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日本關西水蜜桃團 5 日遊

日本關西水蜜桃五日遊
2022 年 07 月 02～06 日
行程特色:
關西地區有山有海有溫泉，也是日本花果之鄉。拜訪幾處列為日本國寶的工藝、農林漁果
產業，品嚐道地米食菜根香。行程由台灣小農加工推手:許明仁教授設計規劃，是了解農
林漁產業升級的知識之旅，寓教於遊！

第1天
2022/07/02
Sat

台北/大阪關西機場 CI152 09:00/12:50 交通工具：飛機
早上搭乘直航班機赴關西門戶-大阪機場。
下機後搭車赴岩初市農產直銷市場：這裡
有當季最新鮮的水蜜桃，完全是日本當地
生產，由簽約的農民自己包裝、定價；市
場幫忙貼上標籤（第一行是農民姓名、第
二行產品名稱、第三行售價。）售出的產
品市場
抽
15%；未賣出的產品由各人回收。隔壁
則是大賣場，會有進口食品。各人可在
此自行購買喜歡的當季水果，真正物美
價廉。
抵飯店分房後，赴一間熱門連鎖餐廳享
用日本風味餐:米飯、生魚片、豆腐、蒸
蛋、鯖魚片、小菜、蕎麥湯麵；主菜三選一:鴨肉、鰻魚、炸物。一人一份、
不油不膩。晚餐後漫步夜遊和歌山城。
宿: Smile Hotel Wakayama

第2天
2022/07/03
Sun

和歌山市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參觀列為日本國寶的角長醬油博
物館:湯淺是關西地區的一個小鎮，這裡製
作醬油的歷史從鎌倉時代就開始。相傳在
750 多年前，有一位從紀州（今和歌山縣）
的僧侶覺心（日後的法燈國師）
，遠渡重
洋到中國
宋朝經山
寺修行禪宗。返國的時候同時帶回在中國學
到的「金山寺味噌」釀製法，而在水質良好
的湯淺地區散播開來。湯淺人發現，在味噌
桶底的液體煮過後變得異常鮮美，於是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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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終於有了醬油的誕生。湯淺很快就變成全
日本醬油的釀造中心——儘管當時湯淺只有
1000 多戶，但最風光的時期有 90 多家醬油工房。
現在整座湯淺小鎮已受日本政府立法保護，列為
「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區」
，包括 323 戶木造民
宅、江戶時代的傳統建築，以及僅存的 4 家醬油
工房。除了逛古老的醬油工房外，湯淺還有一些神社和有趣的建築，值得
大家細細品味。
中午享用日本婦女合作社辦的農家風味餐:地點是一
間廢棄的小學校舍，脫鞋而入，木製地板、樓梯、
課桌椅帶大家重溫昔時歲月。一樣是選擇當季蔬
菜，家常料理；媽媽一般的殷切招呼食客勸食，十
分溫馨感動。
下午遊覽梅子加工廠: 自古以來，日本人根據日常生
活的經驗，將梅乾用作抗疲勞、防腐、預防感冒的
健康食品。這裡的梅子果肉厚實、皮薄，加工後顏色不會褐變。六月份採
果之後，由五千個農戶先鹽醃、曬半乾，再送至工廠(約 300 家)全年加工
包裝，銷往全日本。除了傳統的梅乾外，工廠也開發出梅酒、梅醋、梅精，
梅染；以及針對年輕人喜愛的梅汁冰沙等。是非常成功的果農產業六級化
範例。
宿: Smile Hotel Wakayama

第3天
2022/07/04
Mon

和歌山/白濱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紀州備長炭博物館: 南部梅林的
山坡頂層種橡木（達到避免土石流、涵養
土地的作用）、中層種植梅林、平地種植
柑橘、奇異果。理山理地、創造生態平衡
環境。因此入選世界農業遺產。橡木材質
堅硬，透過 (一般木材無法承受)的高溫，
製造出來的木炭無煙、均溫、耐燒，最適合燒
烤。
赴白濱小鎮，京都大學的海洋生物學野外研究
站在此 設立瀨戶
海洋生物實驗室，
成立於 1922 年，駐
足於巨大的水族箱
前靜觀繽紛的海中生物，似可獲得無限療癒。
中午享用和食自助餐。
下午遊覽三段壁:高達 50 公尺~60 公尺的懸崖峭
第 2 頁，共 5 頁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日本關西水蜜桃團 5 日遊

壁，南北方向綿延約 2 公里持續不斷的「三段壁」，整體看來有如突出海
上的屏風，十分壯觀。波濤洶湧的海浪拍打著千仞峭壁時，氣勢磅礡，不
論在聲音或視覺上都非常震撼，正是「三段壁」最吸引人之處。斷崖附近
的步道可直接通往瞭望台，是觀望三段壁自然景觀全貌的絕佳景點。天然
形成的洞窟是昔日日本海軍藏船處，現在設立了一座通往地下 36 公尺深
的升降梯，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宿: HOTEL&RESORTS 和歌山南部

第4天
2022/07/05
Tue

白濱/大阪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遊覽平草原公園(Heisogen Park):
景色四季皆美，可遠眺大海。
參觀南紀白浜 Toretore 海鮮市場是西日
本最大的海鮮魚市場。除了販售來自全日
本各地的新鮮漁獲外，海鮮市場內還規劃
了熟食區域、特產區，還有一間百圓店與
藥妝店，全部免稅。中午在此享用新鮮生
魚片或握壽司等道地日本美食。
到貓站長的火車站搭乘一段火車:和歌山
市至貴志市的區間車面臨停駛的命運，經
過主題包裝，打造有特色的車廂，將黃昏
產業成功轉型， 並富有特殊色彩的巧
思，打造為一項成功的觀光產業。
晚上自由逛飯店附近的大阪市中心的商
業街，步行可達，滿足購物的慾望。
宿: IP City Hotel

第5天
2022/07/06
Wed

大阪/台北 CI157 12:45/14:55
交通工具：飛機
享用飯店豐富自助早餐後前往機場，搭直
航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日本關西櫻花
假期之旅！

航班與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指定單房加價 NT$5,000.。
《價格說明》
售價 NT$42,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機位，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加意外
醫療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工作人員小費，無購物)指定單房價差
NT$5,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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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其它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vinney@ftntour.com.tw 周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所需文件: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護照"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的清晰影本.
2.身份證正反面清晰的影本.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1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 樓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第 4 頁，共 5 頁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日本關西水蜜桃團 5 日遊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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