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航關西京阪奈文化遺產限量特惠 

五日遊 

 

                                         適用日期：2019/11 起 

※【京都嵐山渡月橋】渡月橋乃昔日山天皇因皓月橫空啟發而命名，如今是電影時代劇的熱門景地。  

※【花見小路】是一條南北橫貫祇園地區的神秘小徑，自古便是全日本憧憬的夜生活尋歡地。 

※【八坂神社】位於京都的是八坂神社之總本社，因位於祇園，於是又名祇園神社。 

※【清水寺】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大殿前為懸空的「清水舞台」，由 139 根高數十米的大圓木支撐綜

橫交錯取得支撐力，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構巧妙，未用一根釘子。 

※【伏見稻荷大社】是日本全國各地四萬所稻荷神社的總社。 

※【奈良鹿公園】公園內有許多國寶指定・世界遺產登錄物件。 

※【世界遺產~奈良東大寺】奈良時代佛教全盛時期的代表作，建於西元 741 年，由於位於平城京東方

故取名的東大寺，是聖武天皇傾力而建。 

https://www.super-power.com.tw/group_detail.asp?seq=2247


 



 



 

 



 
1. 本行程使用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無法延長天數、更改航班及日期，旅客若於途中脫隊，視同自願放

棄，無法另外退費。 

2. 飯店及航班皆不可指定，最終確認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本行程使用之票種為團體機票，因此無法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航空公司是依照乘客之英文姓名之字母先後順序作訂位紀錄以及機上座位排序。 

4.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5 人以下(含)，16 人以上出團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

隊隨行服務。 

5. 本報價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200 萬意外責任險暨 10 萬意外醫療險。 

6. 本報價不含行程中未標示之純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非團體行程

中包含交通費與餐食等。 

7. 本報價是以雙人入住一房計算，如遇單人報名時，同團無法覓得可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8. 若為包(加)班機行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中第

二十七條規範，如旅客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訂金將不予退還。 

9. 搭乘廉價(LCC)航空時，請務必於飛機登機前 40 分鐘再次確認登機門是否有更新變動，以免造成來不

及登機之情形發生。 

10. 由於日本的團體房無法指定房型，所以有大床或三人房或相通房的需求，本公司會盡全力跟飯店爭

取，但無法保證。如飯店無法提供特殊房型，將以一般的雙人房(兩張單人床)，而三人房則提供雙人

房加床(行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因單人房間數不多，請於報名時提出，以便訂房），敬請見諒。 

11.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

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

由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2. 日本飯店規定 6 歲以上(含)都一定要佔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3.馬來西亞亞航取得訂位代號即完成了訂位。一旦完成訂位後，將不得取消訂購或要求退還支付款項。

本行程已包含每人 20 公斤托運行李((如超過使用額度，機場櫃檯會以每公斤為基礎收取超額費用)。 

14.嬰兒(未滿 2 歲)恕不提供任何免費託運或手提行李件數及機上餐食，並與同行成人旅客抱坐於膝上搭

乘，亞航提供嬰兒搖籃需求，使用搖籃機位有限，請於付訂時需求，但實際提供需仍以亞航回覆為準。 

15. 開票後注意事項及退票規定：不可更改航班或日期及行程、不可退票、不可更改姓名或拼音。 

 
01.持台灣護照出入境日本免簽證，但護照有效期限需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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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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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新申請為雙重國籍者，首次出國需持台灣護照出國。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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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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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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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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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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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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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已於 96 年 11 月 20 日開始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攝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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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250 元 

琉球、北海道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300 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一天 亞洲航空 D7 370 桃園 15:55 大阪關西 19:45 

第五天 亞洲航空 D7 371 大阪關西 22:00 桃園 23:50 

10/25 以後航班 

天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一天 亞洲航空 D7 382 桃園 16:55 大阪關西 20:25 

第五天 亞洲航空 D7 383 大阪關西 21:45 桃園 23:45 

 

以上為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一天 桃園 大阪關西海上空港飯店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的團體櫃台，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大城-【大阪】。 

※【關西海上空港】建於大阪灣距岸五公里之海埔新生地經由跨海大橋與本土連接，其現代化之設備令

人印象深刻。於 1994 年的九月四日正式啟用，特點是合乎自然環保的海上機場、能 24 小時全天候運

作、國際線/國內線網絡充實轉機非常便利、且具有完備的鐵路、機場接送巴士等交通工具。整體造型

及建築理念以 21 世紀為構想藍圖，在深海中建築面積約 510 公頃人工島嶼海上機場，航站內採光充足，

感覺富麗堂皇的關西機場，值得您仔細欣賞。 

 XXX               XXX                  機上美食 

 機器人酒店或 Welina 梅田飯店 或 Welina 本町 或 同級 

 

第二天 飯店嵐山渡月橋八阪神社~花見小路祉園世界文化遺產～清 

水寺～清水舞台～地主神社～音羽之瀧～二、三年坂步道飯店 

※【京都嵐山渡月橋】渡月橋乃昔日山天皇因皓月橫空啟發而命名，如今是電影時代劇的熱門景地，橫

跨大堰川的渡月橋，自古即有許多詩歌為之傳頌，此地的秋色與冬景常是騷人墨客最好的題材，有著

濃郁之傳說色彩，漫步悠遊，令人心曠神怡，站在渡月橋上觀賞滿山白色的山櫻景致，好似覆雪的山。

續往嵯峨野竹林步道欣賞竹林之美，沿路二旁的竹木高聳，靜幽詩情，閑靜中盡是畫意。 

※【花見小路】是一條南北橫貫祇園地區的神秘小徑，自古便是全日本憧憬的夜生活尋歡地。石板鋪砌

而成的花見小路您會發現一間間門面精巧、各具特色的茶屋、料理店，形成祇園白川邊的一道風景，

讓您飽享京都散策之美麗。偶然遇見踩著高高木屐的年輕舞妓，走起路來搖曳生姿，永遠掛著甜美笑

容，是花見小路最美的景緻。 

※【八坂神社】日本全國約有 3,000 多間，其位於京都的是八坂神社之總本社，因位於祇園，於是又名

祇園神社。總本社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的神社。為二十二社，舊社格為官幣大社。 總本社



祇園祭為日本最大的祭典之一，也是在京都香火最旺的神社之一。 

※【清水寺】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建於公元 798 年，占地面積 13 萬平方米，相傳由唐僧在日的第一個

弟子慈恩大師創建。現存清水寺為 1633 年重修。不論春季的櫻花，秋季的楓景都十分誘人，大殿前為

懸空的「清水舞台」，由 139 根高數十米的大圓木支撐綜橫交錯取得支撐力，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

構巧妙，未用一根釘子。大殿所供俸面十一面千手觀音平常無法見到，33 年才公開一次。地主神社位

於清水寺正殿北側，神社內良緣之神極受年輕人的喜歡，在這裡終日可見祈求良緣的年輕女性虔誠參

拜，熱鬧非凡。據說舉凡從舞台及姻緣石走過一遭者，除可健康長壽外更可締結良緣。二、三年坂步

道兩旁皆京味小舖，在此自由購物您可深刻體會京都古風鎮。  
※【特別說明】清水寺預計於 2017 年～2020 年進行為期三年的修繕工程，正殿與舞台會被架上支架並

覆蓋臨時外罩，但不影響景點開放，旅客仍然可以正常參拜。  

 飯店內早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琵琶湖皇家橡樹飯店 或京都烏丸飯店 或奈良FUJITA飯店 或大阪Welina本町飯店 或Welina

梅田飯店 或神戶大倉飯店 或 Hwitt 甲子園 或機器人飯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藝妓回憶錄～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奈良鹿公園日本最早的 

木造式寺廟～東大寺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 免稅店飯店 
※【伏見稻荷大社】據史書記載建於和同 4(公元 711)年，是日本全國各地四萬所稻荷神社的總社。稻

荷神社主要是日本人信奉的保佑商業繁榮昌盛、五谷豐收之神的所在地。 伏見稻荷大社位於稻荷山，

由樓門、本殿、千本鳥居等構成，綠樹掩映深處，一條看似隧道、由千座朱紅色鳥居構成的神祕通道

最讓人印象深刻，直通稻荷山山頂，是京都獨特風景的代表之一。每年舉行歲旦祭、稻荷祭、節分祭、

田植祭等多種祭祀活動。 

※【奈良鹿公園】公園內有許多國寶指定・世界遺產登錄物件。奈良大佛、鹿（約１２００頭）是奈良

觀光的主要景點。還有東大寺修二會、奈良燈花會、正倉院展、春日若宮御祭等古都的行事。春天是

櫻花之名所，選定為日本櫻名所 100選之一，浮見堂周邊也是人氣的花見景點。 

※【世界遺產~奈良東大寺】奈良時代佛教全盛時期的代表作，建於西元 741 年，由於位於平城京東方

故取名的東大寺，是聖武天皇傾力 而建，工期達 30年，據說光是大佛殿的屋頂，就有 11 萬片的瓦，

是全世界現存最大的木造建築高 47.5公尺 ，大殿中有根缺了個小洞的大柱，俗稱──智慧之河；據

說凡是能鑽柱洞者可祈福事業，愛情如願順遂。 

※【大阪城公園(不上天守閣)】參觀全世界現存的大阪城為 1931年由民間集資重建，外觀 5層，內部 8

層，高 54.8米，7層以下為資料館，8層為瞭望台。城牆四周建有護城河，附近有風景秀麗的庭園和

亭台樓閣。漫步河邊，奇花异卉，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 

※【免稅店】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禮品，讓您充份選購親朋好友的禮物。 

飯店內早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機器人酒店或 Welina 梅田飯店 或 Welina 本町 或 大阪廣場 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自由活動 

享用完豐盛早餐後，您可自費搭地鐵前往以下觀光點或有名鬧區觀光，逛街購物。 

建議行程~可自費前往： 

※【環球影城】作為日本環球影城十週年「Happy Surprise！」的壓軸，嶄新樂園「環球奇境」於 2012 年

3 月開幕，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可以到這裡遊玩。「環球奇境」是由史努比、HELLO KITTY、及芝麻

街的好朋友們 3 個卡通主題所構成。總面積 3 萬平方公尺，是一個住滿人氣卡通人物的小城鎮。在園

區裡有包括遊樂設施、商店、餐廳以及移動餐車在內共 20 多處設施，每一處造型設計都精心再現卡

通人物的世界。一進入這個園區彷彿置身在各個卡通人物的世界裡，好像自己也變成了這個世界的居

民一般。日本環球影城，相信能把以往從未有過的感動帶來給遊客，和遊客間的互動更加親密，成為



讓遊客更加喜愛的樂園。 

※【心齋橋】心齋橋筋是一條在御堂筋東側，與之並行的南北向大道。北自順慶町大通南至道頓堀川上

的戎橋，是大阪最大的商店街。此地除了 SOGO、大丸百貨、SONY TOWER 以外，還有一些老店，以

及喜好逛街和熱鬧的人潮，十分熱鬧。位於南海難波車站的“難波城”是交通極爲便利的購物區，這

裏集中了精品店、餐飲店等近 300 家店鋪，其中還有一出站就可以看到著名的桃山建築式新歌舞伎

座。另外，地鐵難波車站周圍分佈著許多專門提供大阪平民菜肴的餐館。道頓堀，整條的美食街。 
※【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一大繁華街區。日本人常說“吃在大阪”，可見這裏的飲食店之多，

還有成片的娛樂設施，是最受大阪市民歡迎的地方。這裡有著名的螃蟹道樂，專門販賣日本各地區的

螃蟹不過價錢聽說蠻貴的，街道裡還有好口碑的金龍拉麵、大排長 龍的章魚燒、大阪燒等等美食.來

到大阪一定要到道頓堀吃一吃各式各樣的日本風味美食。 

 飯店內早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機器人酒店或 Welina 梅田飯店 或 Welina 本町 或大阪廣場 或同級 

 

第五天 飯店~自由活動大阪關西海上空港 桃園 

早餐後可自行安排各鬧區及景點自由活動。 

可自行前往： 

※【梅田地下街】日本最大、最長的地下街商業區，終日人潮不斷，是當地的經濟中心。咖啡館、餐廳

以及經銷洋貨、雜貨、食品的店家鱗次櫛比，彩色磁磚鋪地，有著美麗噴泉的“泉水廣場”，儼然已

成了一座小城市。百貨公司林立，令人目不暇給。 

最後於約定時間返回飯店集合後，由導遊帶領搭乘專車前往大阪機場，結束此趟旅行，敬祝您旅途愉快！ 

 飯店內早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機上美食 

 ★★★★★溫暖的家 

【本行程為制式資料，為使實務上操作更加順暢，授權當地導遊(領隊)並信任其因實際交通、氣候、  突

發狀況、旅遊規定等相關因素，以不影響行程之誠信原則做必要的順序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如需加訂特殊餐食，請事前跟您的業務專員需求。 

1.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不同，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辣椒、蛋、奶

等食材，與國人之素食習慣有所不同。 

2. 日本團體用餐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火鍋為主。若為飯店

內用自助餐或在外一般餐廳用餐，料理變化較少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

告素食旅客前往日本旅遊，可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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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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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時請勿當眾清數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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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我們將為

您向飯店提出需求。但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敬請見諒！ 

2. 由於日本的團體房無法指定房型，所以有大床或三人房或相通房的需求，本公司會盡全力跟飯店爭

取，但無法保證。如飯店無法提供特殊房型，將以一般的雙人房(兩張單人床)，而三人房則提供雙人

房加床(行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因單人房間數不多，請於報名時提出，以便訂房），敬請見諒。 

3.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

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

由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4. 日本飯店規定 6 歲以上(含)都一定要佔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5. 請注意，若卡單間(例如三人報名)，第三人可選擇加床或補單人房差。 

6. 此行程報價適用本國人，持外國護照者每人需另行報價。 

7. 日本飯店床頭無須放小費，除茶包免費外，客房內或冰箱放置的零食、酒或飲料等，使用後請自行登

記並至櫃台結帳。 

 

 
1. 泡溫泉的限制與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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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空腹、飲酒後或剛用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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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泡湯前須先清洗身體，溫泉都設有衛浴設施；溫泉鹼性相當強，部份旅客因體質可能會造成皮膚不適。 

5. 孕婦、心臟病、皮膚病或皮膚上有傷口不要泡湯，激烈運動後、熬夜隔天不要泡湯，可能會造成休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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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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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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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身上有紋身者，不能到大浴場泡溫泉。 

 

 
隨身攜帶物品新規定  ※那些東西可以帶上飛機？( 2007.03.01 新規定 )  

總重量 100ML：口紅、唇蜜、面膜、面霜、乳液、隱形眼鏡藥水、保濕液、保養霜。固態口紅可以直接

帶、唇蜜要放入透明夾鏈袋；面霜、乳液、隱形眼鏡藥水、保濕液、保養霜應先放入小罐，再放入透明

夾鏈袋內，主動申報受檢。 

(1)嬰兒食品：分開袋裝交安檢員檢查。 



(2)飲料：通過安檢線後再買。 

(3)保溫瓶及容器：空容器才可以。 

(4)無法分辨屬液體或膠狀物怎麼辦？裝入托運行李(不能帶汽油等易燃物及自動噴霧器等危險物品)。 

(5)沒有透明夾鏈袋怎麼辦？機場免費提供。 

(6)機上服用藥物：藥品須先交安檢員檢查。 

※日本針對美妝、保養品、藥品與電器這些品項日本國土交通省的數量限制： 

1. 化妝品：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規定，每位旅客攜帶的每件化妝品的容量、重量不得超過 0.5 公升或 0.5

公斤，且總重量不能超過總量 2 公升或 2 公斤。包括皮膚保養品（如防曬、洗臉產品、化妝水）、美

髮用品（如噴霧型髮蠟、染髮劑等）、美甲用品（如指甲油、去光水）、各種清潔劑、家庭用洗劑等均

在此限。此外，若是漂白劑或是除菌劑的成分中含有「塩素系」或標示有「混ぜるな危険」字樣產品，

同樣禁止托運或帶上飛機。 

2. 醫藥品：醫藥品的限制上與化妝品相同，重量一樣不得超過 0.5 公升或 0.5 公斤，且總重量不能超過

總量 2 公升或 2 公斤。其限制品項包括消毒劑、蚊蟲叮咬止癢液、蚊蟲叮咬止癢噴霧、防蚊液、消炎

止痛劑等。 

3. 食品類：目前所有未附「檢查證明」的肉製品均禁止攜帶出境日本，台灣目前也禁止攜帶肉類產品入

境。 

4. 日本針對酒類有 3 種不同分類 

(1)酒精濃度 24%以下的酒類：可以托運也可以帶上飛機。 

(2)酒精濃度 24%以上，70%以下的酒類：可以托運也可以帶上飛機，但總量不得超過 5 公升。 

(3)酒精濃度 70%以上酒類：禁止帶出境。 

5. 攜帶型電子產品（鋰電池）：電子產品本體內的鋰電池重量在 2 公克以下，可以放入托運行李中托運，

但必須放入公事包或用衣服包住，且完全處於關機狀態（不能是待機狀態）。但如筆記型電腦的鋰電

池重量在 2 公克至 8 公克之間，則不能托運。而電捲棒、離子夾等美髮用具只要含有鋰電池，均禁止

攜帶出入境，但若是鋰電池屬於可以另外拔出的話，則可以將電池取出後以托運或是放在隨身行李內

登機，取出的鋰電池則必須放在隨身行李中。另外，若是插電式捲髮器則可以托運也可以帶上飛機。 

6. 其他液體類：包括殺蟲劑、油漆、農藥、鹽酸、漂白劑、黏著劑、汽油、稀釋液、去漬油等液體，全

部都禁止用任何形式攜帶出境。 

 
 

 
1. 若遇當地特殊情況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塞車、觀光景點休假等因素，為讓行程能流暢進行，本公司

保留變更順序之權利與義務。但絕對忠於行前說明會資料，飯店、景點、餐食將不會有所遺漏。 

2. 為顧及消費者旅遊安全，並為維護團體旅遊品質與行程順暢，本行程恕無法接受行動不便或年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單獨報名；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位

以上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一同參團，且經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

者方可接受報名，感謝您的配合。 

3.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

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可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4. 日本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27 日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計算方式以

實際發車時間至返回車庫時間為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5.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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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量，所有乘客（包含後座）均需繫上安全帶。 

 

 
1.國際電話撥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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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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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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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飛行時間  

  台灣到日本飛行時間大約 3～4 個小時，很適合短期的旅行 (順風少半小時逆風多半小時) 。 

 

 
1. 外國人在日本地區有退稅標誌的店家消費，滿 5 千日圓以上即可退稅。 

2. 一般品與消耗品可以合計。 

3. 退稅額度為總金額的 8%。 

4. 商品不可在日本境內使用，需在 30 天內將商品帶離日本。 

5. 需以特殊包裝封起，在日本期間不可隨意拆開始用。 

6. 退稅範圍為 5001 日圓～50 萬日元圓(不含稅金額)，超過或太少皆不可退。 

7. 到貼有 TAX FREE LOGO 的商店或百貨公司內指定的免稅櫃檯退稅。  

8. 出示護照（購物時務必隨身攜帶，法律規定不可以隔天辦理）  

9. 填寫購買者誓約書，消耗品商品須要裝入指定包裝袋。  

10. 出境時須要將購買記錄單黏貼於護照上，一併交給海關人員檢查。 

☆以上說明為目前發佈內容，若有未竟事宜，請以正式官方規定說明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