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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立山黑部（Chin Fai Yau）

  地點：立山黑部

（Chin Fai Yau）

  地點：黑部峽谷鉄道宇奈月駅

（Kenneth Hung）

  地點：大本山南禪寺
（Merlin phan）

  地點：輕井沢

（Desere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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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輕井沢（Desere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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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賞楓
懶人包

出境文件篇
  1.  Passport、身份證、visa
  2. 酒店資料
  3. 台幣及少許當地貨幣

個人用品篇
  4. 分散包裝的錢
  5. 乾紙巾、濕紙巾、女性

用品
  6. 耳塞、眼罩
  7. 牙刷牙膏
  8.  洗面乳、護膚品、簡單
        化妝品、卸妝乳
  9. 洗澡用品
  10. 簡單藥物

電子產品篇
  11.  相機、相機電池、充電器、線、

SD 卡
  12.   手機、行動電源、線、耳機、 

 （當地）電話卡
  13. 自拍神器
  14. 萬用轉接頭

服飾篇
  15. 長袖上衣、長褲／長裙
  16. 保暖外套
  17. 內衣褲、襪、睡衣
  18. 拖鞋、備用外出的鞋 

其他
  19. 外出用的背包／手提包
  20. 旅遊書、筆
  21. 膠袋
  22. ＿＿＿＿＿＿＿＿＿＿＿＿

Yahoo ！京都天氣預報
http://f lyagain.la/z5as

收拾行李，立即出發到日本賞楓啦！

https://tw.news.yahoo.com/weather/japan/kyoto-prefecture/%E4%BA%AC%E9%83%BD-15015372/#detail-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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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
匯率一覽

最近日元又下跌，想知道幾時兌換最划算，
線上匯率、結匯看這邊！

機場提領 & 臺灣銀行線上結匯小撇步

資料來源： http://www.taiwanrate.org/exchange_rate.php?c=JPY#.VlKKLN8rLwc

即時銀行兌換匯率
網址：http://flyagain.la/9y8x

資料來源：hkexchangerate.com

$$$

$
$$
$
$$
$$
$$

桃園機場臺銀分行 24 小時外幣兌換
地點 第一航廈 1 樓入境區 第一航廈 1 樓入境區 第二航廈 1 樓入境區
營業時間 24 小時 24 小時 24 小時
電話 03-3982197 03-3982213 03-3983505

松山機場外幣兌換櫃台
銀行 兆豐銀行 臺灣銀行
地點 國際線出境時，於內候機 國際線出境大廳
 室共用貴賓室旁  （第一航廈一樓）
營業時間 07:00-17:00 06:00-19:30
電話 02-27152385 02-27187628

上班族沒時間跑一趟銀行換錢又想省下 TWD$100 手續費？線上結匯看這邊：
臺銀結匯網站：https://fctc.bot.com.tw/
1. 選擇外幣種類與檢視匯率
2. 選擇面額與張數
3. 確認訂單明細，顯示本次結匯的金額與張數
4. 服務說明暨約定事項，再次確認同意
5.  填寫本次結匯交易的基本資料，記得確認提領日期可設定為出國當日、在機場提

領即可
6. 再次進行確認本次交易的基本資料
7.  交易完成，顯示交易完成確認頁面，確認頁面會提醒匯款時間，可利用實體或

線上 ATM 進行匯款，臺灣銀行代碼為 004，若是未能於期限前完成匯款，本次
交易視為失敗。

完成結匯申請與匯款作業後，請將電子郵件印出，依照指定日期與地點前往提領
現金。提領時記得出示護照或身份證，出示紙本的提領通知可方便櫃臺快速尋找，
節省時間。

http://www.taiwanrate.org/exchange_rate.php?c=JPY#.VlKKLN8rLwc
http://flyagain.la/9y8x
http://flyagain.la/9y8x
http://hkexchangerate.com
http://flyagain.la/9y8x
https://fctc.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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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Apps 
下載

「去旅行做足準備，才能玩得開心 ♪」
在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出門在外當然要有 Wi-Fi，

外加幾個實用 Apps 小幫手！
在日本這個鐵路網絡出名複雜的國家，如果你想自由行的
話，交通 Apps 確實少不了，不想迷失京都就記得下載！

簡單教學

iOS:   http://flyagain.la/2ker 
Android:  http://flyagain.la/adz9

A  首頁： 1) 首先在「1」的位置輸入出發地點 > 2) 然後在「2」的位置
輸入目的地 > 3) 再選擇出發的時間 > 4) 然後查詢交通路線。

B  假設由京都站出發到乘坐嵯峨野觀光鐵道遊覽嵐山 。

A  B

http://flyagain.la/2ker
http://flyagain.la/adz9


iOS:   http://flyagain.la/2ker 
Android:  http://flyagain.la/adz9

 C  檢索頁面： 在「1」的位置，可查看有多少種交通方法 > 在「2」
的位置，會展示出詳細的乘搭方法，包括所需時間、
換乘次數、車票價格、乘搭那個車種和需要乘搭多少
個站等等。> 如果覺得會來不及乘搭這一班列車，也
可以按「3」的位置，查看下一班列車是什麼時候。

D  還會細節到告訴你將會途經那幾個站。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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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Apps 
下載

這個 Apps 的操作很簡單吧？最後還有幾個使用小撇步提醒大家：
1.  這個 Apps 只認識日文漢字，以上述例子為例，「龜岡」要輸入成「亀岡」，

建議大家用手寫輸入法把這些日文漢字寫出來。
2.  下車時日文聽不明白、怕錯過下車時間？不要緊！日本人出名準時，記得

到站時間下車，不管什麼情況都先下車那就 OK 啦！
3.  實際使用此 Apps 時，可能會有些班次會沒有顯示出來，建議大家以車站顯

示的列車班次為準。
4. 最後，即使趕時間，也切忌心浮氣躁，上／下錯車就麻煩啦！

http://flyagain.la/2ker
http://flyagain.la/ad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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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賞楓地一覽：
京都紅葉及銀杏名所 2015 地圖：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zUAvQvsVw_kc.k_E8Is5jFwww

( 京都紅葉名勝 2015 地圖協作計劃－發起及統籌：Chan Lik Hang ，協作者 : Stephon Leong, Maurice Lam, 
Yan Wong, Fion Man, Dora Ying, Tszying Tang, Heha Heidi, Christine Lai, Angel Choi ) 

京都
賞楓地概覽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zUAvQvsVw_kc.k_E8Is5jFwww
http://www.chion-in.or.jp/
http://sankan.kunaicho.go.jp/guide/katsura.html
http://www.geocities.jp/mukojinjahp/
http://www.kodaiji.com/
http://www.komyo-ji.or.jp/
http://www.shimogamo-jinja.or.jp/
http://www.shokoku-ji.jp/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zUAvQvsVw_kc.k_E8Is5jFwww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zUAvQvsVw_kc.k_E8Is5jFwww


01下鴨神社
地址：  京都市左京區下鴨泉川町 59
門票： 500 円
交通：   乘搭市營巴士，從京都站上車後

到下鴨神社前下車，然後步行 5
分鐘

開放時間： 05:30-17:00
聯絡電話： +81-75-781-0010
網址： ht tp : / /www.sh imogamo-

jinja.or.jp/

02知恩院
地址： 京都市東山區林下町 400605-

8686
門票：500 円 ( 日間 )、800 円 ( 夜間 )
交通： 乘坐地下鐵東西線，於東山站下

車後步行 8 分鐘
開放時間：09:00-16:00
夜楓時間：17:30-21:30 (6/11-5/12)
聯絡電話：+81-75-531-2111
網址：http://www.chion-in.or.jp/

07

京都
賞楓地概覽

* 來源自網絡 * 來源自網絡

http://www.shimogamo-jinja.or.jp/
http://www.shimogamo-jinja.or.jp/
https://goo.gl/maps/9uVimkEE49L2
https://goo.gl/maps/RhSQB2p1Ng72


03高台寺 / 圓德院
地址： 京都市東山區下河原町八坂鳥居

前下る下河原町 526
門票：600 円
交通： 乘坐市內巴士 206、207 號，於

東山安井站下車，步行 5 分鐘
開放時間：09:00-17:00
夜楓時間： ( 圓德院 )  1 8 : 0 0 - 2 1 : 3 0 

(23/10-13/12)
聯絡電話：+81-75-561-9966
網址：http://www.kodaiji.com/

04平等院
地址：京都府宇治市宇治蓮華 116
門票：600 円
交通： 乘坐JR奈良線到宇治站下車後，

步行 10 分鐘
開放時間：08:30-17:30
聯絡電話：+81-774-21-2861 
網址：http://www.byodoin.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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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賞楓地概覽

* 來源自 soryofu/ JNTO * 來源自 JNTO

http://www.kodaiji.com/
http://www.byodoin.or.jp/
https://goo.gl/maps/sUN6hDb2GGo
https://goo.gl/maps/ma1BnYuqctA2


京都
賞楓地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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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銀閣寺（慈照寺）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居銀閣寺町 2
門票：500 円
交通： （1） 乘 坐 市 內 巴 士 5、17、

102、203、204 號， 於 銀 閣 寺
道站下車後，步行 6 分鐘；（2）
乘坐市內巴士 32、100 號，於
銀閣寺前站下車即到

開放時間： 08:30-17:00  
 (12 月至 2 月 : 09:00-16:30)

聯絡電話：+81-75-771-5725
網址：http://www.shokoku-ji.jp/

06向日神社
地址： 向日市向日町北山 65
門票：全免
交通： 乘坐阪急京都線，於西向日站下

車後，步行 10 分鐘
開放時間： 08:00-17:00
聯絡電話：+81-75-921-0217
網址： http: / /www.geoci t ies. jp/

mukojinjahp/

* 來源自網絡 * 來源自向日市觀光協會

http://www.shokoku-ji.jp/
http://www.geocities.jp/mukojinjahp/
http://www.geocities.jp/mukojinjahp/
https://goo.gl/maps/k6nFzNvaQHC2
https://goo.gl/maps/bq8EkhLwc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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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賞楓地概覽

07光明寺
地址： 京都府長岡京市粟生西条ノ內

26-1
門票：500 円
交通： 乘坐阪急電鐵於長岡天神或 JR

長岡京站下車，換乘阪急巴士
20 或 22 號，到旭が丘ホーム前
下車即到   

開放時間：08:30-17:30
聯絡電話：+81-75-955-0002
網址：http://www.komyo-ji.or.jp/

08桂離宮
地址： 京 都 府 京 都 市 西 京 區 桂 御 園

615-8014 
門票： 全免
交通： 乘坐阪急京都線，於桂站下車後，

步行 15 分鐘
開放時間：09:00-18:00
聯絡電話：+81-75-211-1215
網址： ht tp: / /sankan.kunaicho.

go.jp/guide/katsura.html
備註： 桂離宮屬內廳所管轄，參觀前必

須預約

資料以官網為準

* 來源自 Akira Okada / JNTO * 來源自網絡

http://www.komyo-ji.or.jp/
http://sankan.kunaicho.go.jp/guide/katsura.html
http://sankan.kunaicho.go.jp/guide/katsura.html
https://goo.gl/maps/UwhuZxzifBF2
https://goo.gl/maps/cmg6T8bZ6n82


11

作者：Chan Lik Hang

是日本著名的賞楓聖地，每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都吸引不少遊客前往。想來個京都紅葉深度遊卻毫無
頭緒？就讓我們的谷友 Chan Lik Hang 帶大家走進
京都的紅葉世界！

京
都

主
要
行
程

三
千
院
， 
八
瀬
比
叡
山
口
，
瑠
璃
光
院
，
永
觀
堂

Day1
主
要
行
程

東
福
寺
， 

清
水
寺
及
週
邊

Day2
主
要
行
程

保
津
峽
， 

嵐
山
， 

嵯
京
福
電
車
， 

北
野
天
滿
宮

Day3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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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0730

0900

麵包 :

ベーカリー柳月堂
地址 :  京都市左京區田中下柳町叡京阪

叡電出町柳駅前
營業時間 : 07:30-22:20 ( 定休日 : 星期六 )
電話 : +81-75-781-5161
預算 : ~999 円
網址 :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

A260302/26001108/
Google Map： 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maps/9iKFtCkZb3r

叡山電鐵
展望列車

大原三千院

 飯團、日式便當 :

 おにぎり屋さん
地址 : 京都市左京區田中上柳町 53
營業時間 : 07:00-18:30  ( 全年無休 )
電話 : +81-75-781-0399
預算 : ~999 円
網址 :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

A260302/26015612/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Ch4Dzco2dKn

早餐推薦

0800
交通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 Tabelog

* 來源自 Tabelog

主要行程 : 
三千院， 八瀬比叡山口，
瑠璃光院，永觀堂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Day1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302/26001108/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302/26001108/
https://goo.gl/maps/9iKFtCkZb3r
https://goo.gl/maps/9iKFtCkZb3r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302/26015612/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302/26015612/
https://goo.gl/maps/Ch4Dzco2dKn
https://goo.gl/maps/Ch4Dzco2d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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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100

1400

1230

瑠璃光院

詩仙堂

 法式甜品：

 パティスリータンドレス
地址 :  京都市左京區一乘寺花之木町 21-3
營業時間 : [ 外賣 ] 11:30-19:00 [ 堂食 ] 
13:00-18:00 ( 星期二至五不定期休息 )
電話 :+81-75-706-5085
預算 : 1,000 ~ 1,999 円
網址 :  http:/ /www.kyotocake.com/

Pages/default.aspx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tvXbQhWPkRw

日式拉麵：

麺屋 極鶏
地址 :  京都市左京區一乘寺西閉川原

町 29-7
營業時間 :  11:30-22:00 ( 售完即止 ) 

星期一休息
電話 : +81-75-711-3133
預算 : ~ 999 円
網址 : http://ameblo.jp/jiren7/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BMywBrLmgJ12

午餐推薦

景點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 Tabelog

* 來源自官網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http://www.kyotocake.co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kyotocake.com/Pages/default.aspx
https://goo.gl/maps/tvXbQhWPkRw
https://goo.gl/maps/tvXbQhWPkRw
http://ameblo.jp/jiren7/
https://goo.gl/maps/BMywBrLmgJ12
https://goo.gl/maps/BMywBrLmgJ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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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530

1730

圓光寺

 蕎麥麵：

 岡北
地址 :  京都市左京區岡崎南御所町 34
營業時間 : [ 一、三至日 ] 11:00-20:00 
( 星期二、 第一和第三個星期三休息 )
電話 : +81-75-771-4831
消費 :1,000-1,999 円
網址 :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

A260301/26000919/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s1XfJVvvuq52

烏龍麵：

山元麺藏 
地址 : 京都市左京區岡崎南御所町 34
營業時間：[ 星期一、二、五、六、日、
假日 ] 11:00-18:00 [ 星期三 ] 11:00-14:30
電話：+81-75-751-0677
休息日： 星期四、每月第四個星期

三、假期翌日
預算：1,000 円 - 1,999 円
網址： http:/ /yamamotomenzou.

blog.shinobi.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fQ4tRoqsKJT2

晚餐推薦

景點

* 來源自 Tabelog
* 來源自 Tabelog

永觀堂夜楓
1900

景點
* 來源自官網2030

全天行程結束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http://tabelog.com/tw/kyoto/A2601/A260301/26000919/
http://tabelog.com/tw/kyoto/A2601/A260301/26000919/
https://goo.gl/maps/s1XfJVvvuq52
https://goo.gl/maps/s1XfJVvvuq52
http://yamamotomenzou.blog.shinobi.jp/
http://yamamotomenzou.blog.shinobi.jp/
https://goo.gl/maps/fQ4tRoqsKJT2
https://goo.gl/maps/fQ4tRoqsKJ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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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原三千院 
  由大原步行往三千院，沿途會經過不同類型商店的參
道，讓遊人駐足。三千院內的門跡、庭園及殿院，配
合染紅了的楓葉、池塘及樹木，只要帶著悠閒的心，
你必能發現這裡的美。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大原來迎院町 540
入場費：700 円 
開放時間：[11 月 ] 08:30-17:00 ( 關門時間 17：30) 全年無休
電話：+81-75-744-2531
交通方法： （a） 從叡山電鐵「出町柳」站出發，於「八瀬比叡山口站」下車, 

步行 5 分鐘往「八瀬站前」轉乘 19 號巴士，在「大原」
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b） 從JR「京都站」出發，乘搭17號巴士，在「大原」站下車，
步行 10 分鐘到達。

網址：http://www.sanzenin.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CyuptvkjWNS2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1. 叡山電鐵展望列車
叡電不僅將左京區與京都近郊的大原、鞍馬及貴船連
接起來，更能觀賞沿途的好風光。在秋季期間，「市
原站」至「二ノ瀬站」更會在夜間點燈，化身為一條
夜楓隧道。

入場費：  [ 大人 ] 210~420 円 、[ 小童 ] 110~210 円
開放時間： 
[ 紅葉特別平日 ]  https://eizandensha.co.jp/densya/daiya/time035/kirara035.pdf
[ 紅葉特別休日 ]  https://eizandensha.co.jp/densya/daiya/time035/kirara036.pdf
電話：+81-75-702-8111
交通方法：如前往「八瀬比叡山口站」需於「宝ケ池」站轉乘「叡山本線」
網址：https://eizandensha.co.jp/
Google Map：https://goo.gl/maps/jDYUppBqHvw

行程介紹 : 

http://www.sanzenin.or.jp/
https://goo.gl/maps/CyuptvkjWNS2
https://eizandensha.co.jp/densya/daiya/time035/kirara035.pdf
https://eizandensha.co.jp/densya/daiya/time035/kirara036.pdf
https://eizandensha.co.jp/
https://goo.gl/maps/jDYUppBqH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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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詩仙堂 
  詩仙堂深受喜愛傳統日式庭園造景的旅人歡迎，由數
個橢圖形的樹叢，加上背後楓葉的背景，這就是京都
空間設計的美學，美不單是外在的事物，還有那予人
靈光乍現的內涵。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一乘寺門口町 27 番地
入場費：500 円 
開放時間：09:00-17:00
電話：+81-75-781-2954
交通方法： 從叡山電鐵「出町柳」站出發，於「一乘寺」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網址：http://www.kyoto-shisendo.com/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44ab7K8wqAS22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3. 瑠璃光院
瑠璃光院現在只有在 11 月開放，是名乎其實的「楓
季限定」。在瑠璃光院書院的二樓觀賞著這名庭下的
楓葉，美得就像是一幅油畫，使人驚嘆。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上高野東山 55 番地
入場費：2,000 円 
開放時間：[11 月 ] 10:00-16:00 ( 關門時門：16:30)
電話：+81-75-781-4001
交通方法： （a） 從叡山電鐵「出町柳」站出發，於「八瀬比叡山口站」

下車，步行 5 分鐘到達；
  （b） 從 ( 大原 ) 巴士站出發，乘搭 19 號巴士，在「八瀬站前」

下車，步行 7 分鐘可到達。
網址：http://rurikoin.komyoji.com/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f1UUjZgY2x52

行程介紹 : 

http://www.kyoto-shisendo.com/
https://goo.gl/maps/44ab7K8wqAS2
https://goo.gl/maps/CyuptvkjWNS2
http://rurikoin.komyoji.com/
https://goo.gl/maps/f1UUjZgY2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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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永觀堂夜楓
  永觀堂屬於南禪寺的一部份，但是日夜的楓景卻截然
不同。無論是放生池，多寶座，以至於參道兩旁燈光
照射下的楓葉，都是旅人爭相拍照的對象。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區永觀堂町 48
入場費： [ 寺寶展 ] 1,000 円、[Light Up] 600 円、[ 其他時間 ] 600 円 
[ 秋の寺寶展 ]
開放時間： 11 月 6 日 -12 月 3 日 [ 寺寶展 ] 09:00-16:00 (17:00 關門 )
[Light Up] 17:30-20:30 (21:00 關 門 ) 平 日 時 間 09:00-16:00 
(17:00 關門 )
電話：+81-75-761-0007
交通方法： 京都市內地下鐵東西線「蹴上站」步行 15 分鐘到達
網址：http: / /www.eikando.or. jp/
Google Map:  ht tps: / /goo.gl /maps/BAjDHDNLUrk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5. 圓光寺
圓光寺的「十牛の庭」是不少日本著名攝影師取景的
對象。庭園內楓葉的顏色及層次皆十分豐富，配合竹
林和池塘，真的有如貴族的私人花園。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一乘寺小谷町十三番地
入場費：[ 成人 ] 500 円、[ 小童 ] 300 円 
開放時間：09:00-17:00
電話：+81-75-781-8025
交通方法： 從叡山電鐵「出町柳」站出發，於「一乘寺」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網址：http://www.enkouji.jp/
Google Map：https://goo.gl/maps/JKLUH2hA9N42

行程介紹 : 

http://www.eikando.or.jp/
https://goo.gl/maps/BAjDHDNLUrk
http://www.enkouji.jp/
https://goo.gl/maps/JKLUH2hA9N42


主要行程 : 
東福寺 , 清水寺及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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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時間

0700 早餐推薦

0800
西本願寺

景點

* 來源自 JNTO

* 來源自官網

0930 景點
東福寺

* 來源自 Tabelog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法式麵包、法式蛋糕：
BURDIGALA EXPRESS
地址 :  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塩小路下ル

東塩小路町（スバコ・JR 京都
伊勢丹 2F）

營業時間 : 07:00-23:00
電話 : +81-75-342-2316
消費：~ 999 円
網址 : http://www.burdigala.co.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Cx8asdQK7x32

http://www.burdigala.co.jp/
https://goo.gl/maps/Cx8asdQK7x32
https://goo.gl/maps/Cx8asdQK7x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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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130

1500
毘沙門堂

        鯖魚壽司 , 便當 , 和菓子： 
紫野和久傳 京都伊勢丹店

地址 :  下京區烏丸通塩小路下ル東塩小路町
（ジェイアール京都伊勢丹 B1F）

營業時間 : 10:00-20:00
電話 : +81-75-352-0345
消費 : 4,000-4,999 円
網址 :  http://www.wakuden.jp/tenpo-

kyoto/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hbMvraJvdZQ2

鯖魚壽司：

朽木旭屋ＪＲ京都伊勢丹店
地址： 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塩小路

下る東塩小路町 JR
營業時間 : 10:00-20:00
電話 : +81-75-354-8585
消費 : 2,000-2,999 円
網址 : http://www.asahiya.tv/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hbMvraJvdZQ2

午餐推薦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1300
醍醐寺

景點

* 來源自 Yasufumi Nishi / JNTO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 來源自 Tabelog

* 來源自 Tabelog

http://www.wakuden.jp/tenpo-kyoto/
http://www.wakuden.jp/tenpo-kyoto/
https://goo.gl/maps/hbMvraJvdZQ2
https://goo.gl/maps/hbMvraJvdZQ2
http://www.asahiya.tv/
https://goo.gl/maps/hbMvraJvdZQ2
https://goo.gl/maps/hbMvraJvdZ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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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730

2030

清水寺夜楓

 居酒屋：

 食堂 おがわ *
地址 :  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區西木屋町通

四条下ル船頭町 204 1F
營業時間 :  17:30-23:30 ( 星 期 三、 月

尾星期二休息 )
電話 : +81-75-351-6833
消費 : 6,000-7,999 円
網址 :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

A260201/26013892/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yM1MCH3Jeao

鰻魚料理：

祇をん う * 
地址 :  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南

側 570-120
營業時間 :  11:30-14:00、17:00-20:00
電話 : +81-075-551-9966
消費 : 4,000-4,999 円
網址 :  http://www.yagenbori.co.jp/

tenpo/u/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gyGYzAPFehJ2

1930晚餐推薦

全天行程結束

景點
* 來源自 JNTO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 Tabelog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 來源自 Tabelog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201/26013892/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201/26013892/
https://goo.gl/maps/yM1MCH3Jeao
https://goo.gl/maps/yM1MCH3Jeao
http://www.yagenbori.co.jp/tenpo/u/
http://www.yagenbori.co.jp/tenpo/u/
https://goo.gl/maps/gyGYzAPFehJ2
https://goo.gl/maps/gyGYzAPFeh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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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福寺
東福寺是京都賞楓者必到聖地，當中楓葉的盛和屢
次，都是云云寺院中最豐富的，無論是從臥雲橋還是
通天橋賞楓，東福寺都淹沒在火紅色的楓海中，打造
東福寺獨有的「楓火海」。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伏見區深草本寺山町 1-4
入場費：400 円 
開放時間：[11 月 -12 月初 ] 08:30-16:00 (16:30 關門 )
電話：+81-75-561-0087
交通方法： （a）JR 或京阪電車「東福寺」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b） 乘坐京都市內巴士 202 號，207 號，208 號「東福寺」

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網址：http://www.tofukuji.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Wbirup2BtqD2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1. 西本願寺
單看楓葉有點悶吧？為何不考慮看銀杏？西本願寺有
數棵超巨大的銀杏樹，若然天公造美，藍天白雲，配
合「元氣玉」銀杏，真的十分壯觀。

地址：京都市下京區堀川通花屋町下ル
入場費：全免
開放時間：[2015/11/01-2016/2/29] 05:30-17:00
電話：+81-075-371-5181
交通方法：JR「京都」站步行 10 分鐘抵達
網址：http://www.hongwanji.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aLjZC5EeRRn

行程介紹 : 

http://www.tofukuji.jp/
https://goo.gl/maps/Wbirup2BtqD2
http://www.hongwanji.or.jp/
https://goo.gl/maps/aLjZC5EeR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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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毘沙門堂
毘沙門堂離市中心有點遠，但慕名而來的旅人也有不
少。在這裡賞的並不是樹上艷紅的楓葉，而是舖滿整
個參道的落葉。腳踏深紅的楓葉地毯，彷彿就像走進
了屬於楓葉的國度。

地址：京都市山科區安朱稻荷山町 18
入場費：[ 室內 ] 500 円 
開放時間：08:30-17:00
電話：+81-75-581-0328
交通方法：JR 或京阪電車或京都市內地下鐵「醍醐」站下車，步行 20 分
鐘到達
網址：http://bishamon.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Bpav1YnRyJ92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3. 醍醐寺
醍醐內的牟天池和牟天堂組成另一幅美色的圖畫。楓
葉鮮豔的顏色，配合池中麟天堂模糊的倒影，營造了
夢幻的感覺，使旅人宛如參與在一個派對當中。

地址：京都市伏見區醍醐東大路町 22
入場費：600 円 
開放時間：09:00-17:00
電話：+81-75-571-0002
交通方法：（a）京都市內地下鐵「醍醐」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b） 乘坐京阪巴士「山科急行線」，在醍醐寺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到達
網址：https://www.daigoji.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bbPnMdG2HxT2

行程介紹 : 

http://bishamon.or.jp/
https://goo.gl/maps/Bpav1YnRyJ92
https://www.daigoji.or.jp/
https://goo.gl/maps/bbPnMdG2HxT2


5. 清水寺
清水寺已成為旅人影相打卡的必到之地 , 沿著二、三
年坡，穿著浴衣前往清水寺賞楓的人駱驛不絕。在楓
季的夜晚，清水寺就像一個舞台，旅人就是粉絲們，
為著那由歷史和大自然共同建造的舞台歡呼。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清水 1 丁目 294
入場費：300 円
開放時間： [2015/11/14-2015/12/6] 6:00-17:30、[ 秋 季 夜 間 特 別 參 拜 ] 

18:00-21:00
電話：+81-75-551-1234
交通方法：  JR 京都站乘搭京都市內巴士 100 號、206 號，在「五条坂」

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抵達。
網址：http://www.kiyomizudera.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QXJzp8aDN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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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行程介紹 : 

http://www.kiyomizudera.or.jp/
https://goo.gl/maps/QXJzp8aDNNv


主要行程 : 
保津峽、嵐山、嵯京福電
車、北野天滿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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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時間

0700

0800

1200

早餐推薦

景點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 JNTO

1000
保津川遊船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鍬山神社

渡月橋

建議旅人在住宿或車站附近
預先購買或享用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1400
景點

* 來源自 Y.Shimizu / JNTO

1700
京福電車

交通京都路面唯一的電車，
連接嵯峨野及北區

25

時間

常寂光寺

1300
 豆腐料理：

 松籟庵 *
地址 : 京都府區嵯峨龜ノ尾町官有地内
營業時間 :  [ 一 至 四 ] 11:00-17:00 [ 五

至日 / 假日 ] 11:00-20:00
電話 : +81-75-861-0123
消費 : 4,000 円 ~ 7,999 円
網址 : http://www.shoraian.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i9ogWzGN2Tn

鰻魚料理：

うなぎ屋 廣川 * 
地址 :  京都市右京區嵯峨天龍寺北造

路町 44-1（天龍寺斜め向かい）
營業時間 :  11:30-14:30、17:00-20:00 

( 星期一休息 )
電話 : +81-75-871-5226
消費 : 3,000 円 -3,999 円
網址 :  http://unagi-hirokawa.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Z6wwxPqxn1w

午餐推薦

* 來源自 Tabelog

1530
天龍寺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 JNTO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 來源自 Tabelog

http://www.shoraian.jp/
https://goo.gl/maps/i9ogWzGN2Tn
https://goo.gl/maps/i9ogWzGN2Tn
http://unagi-hirokawa.jp/
https://goo.gl/maps/Z6wwxPqxn1w
https://goo.gl/maps/Z6wwxPqxn1w


26

時間
1730

1930

北野天滿
宮夜楓

 燒肉：

 江畑 *
地址 :  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六軒町通下

ル長者町東側四番町 148-1
營業時間 : 17:00-22:00 ( 星期三休息 )
電話 : +81-75-463-8739
消費 : 4,000 円 -4,999 円
網址 :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

A260501/26001035/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yHccSYzCW3y

Café：

さらさ西陣 
地址 :  京都府京都市北區紫野東藤ノ森

町 11-1 離樂庵 WOODINN 1F
營業時間 : 12:00-23:00 ( 星期三休息 )
電話 : +81-075-432-5075
消費 : ~1,000-1,999 円
網址 : http://sarasan2.exblog.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

KAAx7vBmALx

晚餐推薦

景點
* 來源自官網

* 來源自 Tabelog

2100
船岡溫泉

錢湯

* 來源自官網2200
全天行程結束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 來源自 Tabelog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501/26001035/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501/26001035/
https://goo.gl/maps/yHccSYzCW3y
https://goo.gl/maps/yHccSYzCW3y
http://sarasan2.exblog.jp/
https://goo.gl/maps/KAAx7vBmALx
https://goo.gl/maps/KAAx7vBmA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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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2. 保津川遊船
究竟用甚麼方式觀賞嵐山楓葉最美呢？本人推薦保津
川遊船。在龜岡的乘船場出發，沿著保津川而下，兩
小時的船程，一幕幕壯觀的嵐山楓葉景近距離地呈現
在眼前，真的美得不能想像。

費用：[ 成人 ] 4,100 円、[ 小童 ] 2,700 円
船期： [ 定期船 ] 9:00、10:00、11:00、12:00、13:00、14:00、5:30
電話：+81-771-22-5846
交通方法： （a） JR「龜岡」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後抵達；
  （b） 嵯峨野小火車「龜岡」站下車，乘搭接駁巴士抵達
網址： http://www.hozugawakudari.jp/cn/tickets-cn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eKeLLsXsmpn

1. 鍬山神社
假如你不想遇到賞楓的人潮，位於龜岡的鍬山神山是
一個很好的選擇。這裡不單楓葉，還有銀杏，配合神
社內不同的特式建築，絕對是拍楓葉照片的好地方。

地址：京都府龜岡市上矢田町上垣內 22-2
入場費：全免
開放時間：自由參觀
電話：+81-771-22-1023
交通方法：JR「龜岡」站下車，轉乘龜岡市社區巴士，在「鍬山神社前」下車
網址：http://www.kuwayama-jinjya.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cQyWq1u2VZ42

行程介紹 : 

http://www.hozugawakudari.jp/cn/tickets-cn
https://goo.gl/maps/eKeLLsXsmpn
http://www.kuwayama-jinjya.jp/
https://goo.gl/maps/cQyWq1u2VZ42


28

京都三日兩夜
紅葉深度遊

4. 常寂光寺
常寂光寺依山而建，遊客只要往上走，還能看見紅葉
襯托下的嵯峨野。這裡不單有漫山遍野的楓葉，還有
一棵高大的銀杏，不讓楓紅專美。

地址：京都市右京區嵯峨小倉山小倉町 3
入場費：09:00-17:00
開放時間：400 円
電話：+81-75-861-0435
交通方法： （a）從 JR「嵯峨嵐山」站出發，步行 15 分鐘抵達；
  （b）從京福電車「嵐山」站出發，步行 20 分鐘抵達；
  （c）從阪急「嵐山」站出發，步行 30 分鐘抵達
網址：http://www.jojakko-ji.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GRTMWiAxkpR2

3. 渡月橋
廣闊的桂川及在山坡上層次豐富的楓葉，是嵐山最有
代表性的秋景，旅人可選擇步行及乘座遊船賞楓，難
怪自平安時代以來，嵐山一直是日本人郊遊的樂土。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
入場費：全免
開放時間：自由參觀
電話：+81-75-861-1101
交通方法： （a）從 JR「嵯峨嵐山」站出發，步行 10 分鐘到達；
  （b）從京福電車「嵐山」站出發，步行 5 分鐘到達；
  （c）從阪急「嵐山」站出發，步行 5 分鐘到達
網址：http://flyagain.la/0fyl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qFkhFw3SVMT2

行程介紹 : 

http://www.jojakko-ji.or.jp/
https://goo.gl/maps/GRTMWiAxkpR2
http://flyagain.la/0fyl
https://goo.gl/maps/qFkhFw3SVM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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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深度遊

6. 北野天滿宮
北野天滿宮「御土居」的鶯橋和遍佈楓葉的參道，營
造了眼前浪漫的楓景。門票的費用更包括享用茶室和
菓子及熱茶，更感溫暖。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馬喰町
入場費：全免
開放時間：[10 月 -3 月 ] 05:30-17:30
電話：+81-75-461-0005
交通方法： （a）從 JR「京都」車站乘搭京都市內巴士 50 號、101 號；
  （b）從京福電車「白梅町」出發，步行 5 分鐘到達
  （c） 京都地下鐵今出川站出發，乘搭京都市內巴士 51 號、

102 號、203 號到達北野天滿宮
網址：http://kitanotenmangu.or.jp/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urjrsQVPu3D2

5. 天龍寺
天龍寺的曹源池是擁有悠久歷史的著名庭園，深受熱
愛借景式庭園的旅人喜愛。池中楓紅倒影的主景，配
合龜山楓葉的借景，意境深長。

地址： 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區嵯峨天龍寺芒ノ馬場町 天龍寺
入場費：500 円
開放時間： 08:30-17:30 ( 關門 17:30)  * 10 月 21 日至 3 月 20 日 17:00 關門
電話：+81-075-881-1235
交通方法： （a）  從 JR「嵯峨嵐山」站出發，步行 15 分鐘到達；
  （b） 從京福電車「嵐山」站出發，步行 5 分鐘到達；
網址：http://www.tenryuji.com/cn/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g7rzbpBkE1x

行程介紹 : 

http://kitanotenmangu.or.jp/
https://goo.gl/maps/urjrsQVPu3D2
http://www.tenryuji.com/cn/
https://goo.gl/maps/g7rzbpBkE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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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船岡溫泉
船岡溫泉是一間有九十多年歷史的錢湯。這錢湯成為
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份。在晚上，會有不少的當地人
會前來泡湯。旅人前來泡湯，獲得的不純粹泡湯的治
癒，更是體驗最地道的本地人的生活。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北區紫野南舟岡町 82-1
入場費：[ 成人 ] 430 円、[ 小童 ] 60-150 円
開放時間：[ 平日 ]08:00-25:00、[ 星期日、假日 ]15:00-25:00
電話：+81-75-441-3735
交通方法：乘坐京都市營地下鐵烏丸線，於「鞍馬口站」下車後行約 20 分鐘到達。
網址：http://funaokaonsen.info/en/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ZUCyiaP3dXN2

行程介紹 : 

http://funaokaonsen.info/en/
https://goo.gl/maps/ZUCyiaP3dX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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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
抱佛腳

神道教及佛教學者徒步
導賞之旅

適逢 11 月下旬是賞楓旺季，京都許
多寺院都是賞楓聖地，這個以「佛
學」為主題的半日團就可以一舉兩
得，不但可以了解日本佛教的歷史、
體驗參拜儀式，更可以參觀到八坂
神社、清水寺、建仁寺的紅葉，快
來展開不一樣的賞楓之旅！
行程需時：3 小時
出發時間：13:00
網址 :  http://flyagain.la/ekjz

日式園林及盆栽
導賞之旅

日本的園林依循宗教、自然與人的關
係創造，背後蘊含哲學思想，每一
棵樹生長的位置都有意思，想了解
箇中含意？那就不要錯過這個以「日
式園林及盆栽」為主題的半日導賞
團，深度遊京都！在紅葉期參觀被
染紅的庭園，感覺更有詩意！
行程需時：3 小時
出發時間：09:00
網址 : http://flyagain.la/2jt3

機票太便宜，買完機票就立刻出發，來不及
定行程？一系列的半日團可供參考！各位可
以根據興趣，參加不同的半日團，一邊旅遊，

一邊聽導遊講解京都的歷史，又可以參與一些文化體驗活動。最重
要的，完全不用自己事先計劃行程，最適合忙碌的台灣遊客了！

京都半日團加減看

http://flyagain.la/ekjz
http://flyagain.la/2j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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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要選哪道
京都篇

來到京都，大家都會趁機品嘗一下正宗的懷石料理，不過除了傳統和食外，京

都還匯聚不少名品食店，高、中、低檔都絕對為你的舌頭帶來最高的味覺體驗！

低（2,000 円以下）
便宜的價錢 極品的味覺享受

嘯月（分數：4.43）

京都第一和菓子店
來到京都，當然不得不嚐素有「第一
和菓子店」稱譽的嘯月。店鋪採用完
全預約製，並且不設內用座位，大家
要提早致電預約，才可以將和菓子帶
走。 嘯月每季推出的和菓子都會配合
時令食材，香濃的餡料配上精緻的外
型，感覺就像一件件的藝術品。

地址： 京都市北區紫野上柳町 6
電話：+81-75-491-2464
預算：2,000 円
營業時間：09:00-17:00
休息日： 逢星期日、公眾

假期
網址： http:// tabelog.com/kyoto/

A2601/A260503/26001672/

俺のラーメン　
あっぱれ屋（分數：4.29）

 限時 3 小時の美味
藏於鄉村的極品拉麵店，店內主打
豚骨魚介湯麵和每日限量 20 碗的沾
麵。手打的麵彈牙可口，每日供應量
少而且選用新鮮的材料，即使開在偏
僻地方都吸引前住朝聖的人龍，有時
間去京都絕對要試試！

地址： 京都府城暘市奈島下
小路 11

預算：999 円
營業時間：11:30-14:30 
休息日：星期日、公眾假期、每月第
四個星期六 （出發前請查看官方網站）
休息日：逢星期日、公眾假期
網址：http://ameblo.jp/appare1/

Tabelog 京都 12 間高 CP 值美食餐廳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503/26001672/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503/26001672/
http://ameblo.jp/appare1/
https://goo.gl/maps/oG7gSK6JL1L2
https://goo.gl/maps/UjB3iLSF2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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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2,000 円以下）
便宜的價錢 極品的味覺享受

かね井（分數：4.08）

米其林一星蕎麥麵
軟硬適中的蕎麥麵，配上即食即磨的
芥末，蕎麥麵清清涼涼的口感配上辛
辣的味道，感覺就像在味蕾上起舞。

地址： 京都市北區 紫野
東藤之森町 11-1

電話：+81-75-441-8283
預算：1,000 円 - 1,999 円
營業時間： 11:30-14:30 ／ 17:00-

19:00 
休息日：星期一
網址： http://tabelog.com/en/kyoto/

A2601/A260503/26001676/

山元麺蔵（分數：4.01）

 京都第一烏龍麵
在 2006 年才開業的山元麺蔵，一開
業就以爽口彈牙的烏龍麵俘虜京都
人的心，店內所出品的烏龍麵不只
Ｑ彈可口，而且湯汁用料十足，讓
人一試成主顧！

地址： 京都市左京區岡
崎南禦所町 34

電話：+81-75-751-0677
預算：1,000 円 - 1,999 円
營業時間：[星期一、二、五、六、日、
假日 ] 11:00-18:00
 [ 星期三 ] 11:00-14:30
休息日： 星期四、每月第四個星期

三、假期翌日
網址： http://yamamotomenzou.blog.

shinobi.jp/

Tabelog 京都 12 間高分美食店

http://tabelog.com/en/kyoto/A2601/A260503/26001676/
http://tabelog.com/en/kyoto/A2601/A260503/26001676/
http://yamamotomenzou.blog.shinobi.jp/
http://yamamotomenzou.blog.shinobi.jp/
https://goo.gl/maps/fQ4tRoqsKJT2
https://goo.gl/maps/A8peyYsZd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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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なぎ屋 廣川（分數：4）

不可不嚐的鰻魚玉子燒
作為在開店前已經吸引大家排隊的鰻
魚飯名店，うなぎ屋 廣川以炭火烤
鰻魚，配上可口醬汁和有咬口的日本
米，齒頰留香！還有鰻魚玉子燒，也
是必點的菜單呢！

地址： 京都市右京區嵯峨天
龍寺北造路町 44-1

電話：+81-75-871-5226
預算：3,000-3,999 円
營業時間：11:30-14:30/17:00-20:00
休息日：星期一
網址：http://unagi-hirokawa.jp/

とんかつ山本（分數：3.66）

女士也大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可能是減肥中的女士們望而生畏
的菜單，不過とんかつ山本的招牌里肌
肉就可以省卻她們的煩惱，因為這部位
的肉，油脂比較少，肉質也較為鮮甜，
是老闆極力推薦的招牌菜單啊！

地址： 京都市中京區新烏丸通二条上ル
電話：+81-75-231-4495
預算：1,000-3,999 円
營業時間：
11:30-13:30/17:00-22:00
休息日：星期日
網址： http:/ / tabelog.com/kyoto/

A2601/A260202/26006075/

中（2,001- 5,000 円）
不傷荷包 品嘗京都傳統味道

Tabelog 京都 12 間高分美食店

http://unagi-hirokawa.jp/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202/26006075/
http://tabelog.com/kyoto/A2601/A260202/26006075/
https://goo.gl/maps/85WWor5viRU2
https://goo.gl/maps/pcj9rsoX5uJ2


串たなか（分數：3.71）

特別口味的炸串名品
位於京都市中京區的串たなか採用一
方通行的上菜模式，店主為你準備
20 種不同的炸串持續出菜，客人可
一直吃到飽，直到吃不下喊 Stop 為
止！除了肉汁鮮嫩的肉類外，還有炸
銀杏、炸蘋果、炸柿子等特別菜單，
到京都的各位不妨一試！

地址： 京都市中京區錦小
路通烏汍西入ル下
ル佔齣山町 310-10

電話： +050-5869-1115 ( 預 約 電 話 ) 
+075-222-0054 ( 查詢熱線 )

預算：2,000-4,999 円
營業時間：17:30-22:30
休息日： 星期一、星期二（不定期休）
網址：http://www.kushitana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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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籟庵（分數：3.7）

豆腐の N 種食法
來到京都，不得不吃用清澈水質製成
的豆腐製品。松籟庵供應美觀的豆腐
懷石料理，有湯豆腐、炸豆腐、鹽豆
腐、豆腐雪糕等不同的豆腐料理，讓
你置身在和室內品嘗豆腐的鮮味。

地址： 京都市右京區嵯峨
龜之尾町官有地

電話： +81-50-5869-2083
（預約電話）

預算：4,000-4,900 円
營 業 時 間： [ 星 期 一 至 四 ] 11:00-
17:00、  [ 星期五、六、日及公眾假

期 ] 11:00-20:00
休息日：年末及新年假期
網址：http://www.shoraian.jp/

中（2,001- 5,000 円）
不傷荷包 品嘗京都傳統味道

Tabelog 京都 12 間高分美食店

http://www.kushitanaka.com/
http://www.shoraian.jp/
https://goo.gl/maps/kCKDr8xsV6J2
https://goo.gl/maps/yVFwbnJjVeM2


旬席 鈴江（分數：4.52）

京都 No.1 懷石料理
來到京都，不得不嚐一下正宗的懷石
料理，於 Tabelog 第一高分的「旬席 
鈴江」是大家的好選擇！精選高檔的
用料，精緻如藝術品的擺盤，加上於
寧靜和室用餐環境，讓你感到「吃」
也是一件無比認真的事。

地址： 左京區岡崎神宮道
仁王門白川南入ル

電話：+81-75-771-7777
預算：30,000 円以上
營業時間：17:00-20:00
網址： http://tabelog.com/en/kyoto/

A2601/A260301/26014309/

荒川 肉料理（分數：4.06）

極品和牛の美味
位於中京區的荒川肉料理店面不大，
菜單上也單一的只有「牛」。這裡供
應不同部位的牛肉，不僅可以燒，更
可以生食，無論是味道與口感都一流！

地址： 京都市中京區西木
屋町通四條上る紙
屋町 372-4

電話：+81-75-231-1050
預算：5,000-5,999 円
營業時間：17:00-23:00
休息日：星期三
網址：http://arakawa.kyo2.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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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5,001 円以上）
高檔奢華的日式享受

Tabelog 京都 12 間高分美食店

http://tabelog.com/en/kyoto/A2601/A260301/26014309/
http://tabelog.com/en/kyoto/A2601/A260301/26014309/
http://arakawa.kyo2.jp/
https://goo.gl/maps/5dBFpNuhDcm
https://goo.gl/maps/3k8rCdVafZL2


隆兵そば （分數：3.89）

賞楓後必食！
在賞楓地點桂離宮附近的隆兵そば也
是京都著名的食店之一，他們所出品
的蕎麥麵使用清澈的井水製作，口感
清香特別，還有配合時令的蔬菜。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西京
區桂淺原町 157
電話：+81-75-393-7130
預算：3,000-9,999 円
營業時間：11:00-14:00/17:30-19:00
休息日： 星期三、每月第 3 個星期二、

每月 18 日
網址： http://www.ryuhei-soba.jp/

鳥彌三（分數：3.86）

坂本龍馬也迷上的美味
創業於 1788 年的鳥彌三是日本歷史
名人坂本龍馬喜歡的食店，店內所烹
調的雞料理，將一隻雞的精華發揮到
極至，由嫩口的雞肉，到最後用雞汁
熬成的雞粥，配上天然海鹽與少量調
味料，味道一流！

地址： 京都府京都市下
京區西石垣通四
條下ル齊藤町 136

電話：+81-75-351-0555
預算：15,000-19,999 円
營業時間：11:30-22:00
休息日：不定期休
網址： http://r.gnavi.co.jp/kakg600/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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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5,001 円以上）
高檔奢華的日式享受

Tabelog 京都 12 間高分美食店

http://www.ryuhei-soba.jp/
http://r.gnavi.co.jp/kakg600/premium/
http://r.gnavi.co.jp/kakg600/premium/
https://goo.gl/maps/EAotPgFQGHt
https://goo.gl/maps/He2bfzWdx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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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楓
便利貼

天氣 
京都在賞楓期內，氣溫平均只有十多度，日夜溫差較大，出門
要多帶一件外套之餘，還要注意會否下雨，養成每天上日本
氣象協會查看天氣的良好習慣！（日本氣象協會：http://www.
tenki.jp/live/6/29/47759.html）

日照時間
 入秋開始，日照的時間也會相對縮短，為了看楓葉，大家不妨
早一點出門，同時也要注意在各景點的開放時間。

靈活計劃行程
建議大家規劃行程時，可以分區遊覽，以免景點與景點次間相
隔太遠，以致用更多的交通時間。當然碰上賞楓旺季，著名的
景點當然會擠滿遊客，除了硬著頭皮上之外，就只可以在平日
時間前往，至少可避開本地遊客。

碰得上紅葉嗎？ 
出門前多做功課，留意一下紅葉情報！
（ 京 都 市 觀 光 協 會 紅 葉 情 報 2015： www.kyokanko.or.jp/
momiji2015.html）

陳奕迅都唱過，「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 」。雖然已經規
劃好行程，但去到實際情況，可能會出現變數，最後有幾個賞楓小撇
步，讓大家加減參考，不怕旅途掃興！

絕佳賞楓時間
每年京都的絕佳賞楓期為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雖然今年天
氣轉寒得較慢，大家千萬不要在 12 月中旬才出遊，還是盡量
安排在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吧！

http://www.tenki.jp/live/6/29/47759.html
http://www.tenki.jp/live/6/29/47759.html
www.kyokanko.or.jp/momiji2015.html
www.kyokanko.or.jp/momiji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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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楓
便利貼

文化體驗
 如何增添賞楓的興致？大家不妨換上和服，遊走在各寺院間，留下一個
特別回憶！以下的和服租借店，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參考一下：

京都レンタル着物 first
レンタル着物 first 在祗園、清水寺都有分店，距離這
兩個景點只有 10 分鐘路程。店內有多種和服供大家
選擇，而且髮型更有 100 種以上，總有一款適合你！
而且大家更可以租借至晚上 9 時才歸還，可以讓大家
慢慢拍照，非常少見！
網址：http://www.first-kimono.com/ （建議先預約）

祇園店
地址： 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 281-1 祇園ファース

トビル 5F
電話：+81-075-531-8207

清水店
地址：京都市東山區東大路通松原上ル辰巳町 102
電話：+81-075-531-8217

祇園四条店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祇園町南側 585 森田ビル 2F
電話：+81-075-531-8227

http://www.first-kimono.com/
https://goo.gl/maps/vv3Fa16b7w22
https://goo.gl/maps/ovxUGwfLM522
https://goo.gl/maps/QLSs5sY2Tr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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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紅葉
拍攝技巧 

秋風一起，台灣人不安份的靈魂又蠢蠢欲動，是要去
日本還是韓國影紅葉比較好？ 這個答案留給你去發
掘！但是攝影這門手藝易學難精，要拍攝一張漂亮的
紅葉照片，其實不簡單！以下傳授幾個重點，希望可
以幫到準備去秋遊的朋友！

1 . 注意光線和顏色配搭
通常最美麗的紅葉，都是被太陽光照射，在逆光之下被照亮的紅葉。
所以最好把鏡頭「對著太陽幹」, 紅葉才會顯得更有生命力。
另外跟穿衣一樣，拍紅葉最好有層次。千萬不要只拍紅色，最好找其他背
景顏色襯托一下，令紅葉更加突出。

作者：Raven

攝
影



簡單紅葉
拍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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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注意光線和顏色配搭
由於葉子一般生得很高，很難把人放在
一起拍。建議找比較短的樹拍攝。
亦可選擇把相機調至低角度，向上 45
度角拍攝，然後人就彎腰面向鏡頭。
另外，雖然很老土，但抓起地上紅葉往
空中拋，通常都有不錯效果。



簡單紅葉
拍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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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器材選擇
紅葉有很多種拍攝手法，視乎你想表達
什麼。廣角鏡可以拍攝到一片紅海那份
壯觀，微距鏡可以表現紅葉紋理，大光
園可以拍到 MOODY SHOT。
但如果閣下是新手，我建議帶備一支長
鏡，因為很多紅葉都是在樹上面，離你
很遠。有長鏡或是大倍率 ZOOM 鏡，可
以有效地把景物拍下來。
另外，長鏡亦可以增加壓縮感，影長街
會非常好看。

4 . 注意配角
除了要注意紅葉這位主角，拍攝
時亦要留意附近有沒有小動物。
這些配角很多時都可以將你照片
整體意境，提升到一個比較高的
層次！

篇幅有限，今次先聊這麼多，有問題歡迎去我 FB PAGE 及 Instagram 交流一下，
希望大家秋遊快樂 ;)

旅 遊 攝 影 師 R a v e n
FB page: facebook.com/raven7215

IG: instagram.com/night_r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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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旅行
日文教室

問候篇
日文 中文 發音

こんにちは 你好 按此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按此

お尋ねしたいのですが 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按此

私はホンコンから来ました 我從香港來的。 按此

購物篇
日文 中文 發音

ここで OO は売っていますか？ 這裡有賣 OO 嗎？ 按此

まけてください 可以算便宜一點嗎？ 按此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這個多少錢 按此

これは免税で買えますか？ 這個可以不用付稅嗎？ 按此

これを試着できますか？ 可以試穿嗎？ 按此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3%E3%82%93%E3%81%AB%E3%81%A1%E3%81%A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82%E3%82%8A%E3%81%8C%E3%81%A8%E3%81%86%E3%81%94%E3%81%96%E3%81%84%E3%81%BE%E3%81%99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8A%E5%B0%8B%E3%81%AD%E3%81%97%E3%81%9F%E3%81%84%E3%81%AE%E3%81%A7%E3%81%99%E3%81%8C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7%A7%81%E3%81%AF%E3%83%9B%E3%83%B3%E3%82%B3%E3%83%B3%E3%81%8B%E3%82%89%E6%9D%A5%E3%81%BE%E3%81%97%E3%81%9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3%E3%81%93%E3%81%A7%20OO%20%E3%81%AF%E5%A3%B2%E3%81%A3%E3%81%A6%E3%81%84%E3%81%BE%E3%81%99%E3%81%8B%EF%BC%9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BE%E3%81%91%E3%81%A6%E3%81%8F%E3%81%A0%E3%81%95%E3%81%84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3%E3%82%8C%E3%81%AF%E3%81%84%E3%81%8F%E3%82%89%E3%81%A7%E3%81%99%E3%81%8B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3%E3%82%8C%E3%81%AF%E5%85%8D%E7%A8%8E%E3%81%A7%E8%B2%B7%E3%81%88%E3%81%BE%E3%81%99%E3%81%8B%EF%BC%9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3%E3%82%8C%E3%82%92%E8%A9%A6%E7%9D%80%E3%81%A7%E3%81%8D%E3%81%BE%E3%81%99%E3%81%8B


住宿篇
日文 中文 發音

予約してあります（名前）です。チェ
ックインを お願いします。

我是有預約的（姓名），
我要 Check In。 按此

予約してないのですが、今晩（人々の
数）人用の部屋はありますか？

我沒有事先預約，今晚
還有（數量）人房嗎？ 按此

このあたりにお勧めのレストランはあ
りますか？

在這附近有哪家餐廳
你們比較推薦？ 按此

すぐに出かけたいので荷物を預かって
ください。

我馬上就要出門，行李
可以先寄放在這邊嗎？ 按此

予約をキャンセルしたいのですが。 我想取消預約 按此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で支払えますか。 可以用信用卡付帳嗎 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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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旅行
日文教室

問路篇
日文 中文 發音

清水寺 へはどう行けばよいですか？ 清水寺怎麼去 按此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4%BA%88%E7%B4%84%E3%81%97%E3%81%A6%E3%81%82%E3%82%8A%E3%81%BE%E3%81%99%EF%BC%88%E5%90%8D%E5%89%8D%EF%BC%89%E3%81%A7%E3%81%99%E3%80%82%E3%83%81%E3%82%A7%E3%83%83%E3%82%AF%E3%82%A4%E3%83%B3%E3%82%92%20%E3%81%8A%E9%A1%98%E3%81%84%E3%81%97%E3%81%BE%E3%81%99%E3%80%82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4%BA%88%E7%B4%84%E3%81%97%E3%81%A6%E3%81%AA%E3%81%84%E3%81%AE%E3%81%A7%E3%81%99%E3%81%8C%E3%80%81%E4%BB%8A%E6%99%A9%EF%BC%88%E4%BA%BA%E3%80%85%E3%81%AE%E6%95%B0%EF%BC%89%E4%BA%BA%E7%94%A8%E3%81%AE%E9%83%A8%E5%B1%8B%E3%81%AF%E3%81%82%E3%82%8A%E3%81%BE%E3%81%99%E3%81%8B%EF%BC%9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3%E3%81%AE%E3%81%82%E3%81%9F%E3%82%8A%E3%81%AB%E3%81%8A%E5%8B%A7%E3%82%81%E3%81%AE%E3%83%AC%E3%82%B9%E3%83%88%E3%83%A9%E3%83%B3%E3%81%AF%E3%81%82%E3%82%8A%E3%81%BE%E3%81%99%E3%81%8B%EF%BC%9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1%99%E3%81%90%E3%81%AB%E5%87%BA%E3%81%8B%E3%81%91%E3%81%9F%E3%81%84%E3%81%AE%E3%81%A7%E8%8D%B7%E7%89%A9%E3%82%92%E9%A0%90%E3%81%8B%E3%81%A3%E3%81%A6%E3%81%8F%E3%81%A0%E3%81%95%E3%81%84%E3%80%82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4%BA%88%E7%B4%84%E3%82%92%E3%82%AD%E3%83%A3%E3%83%B3%E3%82%BB%E3%83%AB%E3%81%97%E3%81%9F%E3%81%84%E3%81%AE%E3%81%A7%E3%81%99%E3%81%8C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3%82%AF%E3%83%AC%E3%82%B8%E3%83%83%E3%83%88%E3%82%AB%E3%83%BC%E3%83%89%E3%81%A7%E6%94%AF%E6%89%95%E3%81%88%E3%81%BE%E3%81%99%E3%81%8B
https://translate.google.com.hk/?hl=zh-TW#ja/zh-TW/%E6%B8%85%E6%B0%B4%E5%AF%BA%20%E3%81%B8%E3%81%AF%E3%81%A9%E3%81%86%E8%A1%8C%E3%81%91%E3%81%B0%E3%82%88%E3%81%84%E3%81%A7%E3%81%99%E3%81%8B%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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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旅行
日文教室

目的地
日文 中文

博物館 博物館　

映画館 電影院

ホテル 飯店 

公衆電話 公共電話

観光案内所 觀光諮詢處　

交番 派出所　

銀行 銀行　

デパート 百貨公司　

ショップ 便利商店

電気屋 動畫店

免税店 免稅店　

本屋 書店　

インターネット
カフェ 網路咖啡店　

コンビニエンス ･ 
ストア 超級市場

郵便局 郵局

日文 中文

駅 車站　 

館旅 旅館　

バス停 公車亭　 

繁華街 市區　

タクシー乗り場 計程車乘車處

ユースホステル 青年旅社　

トイレ 洗手間　

病院 醫院　

アニメショップ 卡拉 OK

カラオケボックス 美容院

食料品店 食品店　

土産物屋 土產店　

薬局 藥局　

スーパーマーケ
ット 電器行

レンタカー 租車處

參考資料：日本國家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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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
聯絡電話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服務專線 +886-800-085-095

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81-90-879-44568 & 
+81-90-270-68277

東京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81-90-7234-3152

警察局 110
遺失物品 +03 3814 4151( 日語 )

一般問詢 +03 3501 0110 ( 日語 / 英語 )
+03 3503 8484 ( 英語 )

火警、救護車 119
警察局英語熱線 3501 0110 ( 英語 )
醫院問詢 +03 5285 8181 
日本救助熱線 +0120 461 997 
日常生活咨詢服務熱線 +045 671 7209 ( 日語 / 英語 )
電話號碼查詢 104

東京 +03 3201 3331 
京都 +075 371 5649 
成田 ( 第二旅客候機大樓 ) +0476 34 5877 
成田 ( 第一旅客候機大樓 ) +0476 30 3383 
關西 +072 456 6025 

英語旅遊詢問電話 +03 3201 3331 
京都 +075 371 5649 

日本當地機構緊急聯絡電話

旅遊服務中心 (TIC) 熱線

英語旅遊詢問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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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
聯絡電話

航班查詢

羽田機場 +03 5757 8111 ( 日語 / 英語 )
成田機場 +0476 34 8000 ( 日語 / 英語 )
關西機場 +0724 55 2500 ( 日語 / 英語 )
JR 東日本問
詢線

+03 3423 0111
( 日語 / 英語 / 中國語 / 韓國語 )

遺失物品

營團地鐵 +03 3834 5577 ( 日語 )
JR +03 3231 1880 ( 日語 )
出租汽車 +03 3648 0300 ( 日語 )
都營巴士 / 地鐵 +03 3812 2011 ( 日語 / 英語 )

道路交通信息
全國統一電話 +050 3369 6600 ( 日語 )
高速公路 +03 3506 0111 ( 日語 )

東京 METRO 遊客中心 +03 3941 2004 

VISA 卡國際組織全球免費電
話 1-303-967-1090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全球免費電
話 1-636-722-7111

日本銀聯服務熱線 0034-800-800287

交通查詢熱線

信用卡日本／國際支援熱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