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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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29 日(一)至 07 月 05 日(日) 、07 月 27 日(一)至 08 月 02 日(日)、08 月 31 日(一)至 09 月 06 日(日) 

                    09 月 07 日(一)至 09 月 13 日(日)    目前總共 4 個出發日期 

【日本戀人聖地】謐靜山陰山陽、米其林雙景、雙名湯、天橋立七日 

中華航空公司 CI桃園出發 

航班 出發/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152 桃園/KIX 大阪 09:00 12:50 

CI173 KIX 大阪/桃園 19:05 21:05 

                             ※ 30 KG 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1. 中華航空大阪關西機場來回進出 

2. 附贈蜜月組合方案(市值 7000台幣) 蜜月方案好禮四重送(如無需享受該優惠方案則可退款每人 3500元) 

3. 市場首創 6人即可出團、少人數導遊提升服務水準 

4. 漫遊蜜月行程走訪戀人聖地 

5. 體驗不同玩法的日本 

6. 米其林綠色指南二星景點倉敷美觀 

7. 日本第一國寶城姬路城 

8. 品嘗當地豪華特色美食 

9. 走訪高人氣的日本三景「天橋立」以及最美舟屋「伊根舟屋」 

10. 保留長時間自由逛街購物 

11. 入住六晚精選特色住宿 

12.  桃園國際機場來回接送(限苗栗以北地區，如有中部以南的旅客則每人退 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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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內容】 

DAY1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日本大阪（關西空港）－神戶高速船接駁巴士－神戶高速船～關西空

港～(22 公里)神戶空港－(5 公里)飯店～享受飯店設施 ※導遊可帶路到附近景點 

07:00 桃園機場集合 

09:00 出發前往關西機場 

14:35 關西空港神戶高速船接駁巴士(暫定) 

14:45 搭乘神戶高速船(暫定) 

16:00 飯店 CHECK-INN 

18:00 飯店內自助餐(暫定) 

 

住宿：神戶 PORTOPIA ★精選四星神戶港區飯店(保證入住) 

早餐：機上精緻餐點      

午餐：日式壽司便當+每人乙瓶綠茶  (1500JPY) 

晚餐：精緻百匯自助餐~料理長親自下廚 

【神戶高速船】 

前往神戶最快最便利最不一樣的交通工具，不需要搭乘巴士沿途看著城市風景可以改欣賞美麗的海景，30 分鐘就可以到達神

戶，舒適又快速!! 

 

【神戶夜景】 

神戶夜景被譽為日本必看的三大夜景之一，面向不同的角度可以欣賞到不同風格的夜景，神戶港、神戶市內、神戶塔等等，本

次行程特別安排入住神戶 PORTOPIA 飯店讓各位能夠待在房間也能享受到極致的千萬夜景。 

   

 

 

DAY2 飯店－(20.6 公里)明石海峽大橋－(47.2 公里)世界文化遺產~日本第一國寶名城~姬路城－午餐

－(108 公里，視情況會停靠休息站) 倉敷三井 Outlet~自由逛街購物享受美食~米其林二星景點~倉敷

美觀地區散策－(1.4 公里)－導遊帶路 或 自行回飯店 
08:00 飯店出發至姬路城 

08:30 抵達明石大橋科學館~最佳拍攝地點(無進館) 

09:50 姬路城 

12:30 但馬屋(中餐) 

15:20 倉敷三井 Outlet 逛街  

17:30 飯店 CHECK-IN 

17:40 倉敷美觀地區散策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但馬屋 日式涮涮鍋吃到飽 日本國產牛+豬肉吃到飽 (2400JPY)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倉敷國際飯店 ★精選四星住宿 (保證入住) 

門票：姬路城(1000JPY) 
【明石海峽大橋】 
明石海峽大橋是位於日本的本州與淡路島之間，連接兵庫縣神戶市與淡路市的跨海大橋，為聯繫本州與淡路兩島重要的交通要

道。它跨越明石海峽，是目前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橋樑及吊橋。 
 
【姬路城】 
姬路城是一座位於日本兵庫縣姬路市的城堡，為該市主體象徵。由於其白色的外牆，也被稱為白鷺城。 作為日本最具象徵意

義，且保留度最為完整的城堡，姬路城既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國寶及國家特別史跡，也是日本首批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來到兵庫

必走一趟的超級名勝。 
 
【倉敷美觀地區】 

被選為米其林二星景點，白壁宅邸與倉敷川沿岸柳樹所形成的街道，為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於 1600 年代，作為運

送物資集散地而繁榮至今。將歷史傳統融合於現代生活，悠閑的氛圍令人著迷。收藏世界名畫的大原美術館、由代表倉敷的纖

維工廠遺址所改建的紅磚建築物倉敷愛美廣場 Ivy Square、收藏約 700 件民俗藝品的倉敷民藝館、倉敷考古館等，許多文化設

施座落於此，日西並存，別具風情。阿智神社前的參道等保留著昔日風貌的本町、東町一帶，大多被指定為街道保存地區，其

中林立著許多餐飲店、藝廊、雜貨店，是新舊交融的寧靜城鎮，如果對遊船興趣的人不妨來體驗一下倉敷游船。 

   

 

 

DAY3 飯店－(71.6 公里)日本戀人聖地之一~戀人之泉~滿奇洞－(115 公里，視情況會停靠休息站)午

餐~水木茂鬼太郎紀念館~鬼太郎大街散策~妖怪樂園~妖怪神社－(18.7 公里)飯店 
08:00 飯店出發  

09:00 抵達滿奇洞(戀人聖地) 

12:30 御食事処 弓ヶ浜(中餐) 

13:40 水木茂鬼太郎紀念館、鬼太郎大街散策、妖怪神社、妖怪樂園 

16:00 前往皆生溫泉飯店 

16:30 飯店 CHECK-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精緻季節日式海鮮御膳(2500JPY)    

晚餐：溫泉飯店精緻百匯自助餐 

住宿：皆生溫泉 天水溫泉飯店 ★海景溫泉~寶生溫泉(保證入住) 

門票：鬼太郎倉庫(700JPY)、滿奇洞(1000JPY) 
【滿奇洞】 
滿奇洞取名的由來是來自於歌手謝野晶子的歌曲所命名的，滿奇洞是因長年累月而自然生成鐘乳石洞，洞內裝飾了各式各樣色

彩造型的 LED 燈增貼了許多浪漫的氛圍，彷彿來到了夢幻的世界，也被日本票選為戀人勝地之一，有了「戀人の泉」的美譽。 
 
【水木茂鬼太郎紀念館】 
水木茂紀念館位於鳥取縣境港市水木茂道路，裏頭展示了出身於境港的漫畫《ゲゲゲの鬼太郎》的作者水木茂的身世和作品的

歷史等的紀念館。被稱為“墓場的大門”的入口處就有鬼太郎等的角色。在 2 樓的《水木漫畫世界》中,介紹了過去有名的作

品。另外還展示了水木的照片和親筆壁畫《水木畫廊》，還展示了漫畫裏登場的妖怪的紀念碑《妖怪洞穴》,重現妖怪居住的日

式房間的模型，展示妖怪解說的《妖怪廣場》等的看點，境港觀光介紹所還設立了妖怪信箱，水木茂紀念館也被設立了妖怪信

箱，利用這個信箱寄出的信件還會被蓋上妖怪的印章。 
 
【妖怪神社】 



妖怪神社是鳥取縣境港市水木茂道路的一個神社。水木茂出身於碼頭附近，是漫畫《ゲゲゲの鬼太郎》的作者,2000 年 1 月 1 日

午夜 12 點，正式創建的神社。作為妖怪們的家鄉,希望為妖怪們提供便利的生存環境，並且保護的他們，而建造的“妖怪之

鄉”。神社入口,有一個模仿一反木棉的鳥居（神社的大門）,穿過這個鳥居之後，就會看到存放這水木茂靈魂的黑花崗石和樹齡

達 300 年的光葉櫸樹。另外在光葉櫸樹的後面還放著一塊「目玉石」，關於這塊目玉石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在水木茂入魂

式舉行的時候，正當手指著神體說到「在這裏放上一個石頭眼睛就好了」的時候，結果這塊石頭就掉落了下來。除此之外，妖

怪神社還有出售畫著妖怪馬，妖怪貓的化身符。 

   
 

 

DAY4 飯店－(43.6 公里)青山剛昌故鄉館~『柯南』之家~米花商店街－(12.6 公里)鳥取倉吉特色風味

餐－(1.4 公里)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35.4 公里)幸福之鐘~白兔之丘~白兔神社－(13.6 公里)晚餐－

(450 公尺)飯店 
08:40 飯店出發 

09:30 青山剛昌故鄉館、米花商店街 

11:00 前往清水庵用餐 

11:30 清水庵(中餐) 

12:40 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 

15:00 白兔神社(戀人聖地) 

17:00 風紋鐵板燒用餐(暫定) 

18:30 飯店 CHECK 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倉吉特色麻糬豬肉鍋御膳(3850JPY)  

晚餐:  鳥取名物 鳥取特選牛+海鮮~創意鐵板燒料理 (7700JPY) 

門票：青山剛昌故鄉館(700JPY)、米花商店街(700JPY)、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300JPY) 

住宿：鳥取 Monarque 飯店 或 同等級飯店 ★精選四星住宿 (保證入住) 

【青山剛昌故鄉館】 

這裡展示著青山剛昌從剛出道到「名偵探柯南」的全作品。「名偵探柯南」的原作者，青山剛昌自己的少年時代的回憶物品及由

來，和在「名偵探柯南」中登場的發明物等，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看到並且體驗的唯一景點，這也是柯南的故鄉從頭到尾都可以找

到柯南的蹤影。 

 

【米花商店街】 

想必大人跟小孩都知道名偵探柯南，而柯南的故鄉就在鳥取，米花商店街就是仿造動畫裏頭的場景製作出來的觀光景點，在這邊

可以讓各位喜愛柯南的粉絲們深陷其中!! 

 

【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 

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又稱梨兒童博物館，是位於日本鳥取縣倉吉市駄經寺町地區，以日本梨為主題的博物館。是倉吉公園廣

場內的一棟建築，於 2001 年 4 月開始營運，在此也可以品嘗到三種不同的梨子。 



   

 

 

DAY5 飯店－(8 公里)鳥取砂丘~砂丘會館~鳥取砂之美術館－午餐－(71.3 公里)千年歷史溫泉街~城崎

溫泉街道散策－飯店 

08:30 飯店出發                                   

09:00 鳥取砂丘、砂丘會館、鳥取砂之美術館 

前往鳥取砂丘請注意不要穿高跟鞋，選擇適合自己的鞋子(拖鞋以及運動鞋皆可)，行走時請衡量自身腳力不要過度勉強 

12:00 前往砂丘會館用餐(中餐) 

13:30 前往城崎溫泉 

15:00 城崎溫泉街道散策  

17:30 飯店 CHECK-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鳥取和牛壽喜燒御膳(2750JPY) 

晚餐：精緻溫泉會席料理~螃蟹天婦羅+但馬牛涮涮鍋 

住宿：城崎溫泉  大西屋  水翔苑 (保證入住) 贈送蜜月貼心驚喜小禮物 

門票：鳥取砂之美術館(600JPY) 

【鳥取砂丘】 

鳥取沙丘是位於日本鳥取縣鳥取市日本海海岸的沙丘，東西長 16 公里，南北寬 2.4 公里，最大的沙丘落差約有 90 公尺。 鳥取

沙丘是由源自日本中國地方中國山地的千代川急流輸送而來的花崗岩質泥沙和日本海冬季海浪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鳥取沙丘

屬於山陰海岸國立公園的特別保護地區，為日本最大的觀光沙丘。 

 

【鳥取砂之美術館】 

砂之美術館是一間位於日本鳥取縣鳥取市以沙雕為主題的美術館。 美術館以年為單位，每年都以「砂的世界旅行」為基本主

題，挑選世界上一個地區成為該次展出的主要主題。利用年初的時間進行沙雕的準備，從春天開始展示到隔年年初；展示結束

後會休館以製作下年度的展示品。 

 

【城崎溫泉】 

傳說受傷的東方白鸛曾用城崎溫泉的溫泉水治癒傷口，也是許多文學家偏愛的去處。在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篇中獲得兩顆星。

城崎溫泉古時候又稱“但馬之湯”，是溫泉治療地。1950 年鑽探成功，出水量大增，作爲以阪神地區爲中心的新觀光、療養勝

地發展了起來。在城崎溫泉索道站的溫泉寺車站，有一座據說是由 8 世紀發現城崎溫泉的道智上人修建的溫泉寺，該寺安放有

十一尊觀世菩薩立像和十一尊千手觀音菩薩立像。 



   

 

 

DAY6 飯店－(65.1 公里)日本最美舟屋~伊根舟屋~伊根灣遊覽船－午餐－(26.1 公里)日本三景~天橋

立~飛龍觀－晚餐－(102 公里，視情況會停靠休息站)飯店 

09:00 飯店出發                                   

10:30 伊根舟屋 

11:30 鮨割烹 海宮(中餐) 

13:00 天橋立 

15:00 前往京都 

17:30 國產牛燒肉吃到飽用餐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伊根灣 新鮮海產 精緻壽司御膳 (5500 日幣) 

晚餐：日本國產牛燒肉吃到飽+飲料無限暢飲(4200JPY) 

住宿：京都蒙特利飯店 ★精選四星住宿 (保證入住) 

門票：飛龍觀(850JPY)、伊根灣遊覽船(800JPY) 

【伊根舟屋】 

在面日本海的伊根灣岸邊，可以看見 230 多棟屬於伊根傳統建築的舟屋比鄰而建。這些建築的一樓通常設有船台與置物區、工

作室，漁民們在這裡進行出海的準備、修補道具、以及製作魚乾的曬魚場或堆放農產品的小倉庫，小小的空間卻能多重運用。

二樓則作為住家與民宿等活動區域。根據推測，舟屋約在江戶時代中期便已存在。同時，「伊根浦」也是日本第一個入選為國

家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的漁村。 

 

【天橋立】 

天橋立位於日本京都府北部的宮津市宮津灣，是一個特殊的自然景觀，因為地殼的推擠作用，在海上形成一個沙洲地形，被日

本人譽稱為丹後之天橋立，其與安藝之宮島及陸奧之松島共同被稱為「日本三景」。 

 

【京都】 

自 794 年平安京遷都以來，至 1869 年定都東京期間，一直是日本的首都，因此又有「古都」一稱。京都有眾多歷史悠久的寺廟

佛堂，如清水寺、金閣寺、銀閣寺、東寺等，均為世界遺產級的必遊景點。此外，到近郊的嵯峨野、嵐山等地欣賞楓葉或櫻花

等恣意於四季迷人的景色也是推薦行程。 



    
 

 

DAY7 飯店－(54 公里)心齋橋、道頓堀自由逛街購物－(51 公里)日本大阪（關西空港）－台北（桃園

國際機場） 

09:00 飯店出發                                   

10:00 心齋橋、道頓堀自由逛街 

15:40 指定地點集合前往機場 

16:30 關西國際機場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無 

【心齋橋】 

為大阪最具特色的大型購物街，以帶有拱廊設施的心齋橋筋商店街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遠在江戶時期就已經是購物商圈，距今

約有 380 年的歷史。當時心齋橋的店鋪主要是書店、小道具屋、三味線、和服專賣店等。進入明治時代之後，舶來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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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春筍地增加，隨街可見逛街

的年輕人。直到今天，這裏依然熱鬧非凡，各個年齡層的人們都會來此光顧。 

 

【道頓堀】 

道頓堀是南部地區的一個標誌，也是大阪人所謂的"吃到飽"飲食文化的發源地。在道頓堀河邊擠滿了各種大大小小的飯店，巨大

的招牌吸引著前來這兒品嘗美食的人們。河的北岸以前曾是藝妓們招待客人的地方，而現在則是一間挨著一間的酒吧和小餐

館。河的南岸是道頓堀中心地區，以前曾是大阪的劇場的聚集區。現如今，五彩繽紛的霓虹燈和閃動的字幕更增添了這裏的活

力。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道頓堀一直是大阪最有"人氣"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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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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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

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 
     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 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鑒諒。 
4.) 逢日本各地 紅葉季節或櫻花季 、交通擁擠及住宿飯店會大幅更動行程順序，敬請了解。謝謝! 
5.) 依季節性產地、天候等因素餐食菜單本公司保留最後更改權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 前往鳥取砂丘請注意不要穿高跟鞋，選擇適合自己的鞋子(拖鞋以及運動鞋皆可)，行走時請衡量自

身腳力不要過度勉強 
 
【團費包含項目】 
1.來回經濟艙機票。兩地機場稅金、燃油稅費用。 
2.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旅遊景點、交通之費用。 
3.司機、飯店、導遊（領隊）服務人員小費。 
4.每人 5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依保險法條規定未滿 15 歲 / 75 歲以上之團員 每人 2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 
5. 桃園國際機場來回接送(限苗栗以北地區，如有中部以南的旅客則每人退 1200 元) 
6. 附贈蜜月組合方案(市值 7000 台幣) 蜜月方案好禮四重送(如無需享受該優惠方案則可退款每人 3500
元) 
 
【團費不包含項目】 
1.參團貴賓護照新辦 NT$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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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上註明自由活動、自理餐食、未包含之門票等自費費用。 
4.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酒店有料電視或有料 Wifi、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

通費。 
  ※行李：每人可攜帶一件托運行李，經濟艙 20-30 公斤以內(視搭乘航空公司有所不同)。超重之費用

請客人自行負責支付。 
  ※本旅行團於台北出發後，必須團體行動。如因個人關係，途中不克參加觀光及餐宿者，概不退費。

個人旅行所增加之費用， 
     由個人自行負責。 
 
【貼心小提醒】 
※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至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日本獨特文

化的旅遊樂趣。 
1.日本文化上的不同，日本人飲食大多以生冷及無油之食物為主。 
2.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

或大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蔬菜、豆腐等

食材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機上餐食特殊需求：請於報名繳訂前向服務人員提出需求，如果等到出發當天或是前一天才告知餐食

的特殊需求，可能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