈七處公眾溫泉浴場，傳

說這七處浴場有著各自的守護神，前往七處浴場浸泡過後便能得到七種福氣。

天色向晚，遊客穿著浴衣木屐，進出各個浴場的日常，已成為城崎溫泉最著名的風景，幽靜閒適的氛圍更獲得米其林綠色指南2星的評價
。

七湯：里湯、地藏湯、柳湯、一之湯、御所之湯、曼陀羅湯、鴻之湯

★【伊根舟屋(水上船家)】伊根灣邊，人們居住的「舟屋」就環繞著灣口比鄰而建，這樣1樓是船倉、2樓是住屋的舟屋，是日本相當少
見的一種住房，因此成為了日本重要傳統性建築物群的保存地區。伊根舟屋至今仍擁有230餘家，保留著原有的船屋結構，並生活在其中
。特別安排★【伊根灣遊覽船】周遊伊根灣，在平穩的海上旅程中，您可以仔細觀察船屋構造、品味當地生活，還有成群的海鷗展翼陪

伴您一同遨遊。 

前往●【傘松公園】，★特別安排搭乘纜車俯首觀賞「升天之龍」奇妙景象。傘松公園是俯視天橋立的絕佳觀景台，可觀賞到天橋立「斜
一文字」景觀。用「倒過來看」(彎腰從兩腿之間望向後方的動作)望向天橋立的話，天橋立會像是架在天上的橋一樣。到傘松公園後，推
薦去觀賞一下名為「傘松」的松樹和被稱之為「倒過來看發祥地」的展望台。

https://www.kobe-orientalhotel.co.jp/stay/room/
https://www.kobe.hotelokura.co.jp/
https://www.nishimuraya.ne.jp/shogetsu/tc/
https://www.nishimuraya.ne.jp/shogetsu/tc/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天橋立海鮮但馬牛壽喜燒御膳(¥2500)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10000)

旅館旅館 天橋立 文珠荘飯店 天橋立 文珠荘飯店

第5天
天橋立 (76公里/約1小時30分)美山町合掌村 (50公里/約1小時10分)【世界文化遺產】龍安寺-石庭枯山水 (6公里/約
15分)京都陶板名畫之庭 (10公里/約30分)飯店~京都車站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美山町鄉土御膳(¥2500)   晚餐／ 懷石料理(¥8000，特別安排舞妓表演)

旅館旅館 京都格蘭比亞飯店

第6天 京都 (97公里/約1.5hr)關西機場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旅館旅館 溫暖的家

●【恩智寺】供奉掌管智慧的文殊菩薩，日本三文殊寺院之一。眾多應試的考生及家長們皆會特意前來參拜，以祈求考試順利。境內多寶
塔和鐡浴桶是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山門則是丹後地區最大的山門。

日本三大合掌村之一～京都●【美山町～茅茸合掌屋秘境】群山環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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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春、秋季，會各舉行一次
消防演習「一齊放水」；在一月下旬晚間，則會舉辦冬季限定「雪燈廊」，點點燈火如天上繁星墜落，照亮覆蓋靄靄白雪的小屋群，如

夢似幻。

●【龍安寺】龍安寺建於1450年為當時室町幕府管領、應仁之亂的東軍總帥細川勝元所創建的禪寺。 龍安寺方丈前的庭園可說是枯山水
的代表作，庭園以低矮的圍牆圍繞，在長方形的地面中只有一大耙梳得極整齊的細白砂，白砂上依七、五、三的數目組合擺設了十五顆

奇石，石頭的配置形式源於母虎攜子渡河的故事，所以又稱為虎負子渡之庭，庭園在極簡的設計中呈現出淡雅幽玄的的深度表現。

●【京都陶板名畫之庭】由安藤忠雄所設計，為世界首座可戶外觀賞畫作的繪畫庭園。畫作不單只能在室內展示，戶外建築和光影的變化
，讓繪製於陶板上的畫作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面貌。

稍晚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及回憶，專車前往關西海上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旅程。


行程備註

★１：報名前溫馨小提示★

1-1：本行程報價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以及行程所標示之住宿、餐食、景點門票」。
1-2：若您與同行旅客經分房後為落單者，須補「單人房差13000元」，本公司會依據其他旅客分房狀態，若有同性別旅客可同房，則可免除上述費用。
1-3：承上；若您為維護住宿品質與隱私，「指定」單人入住一間房，則亦須補足上述「單人房差」費用。
1-4：未滿２足歲之嬰兒費用為新台幣5000元，以上費用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不含餐食且不佔機（車、床）位、也不包含各行程貼心
贈品（例如導覽器、機場貴賓室）；行程中各個旅遊景點（除有年齡限制外）皆可入場但不佔座位，提醒旅客須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1-5：本行程「兒童不佔床」定義為未滿六歲（佔床人數需已符合住宿房型），得使用兒童不佔床售價（不含客房備品、附餐，溫泉飯店無另外鋪墊被；每房限乙
名）。

1-6：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即日起，如有嬰兒同行者，請於報名時通知業務並確認能否取得席次及開票作業，並同時提供
開票的名單及出生年月日，航空公司將以入名單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受理。

1-7：本行程最低成團人數為15人（含）、最高團體人數為28人（含），並有合格領隊全程服務。另本公司網頁所顯示之「可賣」機位數，並非代表最終成團人數
（以上人數不含嬰兒）。

1-8：本行程免付「台灣領隊＋當地司機」之小費，但床頭小費、行李小費、其他服務性小費則請各位團員依國際禮儀以及當然慣例自行支付。
1-9：行程景點、活動、食宿均包含於行程費用中，如自行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人使用。
1-10：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14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以實際回覆為準。
1-11：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24小時未繳付訂金，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費、更改活動辦法等因素之調整售價的權利，且恕不另行公告，敬請見諒。
1-12：本行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車資等成本費用並無兒童、年長者或其他特殊身份之優惠，亦不適用於上述元件各自推出之針對
個別旅客所進行之優惠活動；詳細售價與特惠方式以各行程標示為準，本公司不再進行任何退費與折扣。

1-13：旅遊本為增廣見聞與體驗和平日不同之生活經驗，各國餐食、住宿、水質、交通、氣候、巴士、風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
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避免與期待認知產生極大之誤差。另各旅遊地區景點與食宿皆為全球旅客所共享參觀之權益，本公司團體行程無法迴避您所顧忌的任何國

籍、種族、宗教之其他旅客，請您支持與體諒。

1-14：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一切以您報
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15：本行程所提供之「WI-FI 機」、「耳機導覽器」限本行程中使用，返台出關前請務必歸還領隊，若旅客攜回未歸還，則須自付續租費用，並請妥善保管設備及
其配件，若有遺失須依供應商報價賠償。

1-16：日本行程所使用之「WI-FI 機」為「不限流量、不降速」，每台WI-FI 機最多可連線五台設備。
1-17：★【特別說明】～本旅遊團為雄獅集團旗下「雄獅旅遊、雄保旅遊、雙獅旅行社（旅天下）、欣聯航、新創網」聯合出團(PAK)，操作中心為 雄保聯合國際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並由雄保聯合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出團。

★２：住宿之溫馨小提示★

2-1：行程飯店所使用之房型除行程特別載明或旅客特別需求，正常以提供各飯店之標準房型為主，並請遵守飯店各項規定（例如勿在房間吸煙），如有違返飯店規定
而受罰款，須請旅客自行負責。

2-2：旅客需求一大床或二小床、高或低樓層、吸煙或禁煙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特殊需求，在不升等房型且不增加售價之前提下，且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
入住時使得確認，尚祈鑒諒。

2-3：「單人房差」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房之價差」。由於本行程報價是以「兩人一室」為報價基礎，假設您為享有較隱私之住宿品質而欲單人入住一間房，需補
貼之價差則稱之「單人房差」。

2-4：大部份飯店並無「三或四人房型」，旅客若選擇加床，床型以折疊床或沙發床為主，且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大部份最多僅能加一張床。
2-5：若您的最終分房為１大人＋１兒童（或嬰兒），為顧及其他旅客之住宿品質與權利，恕不接受兒童不佔床之訂單需求，若另一旅客為嬰兒，大人則需支付「單人
房差」。

https://www.monjusou.com/
https://www.granvia-kyot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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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各飯店是否提供盥洗用品、吹風機、WIFI上網、熱水器等等皆有不同服務規格，因此仍建議您攜帶慣用之個人衛生盥洗用品與電器，或根據最終說明會資料洽
詢您的服務人員或領隊。

2-7：行程中若包含飯店內早餐，餐食及服務（例如管家烹煮服務）則依各飯店所提供之內容為準。
2-8：行程所標示飯店等級以當地認證或各大訂房網評等為準，部份設施、服務、環境可能與國際星等飯店有些微落差，如有須加強服務之處，可洽飯店服務人員或領
隊、導遊協助。

2-9：團費未含飯店內各項迷你吧商品、有料（付費）電視、客房服務、自費設施等項目。另旅客若毀損、遺失飯店內之用品，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任，旅客須自行負
擔相關費用。

2-10：各住宿酒店、民宿依本身地理條件、氣候、特色等因素，提供不同設施與服務，例如歐洲部份酒店、或日本民宿可能無冷氣設施，尚祈見諒；並請遵守各項住
宿規定，以及勿在未經允許之處吸煙。

★３：機票之溫馨小提示★

3-1：兒童定義為「回程搭機日」２足歲（含）以上、未滿１２歲之旅客。
3-2：嬰兒定義為「回程搭機日」未滿２足歲之旅客，且不列為團體人數。
3-3：團體機票無兒童之機票價差，嬰兒費用則請參考各行程售價。
3-4：本行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故無法累積哩程、優先選位更改航班及日期、退票、更換旅客。
3-5：由於團體機位座位安排統一由航空公司以姓氏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定，可能造成您與同行之親友座位不相連之情況，團體行程可請求領隊協助您與其他團員協調更
換，但可能造成您原始座位之變更，請您支持與諒解。

3-6：請依說明會資料上所登載的集合時間抵達機場與領隊會合，並自行考量交通狀況提早出門，另請務必於航空公司所規定時間內抵達登機閘口，以免錯過航班起飛
時間。

3-7：各航空公司針對孕婦搭乘的規定不一，一般懷孕三十二至三十六週須請產檢醫生填寫航空公司之專用診斷書，三十六週後須醫護人員同行搭乘或禁止搭乘，詳情
請洽您的客服專員，我們將為您查詢最新訊息。

3-8：有關航班行李規定，以各航空公司規範為主，若超重時旅客須自行負擔超重費用，若有任何疑問可洽詢領隊或地勤人員。

★４：行程之溫馨小提示★

4-1：為求安全起見，行程中請務必遵守工作人員安全指示，例如水上活動時全程穿著水上救生衣、行車時務必繫上安全帶；如有感到身體不適，可選擇不參加，並請
告知領隊及導遊，謝謝合作。

4-2：如遇景點之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4-3：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行程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4-4：由於各國飲食文化不同，例如國外素食經常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因此台灣旅客若有特殊餐食者，食材往往多有限制，例如素食菜色會較正常餐食少
及簡單，建議旅客可攜帶備用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4-5：台灣與各國海關相關規定、以及各航空公司搭機規範，一切依各國家及各單位規範為主，若有任何疑問請參閱各官方單位相關規定，或於「事前」洽詢領隊或服
務人員。

4-6：各國法規為保障旅客與司機行車安全，每日皆有行車時間限制（以各國法令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4-7：旅遊期間請留意自身與財產安全，並確實遵守當地法令，例如勿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在禁止吸煙處抽煙等等。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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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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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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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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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小費

公司建議:
日本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250元
琉球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300元
床頭無須放置小費，房間吧台上零食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

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簽證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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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身分證字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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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中華民國國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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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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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的西部地區的頻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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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