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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限定】大阪奈良．三大名湯． 

美食屋形船．漫遊神戶風情． 

大阪奈良櫻花百選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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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出發 只限一團 

JKM5AR  

貴族品味、獨到的享受 

【大阪美食屋形船】 

關
西

 

起源於平安時代的特權階層。坐在船上

您可一邊欣賞沿岸四季不同的迷人景

致，一邊享用着高雅的會席料理所帶來

的味覺享受。一如現代地道的日本人以

最奢華的方式舉辦宴會一樣風花雪月，

實為極致的品味、獨到的享受… 

罕有入住日本 

三大古泉・三大名泉 

【有馬溫泉 月光園 游月山莊】 

有馬溫泉歷史悠久，是日本三大最古老的溫泉之一。同時

具有日本三大名泉的美稱，一直備受日本天皇和權貴所

青睞。好的旅館若非提早幾個月，更是難以訂房。因此我

們特意為您安排入住有馬溫泉街上的旅館「月光園 游月

山莊」。泉水的獨特之處也在於它有兩種自然形成的天然

溫泉：呈啡紅色的鐵鈉鹽化溫泉「金泉」，及透明的氡氣

泉「銀泉」，對皮膚炎、風濕和神經痛等具有一定療效。 

大阪、奈良、和歌山・百選櫻花 

【大阪城公園】【奈良神鹿公園】 

【和歌山根來寺】 



 

 

 

 
  
 

 

 

 

 

 

 

 

人氣賞櫻行程  
JKM5AR：4 月 11 日出發 只限一團 

 

極致的品味、獨到的享受【大阪美食屋形船】 
遊船邊暢遊大阪・邊品嚐會席料理 

「屋形舟」起源於平安時代酷愛乘船遊玩的貴族階層，及後因其品味而深深吸引着

武士與富商等愛好風雅的特權階層。在繁忙的大阪市中心乘上仿古的雅致小船。悄

悄的打開窗戶，緩緩流動的河水正映入眼簾，清涼的和風正柔和的吹拂着。坐在船

上，您可一邊欣賞沿岸四季不同的迷人景致，一邊享用着高雅的會席料理所帶來的

味覺享受。一如現代地道的日本人以最奢華的方式舉辦宴會一樣風花雪月，實為極

致的品味、獨到的享受… 

 (全程約 2 小時 30 分鐘) 

「大阪屋形船」長約 12 米，可以容納最多 50 人。船身設計令其不易受波浪影響，

務求讓您能渡過一個舒適的水上之旅。船內地板使用榻榻米，桌底下有可讓腳伸展

的空間，所以不需盤腿而坐。唯進入船內時需要脫鞋而入，敬請留意。屋形船會從天

滿橋出發，來回暢遊大阪白川，途經大阪造幣局、大阪城等著名歴史建築物外，亦可

以看到帝國酒店、大阪雙子塔等商業區的現代化高樓鱗次櫛比的景色，而對岸則是

綠油油的樹木林立，以不同的角度欣賞大阪。在毛馬閘門更可看到在日本亦十分罕

見、設立在川河上的多個巨大水門。 

屋形船與著名高級日本料理店「つるとんたん」屬同一集團，以日式料理起家，故由

專業料理人所炮製的屋形船料理亦有相當質素。起航後，前菜、刺身、蒸籠豬肉、甜

品等多種料理會陸續送到你面前。刺身所使用海鮮為當造的新鮮魚獲，滋味豐富。

欣賞大阪沿岸風景的同時，品嚐使用當造新鮮食材的會席料理，寫意非常。 

※圖片只供參考，以屋形船當天安排為準。 

大阪、奈良、和歌山・三大百選櫻花 

【大阪城公園】 
曾經一度與名古屋城及熊本城共稱日

本三大名城的大阪城是豐臣政権的中

心城堡，別名金城或是錦城。全園種有

逾 3000 株櫻花樹。可自費以 200 日圓

進入最佳賞櫻處「西之丸庭園」觀賞以

染井吉野櫻為主的 600 株櫻花樹。或以

600 日圓登上天守閣俯俯瞰城下美景。 

【奈良神鹿公園】 
奈良神鹿公園是一所被指定為日本國

家名勝的公園。園內寬闊的草甸上有約

1200 頭野生小鹿在嬉戲玩耍。潺潺流

水、池塘和小溪為公園的景色增添了色

彩，樹林中隱約可望見東大寺的大屋頂

和塔樓。園內種有逾 1700 株櫻花樹，

與小鹿跟寺院形成一種祥和的景象。 

【和歌山根來寺】 
最興盛時期的室町時代末期曾經擁有

過萬名被稱為「根來眾」的僧兵，後被

豐臣秀吉將大部份子院燒毀，現存只剩

下國寶、大塔、本尊等部分，壯大的山

門與佛堂、寶塔等散佈在寬廣的境內，

多寶塔的遺跡也被指定為國寶。栽種有

逾 7000 株的染井吉野櫻可供觀賞。 



        

 

 

 

 

 

 

 

 

 

 

 

飽覽神戶美景【六甲枝垂展望台】 

JKM5AR：4 月 11 日出發 只限一團 

 

罕有入住日本三大古泉・三大名泉【有馬溫泉】 

【月光園 游月山莊】享受 2 大名湯「金泉」「銀泉」 

由於有馬溫泉從大阪、京都、神戶等市中心前往亦非常方便，加上獨特而優質的

溫泉水，一直都大受日本人喜愛，好的旅館若非提早幾個月，更是難以訂房。因

此我們特意為您安排入住有馬溫泉街上的旅館「月光園 游月山莊」。旅館設有露

天風呂、展望風呂，以及家族風呂。備有自家源泉，所有溫泉的泉水都是新鮮流

入，並無加水，純度 100%。露天風呂為「金泉」，展望風呂則為「銀泉」，從露

天風呂中更可以看到山溪河流，非常寫意。 

晚餐的溫泉自助餐採用當地兵庫縣的豊富食材，加上師傅精湛手藝而成的美味又

健康和式自助餐，必能滿足你的味蕾！ 

www.gekkoen.co.jp/yuugetu/ 

遊月山莊所在的有馬溫泉歷史悠久，是日本三大最古老的溫泉之一。同

時具有日本三大名泉的美稱，一直備受日本天皇和權貴所青睞。有馬溫

泉的獨特之處也在於它有兩種自然形成的天然溫泉：呈啡紅色的鐵鈉鹽

化溫泉「金泉」，及透明的氡氣泉「銀泉」，對皮膚炎、風濕和神經痛等

具有一定療效。 

有馬溫泉街除了有不少土產店外，亦有溫泉寺、天神泉眼、有馬玩具博

物館等觀光施設。溫泉街上「三津森本店」的炭酸煎餅非常有名，一塊

一塊使用炭酸泉水的人手燒的美味煎餅絕對是有馬溫泉必買手信之一。

或是品嚐每天售出一千多個的「竹中肉店」神戶牛炸肉餅等，盡情享受

當地美味！ 

女性露天風呂「玉鉾の湯」 男性露天風呂「阿福の湯」 

嚴選日本三大古泉【白濱溫泉】白濱 HARVEST 溫泉 

位處於南紀田邊的白濱HARVEST酒店是東急集團享負盛名的會員制渡

假酒店之一。本身主要為服務20,000名的東急會員而設，現只開放部

分房間供非會員入住。酒店優越的地理位置可謂獨享該地最豐富的自

然景觀。四周除了被翠綠連綿的山丘所環抱外，還有那一覽無遺的大

海。在閃爍的陽光與藍天所照耀下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澤。 

 

客房的設計都是跟陽光與海最為配搭的

明亮風格，住客同樣能在露台遠望太平

洋海景，沐浴在夕陽的温暖下擁抱整個

金黃色的大海。 

 

在大浴塌內可邊享受優質的天然泉水，

邊飽覧壯麗無邊的太平洋。在抒解旅途

上的疲勞的同時，以大自然的美景洗滌

心靈，實為悠然自得的最佳享受。 

六甲枝垂展望台是六甲山的新地

標，設計新穎，看上去猶如一顆樹

葉垂枝的大樹，進入「枝葉」的內

側時更彷如身處異空間，漂亮非

常。展望台外的六甲 Garden 

Terrace，則以英式鄉鎮風格設

計，突出「能品味六甲山的自然風

貌和神戶的異國情趣」的主題。 

館內展覽 19 世紀後半期至 20 

世紀初的古董八寶盒等自動演

奏樂器、各種珍貴物品。在每隔 

30 分鐘的音樂會上能夠傾聽收

藏品的演奏。或可以自行前往製

作音樂盒。(約 1600 日圓) 

傾聽古董音樂演奏【音樂盒博物館】 
 

在 1868 年神戶開港後，這裡規劃

了外國人居留地，並建造了許多

有著紅磚牆或白色外牆的洋館。

現在的異人館街仍舊保存著不少

外國人住宅，其中像是英國、法國

和中國等各國理事館都可以入內

參觀。東洋與西式建築混搭的街

景，帶來了豐富的異國情懷。 

神戶的異國情懷【北野異人館】 
喜歡散步的人，奈良町非常值得

您慢活散步。走進如迷宮般的奈

良町，夾著巷弄的百年木造老房

子（町屋），居民都用自己的步調

過著町屋生活，有些維持老房子

原樣經營町屋料理亭或雜貨小

鋪。步進町老街，我們都可感受到

從容不迫、悠然自得的奈良時間。 

感受日本懷舊風情【奈良町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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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4 月 11 日出發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 Y 1  

香港  大阪 ~ 和歌山臨海溫泉 (日本著名三大古泉之一，三面

環海，一邊聽海浪聲一邊享受純天然的溫泉） 
 

 

航機上 

溫泉和洋 

壽司刺身 

自助餐 

或  

溫泉御膳

南紀白濱武藏溫泉  

www.yado-musashi.co.jp 

或 

南紀田邊 HARVEST RESORT 

 

www.harvestclub.com/Un/Hotel/ 

Na/index.html 

D A Y 2  
 櫻花百選．根來寺(最興盛時期時的室町時代末期曾經擁有過萬

名被稱為「根來眾」的僧兵，後被豐臣秀吉將大部份子院燒毀，現存只

剩下國寶、大塔、本尊等部分。栽種有逾 7000 株的染井吉野櫻)備註 

~ 奈良 ~ 餅飯殿懷舊商店街 ~ 奈良町老街(保育了許多江戶時代

的老房並改建為古風的傳統工藝精品店、咖啡店、茶屋等，這些木造的

建築、美觀的白壁與方格排屋式民房，體現出純樸的古街道優雅風情。

可以散步前往元興寺、奈良町資料館、奈良町格子之家等等，細味奈良) 

~  百選櫻花・神鹿公園(公園內有一千頭奈良鹿，可與奈良鹿近距

離接觸) 備註 ~ 全球最大室內佛像世界文化遺產【東大寺】 

酒店內 ～ 

牛肉鍋 

Shabu Shabu 

或 

日式御膳 

【連泊2晚】 

Hotel Monterey Le Frere大阪 

(設有大浴場)備註 

  

www.hotelmonterey.co.jp/lefrere_osaka/ 

D A Y 3  

 
日本三大名城・百選櫻花【大阪城公園】(種有3000株櫻花樹，

可自行以約200日圓購票入內參觀賞櫻最佳角度西之丸庭園)備註 ~  

 【大阪美食屋形船】遊船邊暢遊大阪賞櫻・邊品嚐會席料理 

(約2小時30分鐘)(乘坐日式屋形船，欣賞大阪沿岸風景的同時，品嚐

當造新鮮食材而成的會席料理，非常寫意)備註 ~  

(約14:45抵達酒店，稍作休息)可自由前往：大阪梅田觀光購物

(由酒店出發，徒步約10分鐘可達大阪的購物激戰區-梅田，有10多間百

貨商場，如阪急百貨、大丸百貨、GRAND FRONT大阪、LUCUA等等，

亦有LOFT、東急HANDS、YODOBASHI CAMERA等電器雜貨店) 

酒店內 
【大阪屋形船】 

內品嚐 

會席料理 
梅田自費 

D A Y 4  北野異人館(留存大量明治時代的西洋風格建築物，有不少改裝成咖啡

屋、餐廳及商店。當中曾是德國人貿易商私宅的風見雞之館最為有名，

可自行以約 500 日圓購票入內參觀) ~ 北野工房之町(前身北野小學

改建而成的精品手作坊，可自行體驗各種特色手作。當中燃點後可成香

薰的火柴專門店、帽子工房、以神戶為主題製作的墨水文具的 Kobe 

INK 物語更是重點推介) ~ 六甲音樂盒博物館(展覽 19 世紀後半期

至 20 世紀初的古董八寶盒等自動演奏樂器) ~ 六甲枝垂展望台(外

型支架彷彿枝垂般由上而下垂墜，鏤空的遮罩式建築成為當地重要地標

與景點。能夠 365 度欣賞到神戶的景色) ~ 有馬溫泉街(有土產店、有

馬玩具博物館等，可自行參觀天神泉眼、品嚐有馬著名的炭酸煎餅，或

是享受免費的「金泉」足浴) ~  

日本三大古泉・三大名泉【有馬溫泉】(溫泉水是罕有呈啡紅色的

鐵鈉鹽化溫泉「金泉」，及稱為「銀泉」的透明氡泉) 

細心安排於16:30前到達有馬溫泉街，讓你有充裕時間漫遊溫泉街或享受溫泉。 

酒店內 ～ 
和洋有馬溫泉 

自助餐 

【有馬溫泉】 

月光園 游月山莊 

www.gekkoen.co.jp/yuugetu/ 

 
備註 

D A Y 5  
關西 FACTORY OUTLET(匯集過百間名牌，當中包括日本著名童裝

品牌 miki HOUSE) ~ 關西機場(設有大人小孩至愛的 POKEMON 

STORE，更有關西限定商品) ~ 大阪  香港 

酒店內 日式網燒 
 

航機上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CX507              大阪 17:55       香港 21:35 

CX506              香港 10:30       大阪 15:00 

【大阪入‧大阪走】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所有酒店雖已落實，但若因不能預期之因素而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
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溫泉酒店晚餐,以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酒店WIFI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
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
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請留意團隊價格逢星期二．六有機會調整。故越早報名，
價格優惠越多。※機票有效期8日。 

或因天氣不佳不宜乘坐屋形船，將於其他餐廳享用午餐，並退回乘船費用。實際情
況以當地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月光園游月山莊為傳統溫泉旅館，故如入住2樓或以上房間，需行樓梯才可到達，
建議帶備輕便行李(包括一晚衣物及日常用品、貴重物品等等)。 

大浴場的開放時間為 06:00-11:00、17:00-24:00。 
櫻花資料只供參考，盛放視乎天氣有差異。 

 備註 

 
梅田站          

http://www.yado-musashi.co.jp/
http://www.yado-musashi.co.jp/
http://www.harvestclub.com/Un/Hotel/
https://goo.gl/2LA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