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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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6~12/01   團號:AJCI1126KK20 

【品味關西】 秋の記憶 烈火楓紅 京。花語 紅葉百選名所六日(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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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 桃園/KIX 關西 08:20 12:00 

CI 173 12/01 KIX 關西/桃園 19:00 21:20 

           ※ 30 KG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1.中華航空大阪關西進出 

2.參訪 CNN 票選最美日本 31個地方-西明寺 

3.參訪 京都紅葉百選景點~石山寺、興聖寺、二条城 、嵐山、清水寺 

4.參訪 奈良紅葉百選景點~依水園、奈良公園、談山神社 

5.輕鬆悠閒區別市場上走馬看花行程 

6. 享用當地特色美食 



7.入住大阪城旁~保證入住可看到大阪城~新大谷飯店 

8.入住 2019年 05月 NEW 京都哥倫比亞比偲奇飯店 ~享受充滿都會風情與現

代感設計的高品質住宿型飯店 

9.入住訂房網 9.1評價 四星 奈良廣場 飯店 

10.入住滋賀溫泉百選~京近江 

                                                                                 

【 行程內容】 

11/26(四)DAY1 台北桃園機場→關西機場→(74.2Km) 自然&古典的楓葉一次滿足~萬博紀念公園→

(7.6Km) 大阪城公園→(2.8Km)飯店 CI156 台北/關西 TPE/KIX 08:20/12:00 

06:20 桃園機場集合 

08:20 出發前往關西機場  

12:00 抵達關西機場 

13:00 精緻壽司 

14:00 抵達萬博紀念公園(預計 11 月 5 日

~12 月 4 日) 

18:00 玄品河豚料理 

20:00 大阪城公園 夜楓(預計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 

前往【萬博紀念公園】萬博紀念公園是 1970 年舉辦的萬國博覽的舊址。現在作為佔地面積 260 公頃的巨大公園向一般民眾開

放。園內種植了很多會變色的樹種，公園中推薦的景點是紅葉瀑布和日本庭園。紅葉瀑布平時就是綠意盎然的地方，到了秋

天，染上了紅色和黃色後，配上白色的瀑布更是美不勝收。是不可錯過的景點(寫真)。從附近的步道「Sorado」（森林空中觀

察路）觀賞紅葉也非常漂亮。日本庭園是日本集日本傳統造園技術精華的廣大庭園，不光是紅葉，四季變化的自然景色也非常

美麗。 

【大阪城】大阪城天守閣與名古屋城、熊本城並列為日本三大名城。在大阪城公園除了春天賞櫻，入秋時的賞楓季節，隨處都

能看到銀杏與楓葉靜靜散發著光彩，將大阪城襯托的非常美。公園內隨處可見野餐的民眾，在忙碌的生活中，適當的停下腳

步，感受大自然賜予的恩典。晚上還會實施夜間點燈，在燈光與夜楓的點綴之下，彷彿穿越了時空，回到古代。 

【新大谷飯店】是位於大阪城公園東北邊的大阪新大谷飯店，該飯店在 2014 的關西米其林指南中獲得黑三的評價。提供 room 
service 的 welcome Drink 服務，初到旅館的房客，可以點杯飲料來喝，飯店會直接送到房裡，不過有使用時間限制。飯店的十七

樓是景觀酒吧，可以欣賞大阪城的美景。 

住宿：新大谷飯店或同級 

早餐：無     午餐：精緻壽司   晚餐：河豚料理(JPY4180 円) 

門票：萬博紀念公園（JPY250 円）大阪城公園（JPY600 円） 

 
11/27(五)DAY2 飯店→(79.5Km)MIHO 美秀美術館→(36.7Km)田園間甜點童話屋~近江八幡 La 

Collina  → (25.3Km)西明寺→(74Km)飯店 
09:00 飯店出發美秀美術館 

10:30 參觀美秀美術館 

12:00 午餐 

14:15 近江八幡 La Collina 

15:30 西明寺(CNN 評選日本最漂 亮

的 31 個地方) 

17:35 雄琴溫泉~京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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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MIHO 美秀美術館】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由世界著名建築師貝聿銘操刀設計。以自然與建築物、美術品的和

諧，傳統與現代、東洋與西洋的融合為主題，建築容積 80%以上埋設在地下，注重環境完整性。一年 3 次，在不同季節分別開

放，可參觀特別展和常規展。館內咖啡館、餐廳提供無農藥、無化肥、無添加劑的餐飲。 
【近江八幡 La Collina】是由當地著名的和菓子屋たねや(taneya)，找來建築頑童藤森照信所共同打造的童話甜點王國。たねや

(taneya)公司認為，和菓子的素材皆來自大自然的恩惠，自然與人是相依共生，並希望藉著 La Collina 近江八幡這個基地，向世

界傳達這個理念。 

參觀【西明寺】於鎌倉時期所建造的本堂與三重塔，是沒有使用任何一根釘子所建造的純日式風格的建築物，被日本指定為國

寶。這裡也是有名的賞楓的景點，約有 1000 株的楓樹。當一齊被染紅時那景色，美到令人傾倒。另外，這裡有稱為「不斷櫻」

的櫻花，其開花季節為秋天到春天，所以這裡是可以同時觀賞到紅葉與櫻花珍貴美景的寺廟。。 

參觀【京近江】日本百選溫泉飯店~位於琵琶湖畔，飽覽變幻多姿的琵琶湖美景。其規模龐大，可容納上千人，內部公開設施完

善，可為您帶來難忘的旅途記憶。尤其從大廳眺望琵琶湖、近江富士景觀、琵琶湖觀景大浴場眺望風光，深受人們喜愛。晚餐

是在餐廳或是您留宿的房間內品嚐，可以體驗「房內用餐」的旅館型態。也可在晚餐前或晚餐後可享受全身美容服務及卡拉

OK。 

早餐：飯店內    午餐：美秀特色蔬食定食(JPY2500 円)   晚餐：京近江會席料理  

住宿：雄琴溫泉~京近江或同級 

門票：美秀美術館（JPY1300 円） 西明寺（JPY500 円） 

京近江 

 

11/28(六)DAY3 飯店→日本紅葉百選名所~(28.6Km)石山寺→(15.2Km)世界文化遺產~平等院、鳳凰

堂→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宇治上神社→宇治知名賞楓景點~興聖寺→(18.7Km)飯店 
09:00 飯店出發  

09:40 石山寺  

12:00 午餐  

13:00 平等院、鳳凰堂 

15:00 宇治上神社 

16:00 興聖寺 

17:30 飯店 CHECK-IN 
前往【石山寺】石山寺是西元 747 年良弁僧正奉聖武天皇敕願而建，是西國三十三巡禮所的第十三號禮所。懸造建築的國寶本

堂是 1092 年再建，是滋賀縣內最古老的建築。同樣的懸造建築還有京都清水寺和奈良的長谷寺等等。 
【平等院、鳳凰堂】列入世界遺產的平等院有 1 千年歷史，一千年前由藤原道長接受一處別墅，之後由子繼承並改建為佛教寺

院，稱為平等院，1053 年平等院的阿彌陀堂（鳳凰堂）落成，用以安置阿彌陀如來坐像。平等院是位於日本京都府宇治市的佛

寺，沿著宇治川邊興建，是日本早期木構建築，據信是古代日本人對西方極樂世界的極致具體實現。 

參觀【宇治上神社】宇治上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建於平安時代，神社的本殿則是日本最古老神社建築，屬於國寶。神

木，聽說他樹齡超過 300 年！但與一旁的御守販賣小屋、拜殿相比，顯得高大筆直，而周遭的綠樹更襯出它的英挺。夏天時，

可以看到他滿樹綠意的樣子，景象也挺賞心悅目的。桐原水是宇治七名水之一，也是宇治現存唯一一座的湧泉名水，其他六座

泉水聽說已經消失了。參拜者可用勺子取水洗手，沾沾這名泉水的名氣。有些日本人還會直接引用或是帶一些回去喝。 

參觀【興盛寺】鎌倉時代創建於京都深草據說是曹洞宗高祖道元禪師初開的道場經戰火無情摧殘後，慘遭廢棄命運現宇治興聖

寺，為西元 1648 年澱城主永井尚政重建，是京都紅葉名勝之一寺前的琴坂，與秋楓相映襯美得像幅畫，是「宇治十二景」之一

呢!! 

【HOTEL VISCHIO KYOTO by GRANVIA】2019 年 5 月 30 日新開幕的位於京都駅八条口的不管是要搭車，或要購物都非常方

便! 離京都車站很近，出大門左轉就會看到相隔一個大馬路的京都站，步行只要 2 分鐘。飯店對面是「 Kyoto Avanti （京都アバ

ンティ）」，有驚安殿堂、松本清，和到京都車站的連通道入口（有電梯）。出飯店大門左轉再左轉就有大國藥妝出大門右轉

有全家便利商店，右斜對面是 Daily 便利商店，後方是「 VIA INN 京都駅八条口 」，有 7-11。離「AEON MALL 京都店」車程

約 47 分鐘。 

早餐：飯店內    午餐：nezameya 鰻魚飯套餐（JPY2500 円） 晚餐： 飯店自助餐 

https://www.biwakogh.co.jp/


住宿： (2019.5.NEW) HOTEL VISCHIO KYOTO by GRANVIA 或同級 

門票：平等院（JPY600 円）鳳凰堂（JPY300 円） 

HOTEL VISCHIO KYOTO by GRANVIA 

 

 11/29(日)DAY4 飯店→(3.9km)伏見稻荷神社→德川家康寓所~ (4.5Km)元離宮二条城→中餐→日本

紅葉百選名所~ (8.4Km)嵐山渡月橋→ (2.0Km)常寂光寺→日本紅葉百選名所~ (1.3Km)清水寺(夜楓)

→(3.9Km)飯店 
09:00 前往伏見稻荷神社 

09:30≪藝伎回憶錄拍攝地≫ 

     抵達伏見稻荷神社 

12:00 中餐 

13:20 ≪世界遺產≫抵達元離宮二条城 

15:00 ≪米其林綠三星景點≫ 

     抵達嵐山渡月橋 

19:00 ≪京都最古老的寺院≫清水寺(夜楓) 

【伏見稻荷神社】「稻荷神社」堪稱是最貼近日本人生活的神社。據說全國共有 3 萬座稻荷神社，在日本各地受到所有男女老幼

的喜愛。其總本宮便是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自西元 711 年神明鎮座以來，長達 1300 年的期間匯集了人們的信仰，被尊崇為保

佑五穀豐登、商業興盛、家庭安全、諸願望皆得實現之神。最著名的景點~為電影藝伎回憶錄幼時千代拍攝場地-千本鳥居 

【二条城】觀賞二條城的楓葉的最佳時間段是 11 月的中旬到 12 月的上旬,和京都市的最佳觀賞時間一致,觀賞二條城附近的楓葉

的同時多往周邊走一走看一看是能給你帶來意外的驚喜哦。賞楓最佳地點:本丸庭園、二の丸庭園、清流園 

【嵐山渡月橋】每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京都嵐山周邊即進入賞楓時期。以染成紅黃相間，色彩鮮艷的嵐山為借景，在著

名的賞楓名勝「渡月橋」，以及神社、河岸等各式各樣的地方皆可欣賞到美麗的楓葉。「渡月橋」為嵐山的地標，也是京都一流 
的觀光景點；步行即可通過，讓人在橋上漫步的同時，還可一邊欣賞經楓葉點綴的嵐山與橋下潺潺流過的桂川。 

【IG 打卡景點~常寂光寺】常寂光寺是日蓮宗的寺院，位於因秋天的紅葉而十分有名的小倉山的半山腰。小倉山自護以來作為貴

族和皇族、和歌等的別墅地而非常有名。常寂光寺也曾經作為究竟院日祺上人的隱居地，不過在大名的小早川秀秋的幫助下，轉

移到桃山城的客殿營造了本堂。茅草屋頂的仁王門是寺廟中最古老的門。有名大師運慶的作品傳達了仁王門像，可以治好腰腿的

病。在本堂附近的妙見堂供奉有北極星或北斗七星象徵的妙見菩薩。院內有在 1620 年修建的高度 12 米的二層寶塔，指定為重

要文化財。 

【IG 打卡景點~清水寺】清水寺是京都有名的紅葉名勝地。特別是包圍清水舞台的錦雲溪的紅葉實在是另人讚嘆。寬敞的寺內有

約 1, 000 棵山紅葉。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是最佳觀賞季節。每年都會吸引大量遊客。 

早餐：飯店內    午餐：順正湯豆腐櫻料理(JPY3300 円)   晚餐: 京都京料理 萬治郎(JPY3960 円) 

住宿： (2019.5.NEW) HOTEL VISCHIO KYOTO by GRANVIA 或同級   

門票 : 二条城(JPY1400 円) 清水寺夜楓(JPY400 円) 

11/30(一)DAY5 飯店→(42.5Km)依水園→(190m)奈良公園→世界遺產~(650m)春日神社→(900m)

東大寺→日本紅葉百選名所~(27.9Km)談山神社(夜楓) 
09:00 前往依水園 

10:00≪日本名庭園≫抵達依水園 

12:00 中餐 

13:00 奈良公園、≪世界遺產≫春日神

社、東大寺 

17:30 晚餐 

19:30 ≪日本紅葉百選名所≫談山神社 (夜楓) 

https://www.hotelvischio-kyoto.com/en/
https://www.hotelvischio-kyoto.com/en/


【依水園】名勝「依水園」位於奈良的代表性大型寺廟東大寺和興福寺之間，園內由兩個建造時期不同的池泉迴遊式庭園所構

成，分別為江戶時代前期建造的「前園」和明治時期建造的「後園」。迴遊式庭園能讓人在偌大的庭園裡一邊遊覽，一邊體驗空

間的變化，因此深受外國人喜歡，來參觀的遊客有半數以上是外國人，據說 1 年之中有 60 個國家以上的外國觀光客來參觀呢。

從三秀亭欣賞面對池塘的楓葉的景觀非常美麗動人，不過將角度轉換，池塘在前，三秀亭在後的風景也是非常推薦的拍照景點

喔。 

【IG 打卡景點~春日神社】春日大社、伊勢神宮與石清水八幡宮同被稱為日本三大神社，由於春日山是春日大社的神山，千年以

來山上植樹不準砍伐，因而滿山遍佈檞樹、米儲類樹木等常綠闊葉林的原始森林，神社以前每 20 年會拆除重建，這是神道教的

習俗，但近來為環保已不再遵循了。 

【東大寺】在眾多楓紅之中，東大寺的紅葉特別與眾不同。在廣大的境內，所到之處都能見到美麗的楓紅，越過大佛池觀賞大佛

殿和紅葉的景觀是秋天才能看到的特別景色。此外，在繁盛的樹叢之間眺望寺廟時，還能同時看到鹿群和紅葉的景象也是這裡才

有的享受。 

【談山神社】神社境內的本殿據說是栃木縣的世界遺產日光東照宮的原型，還有目前唯一現存的木造十三重塔等 17 座被認定為

重要文化財華麗的建築物。秋天時境內多達 3,000 棵紅葉染紅整座山頭，美得有如一幅畫。茂密的樹林之間可看到世界唯一一棟

木造十三重塔，以及拜殿和本殿，華麗的景觀真不愧「西邊的日光」之名。賞楓的最佳時期是每年 11 月中旬～12 上旬，其中

11 月中旬至下旬晚上會進行夜間打燈的活動。 

【奈良廣場】JR 奈良駅旁 2017 年新開業的 PIAZZA HOTEL 奈良酒店，飯店新、質感又好，交通也相當方便，房間大多採落地

窗，景觀相當的好，日式和式客房也相當有特色，是奈良住宿的好選擇～另外飯店也有表演很棒的 Cento Jazz Bar。 

早餐：飯店內    午餐： 菊水樓飛鳥膳(JPY3500 円)  晚餐: 栗ならまち店懷石料理(JPY4290 円) 

住宿：奈良廣場 或同級 

門票：依水園（JPY900 円）春日大社（JPY500 円）談山神社（JPY500 円） 

 

12/01(二)DAY6 飯店→(35.4Km) 吉野山→中餐→(80.4Km)臨空城 outlet→(5.5Km)關西機場 CI173

大阪關西/台北 KIX/TPE 19:00/21:00 

08:30 出發至吉野山 

09:30 抵達吉野山 

12:00 中餐 

13:00 出發至臨空城 

14:30 抵達臨空城 

17:00 抵達關西國際機場 

21:0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https://piazzahotel.co.jp/tw/


【IG 打卡景點~吉野山】秋天吉野山紅葉的盛況，更是被譽為可媲美白石川堤一目千本櫻的壯闊美景，屆時整片山頭會演變成驚

艷的紅葉林，在山麓至山頂間會看見差異性的漸層色彩，非常壯觀美麗。（最佳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下旬） 

【臨空城】大阪 outlet,臨空城 Outlet,只與關西空港相隔一站的距離，是大阪府裡最大的購物園區，品牌最多最好逛的，也是許

多人規劃旅程上，第一天或是最後一天來往機場前補貨購物的好地方。 

• 精品類的：Bally、Dolce＆Gabbana、Coach、DunhilL、Guess、Hugo Boss、Banana Republic、Armani Outlet、
Anna Sui、Etro 

• 登山露營品牌：The North Face、Coleman、 
• 運動休閒品牌：Adidas、Timberland、Camper、Gap、Quiksilver、Nike、Lacoste、New Balance、Under Armour、

Vans、Aigle、Asics、Birkenstock、Columbia Sportswear、Dc、Edwin、Diesel 
• 女性：Triumph 
• 廚具鍋具 ；LeSportsac、Zwilling J.A. Henckels、T-fal 
• 玩具：Lego、Sanrio 
• 精品、珠飾品、錶：Seiko、Casio Watch、Citizen、Folli Follie 
• 行李箱：Samsonite、zero halliburton 
• 吃：Godiva、Starbucks Coffee、Kitkat、Bagel & Bagel 
• 鞋：Clarks、Crocs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吉野山初音かも鍋膳或花見亭-花見亭定食 (JPY2500 円) 晚餐：方便逛街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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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