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都宇治古都散策之旅
初夏繡球桔梗花賞

╱ 初夏限定紫陽花賞：矢田寺、三室戶寺
╱ 期間限定桔梗花賞：東福寺天得院
╱ 日本夏日風物詩巡禮：川床料理、阿以波京團扇
╱ 米其林一星京湯葉料理：靜家(西陣店)
╱ 米其林級京料理：京都和久傳
╱ 宇治限定：辰巳屋抹茶料理、上林三入本店茶道體驗

初夏限定/6.29~7.3



●住宿：
格蘭比亞京都(豪華房型)
●餐食：
晚—京都和久傳蘇芳

矢田寺
又稱「紫陽花寺」，境內種植了約60種、一千株
的紫陽花。紫陽花在梅雨季節綻放，在綿綿細雨
中欣賞粉紫、粉紅的各色紫陽花，隨著氣溫、陽
光、雨水的變化，紫陽花的花色會逐漸變淡，就
如佛教所言「諸行無常」，其意象自古以來多有
詩歌吟詠，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裡，
也曾經將它名為「安治佐為」和「味狹藍」。

京都和久傳
以旅館起家的和久傳，創立於明治3年(1873)，
因江戶時期丹後縮緬(日本絹織物)蓬勃發展，
不少商人會在此談生意甚至入住，使「和久
屋傳衛門旅館」經營了百年之久。隨著縮緬
生意沒落，此區旅館與商店紛紛遷移，因而
在1982轉型成高級料亭，營業至今共有三家
分店，其中高台寺和久傳更在2020摘下米其
林二星。嚴選使用當令食材，將四季元素融
入在京料理中，在舌尖上品味京都的初夏。

格蘭比亞京都
與京都車站共構的飯店，由於位在交
通樞紐地段，無論前往京都塔、伊勢
丹百貨、或購買京都名菓等，都十分
便利，是京都指標飯店。

桃園機場
｜

關西空港
｜

奈良矢田寺(紫陽花)
｜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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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格蘭比亞京都(豪華房型)
●餐食：
午—貴船茶屋川床料理
晚—京湯葉料理靜家(西陣店)

貴船神社
京都市神秘美景，四季皆有獨特景致。由於
神社一帶古木叢生，通往貴船神社的小路曲
徑通幽，參道兩側成排的紅色獻燈古香古色，
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據史書記載，平安時
代的著名詩人和泉式部，曾在此祈願夫君冷
卻的愛情之心能夠回心轉意，因此神社中供
奉的結緣之神遠近聞名。除了是繪馬的發源
地之外，特殊的水占卜也是十分有趣。

貴船茶屋─川床料理
「川床」是個可讓人邊用
餐、邊聽潺潺流水聲與低
處飽覽河景的座席，在京
都、大阪一帶最能體現日
本夏季風情的事物。安排
在貴船茶屋享用視覺與味
覺雙極致的川床料理，在
被大自然環繞與充滿負離
子的環境裡，感受日本夏
日獨有的川床風情。

京都車站
車站本身即為現代藝術品，整體使用多片玻璃構成，從
外觀可看到反射的京都塔，內觀則以直線、曲線、幾何
學模樣設計出寬廣的空間。1997年落成的京都車站，為
現代建築家原廣司所設計，曾經手過梅田天空大樓、札
幌巨等建築，從中央口西側的手扶梯上樓，可見到171段
的大階梯。不僅是作為交通樞紐，鄰接的百貨以及車站
附屬的土產店、餐廳等也非常豐富，是旅客及京都居民
們的購物集中地。

京都
｜

貴船神社
(貴船鳥居/紅燈籠階梯/
貴船神水/水占卜體驗)

｜
貴船川床納涼席(午宴)

｜
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

｜
京都車站散策

Day2
6/30(二)

きふねちゃや



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

遍及日本全國各地約四萬多所的稻荷

神社之總本社，以境內所擁有的「千

本鳥居」聞名。伏見稻荷大社主要是

祀奉以宇迦之御魂大神為首的諸位稻

荷神，自古以來就是農業與商業的神

明，由於每年都有大量的香客前來神

社祭拜，求取農作豐收、生意興隆、

交通安全，使得該神社成為京都地區

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

日本動畫與電影時常以此取景，電影

《藝伎回憶錄》中的年輕千代奔跑情

節就在此取景拍攝。

靜家(西陣店)京湯葉料理

京都湯葉是豆漿加熱後上層浮出如薄膜般的製品，相當於台灣的豆皮，

因富含植物性蛋白質，是日本精進料理(素食)不可或缺的傳統食材。

靜家湯葉皆由美山總店製作配送，嚴選日本大豆與美山優良水質，使

其口感細緻並散發出淡雅香氣，且因使用不同方式來料理，讓旅人能

在舌尖上感受到京湯葉的奧妙與雅緻。安排前往曾在2011榮獲米其林

一星的西陣店，享用京湯葉料理。



●住宿：
格蘭比亞京都(豪華房型)
●餐食：
午—錦市場自由享用當地料理
晚—京都吉兆(格蘭比亞)

京團扇阿以波
阿以波創立至今已有三百餘年，堅持手工製作，
是京團扇的老字號店鋪。作為日本夏日風物詩、
京都傳統美術工藝品之一的團扇，在夏季常與
浴衣、祭典、花火等重要活動相映成趣，不單
只是日常用品，更將季節之美濃縮其中，成了
可左右空間視覺主軸的藝術品。
*特別安排團扇製作體驗。

錦市場
由錦小路開始的廣域型商店街，也是京都最知
名的後廚房，被稱為「京都台所」。除了販售
海鮮、京野菜等生鮮食材外，乾貨醃漬物等老
舖及專門店林立。錦市場的歷史長達1300年之
久，近年來也是各國觀光客必逛之地。京都有
許多料亭、旅館等，都會在此購買食材。想要
享用傳統京料理，在此即可買到全部的材料，
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料理文化發源地。

西芳寺(苔寺)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西芳寺，被稱作是最難參訪的京都
寺院。有著遍地絨布般的苔衣覆蓋，又稱為「苔寺」。有
著日本庭園美景及濃厚的禪學氛圍。擁有120種青苔均勻覆
蓋在寺院內的各處，青綠的鮮苔配合著時序的變化及光影
的流動，呈現出靜謐清幽的獨一無二。因曾被荒廢已久，
長年不受人世間的紛擾所影響，在寺院內形成了獨特的自
然生態。絨布一般的苔衣覆蓋在步道及樹蔭底下，廣達五
千坪的庭院穿上一件件細緻的綠衣，脫俗又清新的景致吸
引這許多人。

京都
｜

京うちわ阿以波
｜

京都錦市場
｜

世界遺產西芳寺(苔寺)
｜

京都車站散策

Day3
7/1(三)



京都
｜

三室戶寺(紫陽花寺)
｜

宇治上神社
｜

辰巳屋
京・宇治抹茶料理

｜
宇治散步路線

(平等院鳯凰堂/橘島/宇治神社
/抺茶冰淇淋/十三重石塔)

｜
宇治

●住宿：
花屋敷浮舟園溫泉飯店
●餐食：
午—辰巳屋
晚—飯店內迎賓會席料理

三室戶寺
號稱京都第一紫陽花名所、同時也是日本三大
紫陽花名所之一的三室戶寺，在五千坪大庭園
中植有四季花草，因此又有花寺之稱。每逢6
月始，約有50品種、１萬株的紫陽花陸續盛開，
而6月下旬到8月上旬則有250鉢色彩鮮艷的蓮
花爭奇鬥艷，是關西地區首屈的賞花名所。

辰巳屋─京・宇治抹茶料理
靜靜佇立在宇治河畔旁，創立於1840，最初為
茶葉批發商，到了大正2年(1926)轉型成餐廳營
業至今。料理除了使用當令食材來製作之外，
更將宇治名產─抹茶做結合，創作出宇治地區獨
有的抹茶料理，至今仍廣受歡迎，不容錯過的
是辰巳屋代代相傳的抹茶豆腐。

Day4
7/2(四)



宇治平等院
位於日本京都府郊區的宇治市，是平安時代的園林寺院，在
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主要景點由庭
園、鳯翔館及鳯凰堂組成，鳳凰堂最著名的便是呈現在10日圓
硬幣上的浮雕，可見其重要性。是日本早期木結構建築，也是
日本最美的淨土庭園、日本最有名的寺廟建築之一。
每年六月下旬始，蓮花與平等院蓮(平等院特有種)將陸續綻放。

宇治上神社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古都京都的文化財」之一，創建於平安
時代。其本殿和拜殿皆為國寶，本殿約1060年建立，是日本最
古老的神社建築；拜殿旁的桐原水，是宇治七名水之一，也是
宇治現存唯一一座的湧泉名水。因被樹林環繞，有些院內建築
上還佈滿青苔，給人一種充滿靈氣、與自然融合的清新感。



花屋敷浮舟園
宇治是世界中最古老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的舞台，也是
平安王朝貴族們的度假聖地。坐落在宇治川河畔旁的老字
號旅館花屋敷浮舟園，自明治27年(1894)創業至今，深受
海內外旅人喜愛。全室客房皆可眺望宇治川，緊鄰宇治川
的中洲、停放在塔之島的屋形船等，交織出宇治獨有的初
夏景致。
※本團安排日式豪華房(12疊/約25㎡)，另有升等房型，請參右方費用說明。

房型 特色 每人加價(新台幣)

曙
(あけぼの館)

 日式客房
 設有半露天浴池
 大小約25㎡

3000元

常槃
(ときわの間)

 日式客房
 設有半露天浴池
 大小約42㎡

3000元

山吹
(YAMABUKI)

 日式客房
 大小約44㎡ 5000元

牡丹
(BOTAN)

 日式客房
 設有半露天浴池
 大小約53㎡

5000元

蘭

 2019改裝全新套房
 日式奢華雙床客房
 設有半露天浴池
 大小約50㎡

6000元

胡蝶

 2019改裝全新套房
 日式奢華雙床客房
 設有半露天浴池
 大小約55㎡

6000元

◎花屋敷浮舟園升等房費用參考：



宇治
｜

上林三入本店
(宇治抺茶制作茶道體驗)

｜
東福寺天得院

+花精進料理(桔梗花)
｜

關西機場
｜

桃園機場

●餐食：
午—東福寺花精進料理
(6/25~7/9季節限定料理)

上林三入(本店)
創立於天正年間，擁有五百多年歷史，是德
川將軍家御用御茶師的傳統老字號店舖，相
傳至今已有21代，仍秉持著將軍家御用茶師
的驕傲，堅守五百年的一脈茶香。相傳茶聖
千利休在大阪城為豐臣秀吉舉辦茶會之時，
所提供茶葉的供應商便是上林。安排茶道體
驗，細細品味傳承百年手感的正宗宇治茶。

東福寺天得院
以桔梗花庭園著名、並有桔梗寺之稱，僅在桔梗
與紅葉綻放的兩個時節對外開放。創立於日本南
北朝時代，由東福寺的第三十任住持無夢一清開
創，是東福寺五塔頭之一。寺內可見桃山時代的
日式枯山水庭園，碧綠苔蘚遍布、恬靜雅緻的桔
梗，迎著初夏陽光悄然綻放。在此品嘗精進料理，
邊眺望自然風光美好的庭院，感受初夏京都風情。

Day5
7/3(五)



報名資訊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編號

6/29(一) 9：50 13：20 桃園─關西 中華航空CI152

7/3(五) 19：00 21：20 關西─桃園 中華航空CI173

█ 費用：台幣108,000元。全團人數22名，16名以上成行。

█ 貼心安排
1. 安排當地特色餐廳或人氣料理，不安排旅行社風味團體餐。
2. 安排桃園機場環宇商務中心禮遇出關，快速通關尊榮體驗。
3.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包含領隊及司機小費。
4. 每房提供一台WI-FI機，行程聯繫溝通分享旅遊體驗超方便。

█ 費用包含
1. 經濟艙來回機票(團體機票，團進團出)
2. 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稅。
3. 全行程參訪費用、導覽、食宿、交通、門票等。
4.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險500萬，20萬意外險。
(依政府規定15歲以下、70歲以上，限額投保200萬旅遊責任險及20萬意外醫療險。)

█ 費用不包含
1. 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2. 行李超重費。
3.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飲、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額。

█ 航班參考

◎歡迎來電洽詢：
(02)8643-3581、
8643-3926、8643-3543
◎手機/LINE ID：
0989689609 (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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