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亚庇 - 中转城市 - 大阪 
 集合于亚比国际机场乘搭客机飞往
大阪。  

 

第二天~ 大阪 - 大阪城公园 - 梅田
蓝天大厦 - 心斋桥 (午/晚餐) 
酒店: Hotel Plaza Osaka 或同级 
 

 大阪城公园:大阪城矗立於上町台地
北端，北臨淀川，居交通要津，最
早為羽柴秀吉在大抵統一日本後所
建，規模宏偉、金碧輝煌。曾多次
毀於天災兵禍又重修改建，今日之
大阪城為昭和年間以鋼筋水泥復
築，1997年日本政府指定為登錄有
形文化財。「大阪」在明治維新前
寫作「大坂」，維新後忌於「坂」
字 可 拆 為「士 反」，有「武 士 叛
亂」之諱，因此於明治三年（1870
年）改名為「大阪」，「大坂城」
也因而更名為「大阪城」。一般講
述更名前的歷史時仍會以舊寫「大
坂城」稱之，以示時代區別。 

 
 
 
 
 
 
 
 
 梅田蓝天大厦(沿途经过):梅田蓝天
大厦由东西两栋建物构成，在顶部
以圆形的空中庭园展望台将两栋建
物连结起来。这样是为了强化建筑
的安定性，能对抗地震、强风等状
况。这个空中庭园展望台是在地面
上先行组装建造后，再利用缆绳悬
吊至顶部安装，这种方式称为「提
升工法」。此外东西两座建筑在22
层楼也以空桥连结 

 
 
 
 
 
 
 
 
 
 
 
 

 心斋桥 (购物):心斋桥是位于日本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的商业购物
区。一连排的百货商店与各式专门
店等为大阪代表性的中心商务区。
狭义上是指大阪中心部向南北延伸
御堂筋东侧的心斋桥筋，但一般来
讲会包含到以大阪市营地下铁心斋
桥站为中心的御堂筋西侧。以流行
时装发信地而驰名的美国村，是高
级品牌专门店、时装店及咖啡店的
集中地。 

 
 
 
 
 
 
 
 
第三天~ 大阪 - 京都 - 伏见稻荷大
社 - 清水寺 - 西阵织会馆 - 岐阜 
(早/午/晚餐) 
酒店: Hodakoso Sanga No Yu 或同级 

伏见稻荷大社:伏见稻荷大社位于稻荷
山的山麓，在传统上整个稻荷山的范
围都被视为是神域（圣地）的范围。
伏见稻荷大社主要是祀奉以宇迦之御
魂大神为首的诸位稻荷神，自古以来
就是农业与商业的神明，除此之外也
配祀包括佐田彦大神、大宫能卖大
神、田中大神与四大神等其他的神
明。 

 清水寺: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
院，建于公元780年，占地共达13万
平方公尺，由奈良子岛寺僧人贤心
（后来改名延镇）所创建。因为多
年来战乱等灾害受损，德川家第三
代将军德川家光于1633年重修清水
寺，也就是现存的样子。 

 
 

 西阵织会馆:西阵织以多品种少量生
产为特征，是在京都（西阵）生产
的事先染色的纹织物的总称。于昭
和51年（1976年）2月26日被指定为
国家传统工艺品。西阵的织屋是伴
随着平安朝以后跟着连锦流传下来
的技术，为了精益求精的设计而在
创造力和表现力方面作出不懈的努
力。 

 
 
 
 
 
第四天~ 岐阜 - 白川乡–高山 - 城
下町–飞驒 (早/午/晚餐) 
酒店: Hodakoso Sanga No Yu 或同级 

 白川乡:白川乡位于岐阜县西北部白
山山麓，是四面环山、水田纵横、
河川流经的安静山村。那里“合掌
造”（茅草的人字形木屋顶）式的
民宅，110 多栋连成一片，1995 年
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文化遗产。 

 
 
 
 
 
 
 
 
 城下町:城下町，是（日本）以城郭
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时
代，领主居所的周边所成立的聚
落、町场(市集)，称为堀之内、根
小屋、山下。十六世纪，战国大名
配合其领国的统一，伴随著兵农分
离政策的推行，领主下面的直属武
士团与商工业者被强制集中于城
下，乃形成城下町，并逐渐发展成
领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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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飞驒 - 上高地(河童桥) - 
大王山葵（芥末）农场 - 石和町  
(早/午/晚餐) 
酒店: Hanayagi No Sho Kaiji 或同
级 

上高地(河童桥):河童桥是一座木制
吊桥, 从桥上朝上游望去, 并排耸立
着西穗高岳、奥穗高岳、前穗高岳、
明神岳等海拔3000公尺级别的山峰. 
朝下游望去, 则可以看到正在喷烟的
烧岳. 而穿流于钻天柳、落叶松林间
的梓川风景也很优美, 是绝好的眺望
台。 

 
 
 
 
 
 
 
 

 大王山葵（芥末）农场:为位于日本
长野县安昙野市之山葵农场。亦称
为大王农场、大王山葵园。此农场
设立于1917年，为日本最大规模山
葵园，农场面积达15公顷，涌水流
量一天约12万公吨，每年可收成150
公吨的山葵。一年吸引约120万人次
访客一游，为安昙野最知名的观光
景点。 

 
 
 
 
 
 
 
 
 
 

第六天~ 石和町 - 日立海滨公园 - 
东京 - Aeon Mall (早/午/晚餐) 
酒店: Narita View Hotel 或同级 

 日立海滨公园:位于茨城县的国营日
立海滨公园，靠近太平洋，以自然
的沙丘、树林、草地等环境打造出
占地约200公顷的生态公园。在广大
的公园里一年四季尽有各种不同的
植物、花卉供人欣赏，另外也有游
乐设施、大草原、脚踏车道、高尔
夫场地等，能以各种方式享受在自
然环境中的乐趣。 

 
 
 
 
 
 

 永旺梦乐城成田(自由购物):永旺梦乐
城成田距离成田机场有5公里，搭乘JR
京成成田站直达巴士10分钟。 商场也
被推荐给想购物和体验各种食物的人
们。 

 
 
 
 
 
 
 
 
 
 
第七天~ 成田 - 东京 - 御台场 -  
浅草寺 - Nakamise Street - Shinjuku 
(早/午/晚餐) 
酒店: Kayabacho Pearl Hotel 或同级 

 御台场:御台场，或直接简称为台场，
是日本东京湾内一座以填海造陆方式
制造出来的巨大人工岛。1980年代
起，本地做为东京临海副都心的核心
地带而快速开发，由于区域内陆迁 入
许多大型企业的总部，并且修筑了许
多采用现代规划造景的商场与娱乐设
施，近年来已成为东京都内最受欢迎
的重要景点。 

 
 
 
 
 
 
 
 
 
 浅草寺:浅草寺，又名金龙山浅草寺，
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浅草二丁目，
是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山号
为金龙山。供奉的本尊是圣观音。原
属天台宗，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独
立，成为圣观音宗的总本山。观音菩
萨本尊通称为“浅草观音”。 

 
 
 
 
 
 
 
 
 
 仲见世商店街:仲见世商店街是日本
最古老的的商店街之一，是从雷门
通往浅草寺前广场的一条参拜道
路。在这条约250米的道路两侧有近
百家店铺，贩卖各式各样的土特
产、食品等，常年有熙熙攘攘的游
客，非常热闹，是挑选纪念品的好
地方。  

 
 
 
 
 
 
 
 
 
 
第八天~ 东京 - 中转城市 - 亚庇 
（早餐）  
 
早餐后，送往羽田国际机场乘搭客机
返回亚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