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一國際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B 室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ROOM.B, 16F, No.44, Sec.2, Chung Shan N. Road, 

104, Taipei, Taiwan 
Tel: 886.2.25673822  Fax: 886.2.25673820 

Email: info@t1tour.com.tw 
出發日期：2020/03/27~04/01和 2020/04/05~04/10 

【關西賞櫻】櫻花迷戀曲、關西櫻花飛、悠遊琵琶湖六日 

中華航空公司 CI 桃園出發 

航班 日期 出發/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 156 03/27和 04/05 桃園/KIX 大阪關西 08:10 11:40 

CI 157 04/01和 04/10 KIX 大阪關西/桃園 12:50 15:00 

           ※ 30 KG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1.中華航空關西進出 

2.日本第一長的商店街～天神商店街 

3. 日本夜櫻賞櫻景點巡禮～大阪城，平野神社 

4. 入住日本天皇喜愛宿泊飯店～大阪帝國 

5.入住大阪城熱門賞櫻景點旁~新大谷飯店 

6.全程安排區別市場餐標餐食 



                                                                                【 行程內容】 

03/27(五) DAY1 台北桃園機場→關西機場→(6.9Km)但馬屋吃到飽涮涮鍋→(45.7Km)天神橋商店街→

(4.2Km)大阪城夜櫻→飯店 CI156 台北/關西 TPE/KIX 08:10/11:40 

 
06:10 桃園機場集合 

08:10 前往關西機場 

11:40 抵達關西機場 

12:40 前往用餐 

13:40 前往天神橋商店街 

17:10 前往大阪城(夜櫻) 

 
前往【天神橋商店街】以天神橋為起點，北邊延伸至天神橋筋七丁目，全長約 2.6 公里，被譽為日本最長的商店街，步行約需

40 分鍾。入口處上方裝飾著迎客的偶人，一進入拱廊，就看到鱗次櫛比的老式大衆食堂、家常菜館、代代為鐵匠的刀具店、創

業於明治元年的茶葉鋪、豆腐店、油炸土豆肉餅店、陶器店、和服店...大約不下 800 家店鋪。最先開始繁盛起來是在江戸時

代，二丁目的"大阪天滿宮"祭祀著學問之神菅原道真，此地就在天滿宮的眼前。進入明治時代後發展成現在的商店街。位於六丁

目的"人居博物館 大阪生活今昔館"裏，再現了從江戶時代起經歷明治、大正、昭和時代，本地街景的變化。 
【大阪城】園內種植了高達 3000 棵的櫻花樹，若覺得公園內面積太過廣大，可以前往最有名的賞花處──「西之丸庭園」，這

裡也是觀賞夜櫻的地點，在西之丸庭園可以看見有櫻花作伴的大阪城的英姿，若再搭配上夜晚的點燈的氣氛，可是能讓大阪城

成為最浪漫的一幅畫。 
住宿：新大谷飯店(https://www.newotani.co.jp/osaka/) 或同級 

早餐：無     午餐：但馬屋吃到飽涮涮鍋   晚餐： 天神橋商店街邊走邊玩 自理 

門票：大阪城(JPY540) 

 
03/28(六)DAY2 飯店→(1Km)毛馬櫻之宮櫻花→(32.4Km)奈良公園→東大寺(春日大社)→(49Km)平

野神社(夜櫻季)→飯店 
09:00 飯店出發前往毛馬櫻之宮櫻花      

09:10 抵達毛馬櫻之宮櫻花 

11:10 前往奈良公園 

13:00 奈良公園 

14:30 東大寺(春日大社) 

16:50 平野神社(夜櫻季) 

https://www.newotani.co.jp/osaka/


 

 

 

 

 

 

 

 

 

 
前往【毛馬櫻之宮櫻花】結合了河岸、沙灘、綠地，不少人來此散步、溜狗、跑步或是騎腳踏車。從毛馬洗堰下流到天滿橋間

約 4.2 公里間的河岸，種了滿滿的櫻花樹，約 4700 株，所以當櫻花季時，這裡總吸引不少人前來賞櫻與拍照，還可以拍到櫻花

與 JR 列車或是大阪城的畫面，十分動人與美麗啊！ 
【奈良公園】在廣大的敷地內，以東大寺為始，擁有興福寺、春日大社等文化遺產，是相當有人氣的觀光景點。彼岸櫻、染井

吉野、山櫻、奈良九重櫻、垂枝櫻、里櫻等，在這裡種植有各式各樣不同品種、共約 1,700 株的櫻花。從 3 月下旬開始逐漸綻

放，到了 4 月下旬則可以欣賞到美麗綻放的櫻花景色。每年 4 月中旬到下旬會可愛綻放的奈良九重櫻，是奈良縣的縣花。。 
參觀【平野神社】於西元 782 年創建有 1200 年以上歷史的平野神社，本殿被登錄為日本文化重要財。神紋為櫻花，自古就被稱

為「櫻花神社」，起源來自花山天皇在平安中期時代，於神社裡種植數千棵櫻花樹。現在神社內有最早盛開的魁櫻、八重紅枝

垂櫻、染井吉野櫻等許多稀有的櫻花品種，共 60 種約 400 棵櫻花樹，因品種眾多，賞櫻期較長約有一個半月左右可以欣賞到大

片粉嫩的櫻花。每年除了在 4 月 10 日盛大舉行「櫻花祭」外，櫻花季期間更於晚上進行點燈活動，是京都知名的夜櫻名所。 
早餐：飯店內    午餐： 菊水樓鰻魚料理(JPY3850 円) (https://www.kikusuiro.com/unakiku/) 晚餐：飯店內法式料理
(JPY6500) 

住宿：京都悠洛飯店 索菲特美憬閣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

%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

%81/index.shtml) (已預約 OK) 

門票：東大寺(JPY600) 

03/29(日) Day3 飯店→(10.8Km)嵐山渡月橋(竹林之道、天龍寺)→(1.2Km)龜岡嵯峨野小火車(11:02 嵯

峨野 5 號嵐山站→龜岡站 11:25)→南鄉公園→寧靜公園→七谷川和柔之道→飯店 
08:30 飯店出發 

09:05 抵達嵐山渡月橋 

11:02 搭乘龜岡嵯峨野小火車到龜岡 

11:25 抵達龜岡站 

11:30 へき亭季節京料理 

12:30 抵達南鄉公園 

15:30 七谷川戶外活動中心 

17:00 飯店 CHECK-IN  

 
【嵐山渡月橋】渡月橋是另一個到嵐山旅行時必去的經典景點！渡月橋更是因為是成為名偵探柯南劇場版《唐紅的戀歌》取景

地之一，因而更受當地人注目的京都景點～從渡月橋上可以欣賞一整個嵐山的風景，在櫻花季或楓葉季時的渡月橋更是美得驚

人啊！ 
【嵯峨野小火車】嵯峨野小火車（トロッコ小火車）是沿著京都嵐山往西的保津峽行駛的一列觀光專用的小火車，トロッコ是

日本的觀光小火車的統稱。東邊起點為嵯峨站，經嵐山，保津峽，終點站為龜岡，總共四站，全長 73 公里。 
【へき亭季節京料理】這裡的料理大多以京都的食材為主，不管是丹波的黑毛和牛、黑雞肉、還是大大有名的京野菜。用餐的

空間非常有氛圍，江戶的室內格局，搭配明治時代的古董家俱，料理還沒上就讓人感受到滿滿的溫度，木廊旁的餐廳望出去就

是日式庭園，飯前飯後都很適合在此感受 300 年前的江戶時期的庭園風情。 
【七谷川】七谷川（和柔之道）周邊，長約 1km 的路上，種植了約 1,500 株的櫻花樹，花季期間的櫻花道已成為丹波地方首屆

一指的賞櫻勝地，連日吸引遊客造訪。另外，鄰近的「櫻花公園」裡也栽種了 28 種約 280 株的櫻花樹。周邊還有丹波七福神巡

禮的寺院和丹波國一之宮「出雲大神宮」等觀光景點。 
早餐：飯店內    午餐：へき亭季節京料理(JPY3800 円)http://www.hekitei.net/omise/index.html   晚餐：日式庭園法式餐

廳(JPY7480 円) 

https://www.kikusuiro.com/unakiku/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81/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81/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81/index.shtml
http://www.hekitei.net/omise/index.html


住宿：京都悠洛飯店 索菲特美憬閣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

%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

%81/index.shtml) (已預約 OK) 

門票：嵯峨野小火車（JPY630 円）  

 

03/30(二) DAY4  飯店 09:00→(2.0Km) 蹴上傾斜鐵道→岡崎十石舟→(1.8Km)平安神宮→(2.8Km)錦

市場→(10.7Km)醍醐寺→(9.8Km)琵琶湖疏水の櫻散策→(3.9Km)飯店 
08:30 前往蹴上傾斜鐵道 

08:40 抵達蹴上傾斜鐵道 

09:40 抵達平安神宮 

12:00 錦市場 

13:30 醍醐寺 

15:00 前往琵琶湖疏水の櫻 

15:30 抵達琵琶湖疏水の櫻 

17:30 飯店 CHECK-IN 

 

 【蹴上傾斜鐵道】蹴上傾斜鐵道是在明治 23 年左右完成，當時是為了輔助琵琶湖疏水道運送物資。因為從大津到京都的琵琶湖

疏水道，沿途有兩段水道的落差較大，必需靠鐵道運送物資。後來鐵道在 1940 年停止運轉，現在這個兩旁種植櫻花的廢棄鐵

道，成了賞櫻景點。。 

【平安神宮】平安神宮神苑出自於造園家小川治兵衛之手，是個廣達一萬坪的池泉回遊式庭園。這座神苑中以神苑入口處附近的

150 棵的「紅枝垂櫻」（べにしだれざくら）聞名，另外還有「彼岸櫻」、「染井吉野櫻」等 20 多種，總數約在 300 顆左右的

櫻花樹。從東神苑的泰平閣（橋殿）上，拍攝對岸被櫻花所包圍、宛若浮在栖鳳池水面上的尚美館，是平安神宮櫻花季節必見必

拍的名場面。 

【錦市場】這條長約 400 米的商店街，共有 140 餘家店鋪，銷售著漬物、熟食、雜貨、小吃等，是很多京都人採買食材的地

方，又被稱作是京都的「台所（廚房）」錦巿場商店街搭有防雨頂棚，無論下雨、下雪、太陽天，都可以輕鬆地逛，這一點超棒

的。但來錦市場要特別注意，這裡大部分的店家，尤其觀光客最愛的小吃店，都是 12 點營業~下午 5 點陸續收攤。 

【醍醐寺】京都賞櫻名所醍醐寺位於洛南伏見，是日本櫻百選之一，清明連假時京都的必去景點。京都的花期很長，早櫻的代表

非醍醐寺垂櫻莫屬，仁和寺御室櫻當仁不讓代表京都晚櫻了。醍醐寺最佳賞櫻時間約莫三月底四月初，等其他地方於 4/5 前後快

要滿開時，這邊的櫻花已接近滿開末期。 

【琵琶湖疏水の櫻散策】為了將琵琶湖水引進京都內所建的渠道兩側，因而種滿了約 500 棵櫻花樹。夜幕低垂時，會亮上燈

光，彷彿置身幻想世界一般，有種不真實的美。 

 

早餐：飯店內    午餐：錦市場自理 (發代金 JPY2000 円)    晚餐: 飯店會席料理 

住宿：雄山莊(http://www.yuzanso.co.jp/index.php) (已預約 OK) 

門票:醍醐寺(JPY600)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81/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81/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zh/hotel-B2Z1-%E4%BA%AC%E9%83%BD%E6%82%A0%E6%B4%9B%E9%85%92%E5%BA%97%E7%BE%8E%E6%86%AC%E9%98%81/index.shtml
http://www.yuzanso.co.jp/index.php


 

03/31(三) DAY5 飯店→(4.8Km)三井寺→(35.2Km)MIHO 美術館→(33.1Km)宇治川河畔散策→

(45Km)飯店 

09:00 出發三井寺          

09:20 抵達三井寺賞櫻 

12:00 中餐 

13:00 前往 MIHO 美術館 

13:50 抵達 MIHO 美術館 

15:30 前往宇治川河畔散策 

16:20 宇治川河畔散策 

17:20-18:10 大阪帝國 CHECK IN 
【三井寺】三井寺是位於琵琶湖西南岸一座歷史悠久的寺廟，寺內還曾作為拍攝「劍心」的場景。而寺內廣植櫻花，櫻花季節

便成為滋賀縣的賞櫻名所，櫻花花期只比京都晚一點點。三井寺的原名為「長等山園城寺」，有千年以上歷史，因寺院中因有

一處天智天皇、天武天皇、持統天皇在誕生之際，用來入浴的洗兒湯之靈泉，故被稱作「禦井之寺」，也就是園成寺被俗稱為

三井寺的由來，當中的「三井晚鐘」為近江八景之一。 
【MIHO 美術館】美秀美術館的創辦人為神慈秀明會的小山美秀子女士，由貝聿銘建築師聯同紀萌館設計室所設計建造。建築自

1997 年開館至今，收藏有來自日本、中國、南亞、中亞、西亞、希臘、羅馬與埃及等各地的古文明藝術品，全年分三季開放參

觀，每個時節來美秀美術館除了能欣賞到不同的特展之外，也能品味貝聿銘建築與自然所交織出的季節感。 
【宇治川河畔散策】宇治賞櫻的最佳景點在沿著宇治川兩旁一帶，尤其在宇治橋上流，沿著宇治川兩岸種了 2000 多株櫻花，每

年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為開花期，還會舉行櫻花祭。 
早餐：飯店內    午餐：近江牛定食   晚餐: 玄品ふぐ料理(JPY4378 円) 

住宿：大阪帝國(https://www.imperialhotel.co.jp/tc/osaka/) (已預約 OK) 

門票：MIHO 美術館 (JPY1100) 三井寺(JPY600) 

 

04/01(四) DAY6 飯店→關西機場 CI157 大阪關西/台北 KIX/TPE 12:50/15:00 

09:30 出發至機場          

10:30 抵達關西機場 

 

 

 

https://www.imperialhotel.co.jp/tc/osaka/


【關西機場】關西國際機場坐落於大阪灣內泉州近海，於 1994 年 9 月正式啟用，是全球首座「完全以填海造陸建成的海上機

場」。這座遵循全球標準的機場，擁有多條 4,000 公尺級的飛機跑道，可 24 小時運用。連結 23 個國家、82 座都市，每天平均

有 194.6 班國際定期航班，全年有約 2,800 萬人次旅客來往（2017 年冬季紀錄）。第一航廈 3 樓的商店街，這邊除了餐廳也有

很多很多有名的品牌喔，逛之前可以先辦一張 KIX-ITM 卡，很多店還可以打 95 折，裡面有無印良品、UNIQLO、EARTH 服飾

店、BEAMSPLANETS、大創、3COINS、MINIPLA、KOKUMIN 美妝店和 COCOKRA FINA 藥妝店、伴手禮店 二樓還有限定

版的機場皮卡丘專賣店和本 TSUTAYA 的書籍和文具專賣店也有郵局可以還沒寄的明信片寄出喔，如果此次行程還有遺憾的

話，不要錯過最後的機會。 

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上述為預定時間，領隊可於實際行程操作中，以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之) 

1. 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

而調整前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2.當地賞櫻開花情報，以日本氣象廳官網公告為主，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