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天紀伊半島自駕遊の旅 

紀伊半島為日本本州中部向南（太平洋側）突出的一個半島，是日本最大的半島。名稱來源於古代
的令制國紀伊國。廣義的範圍是愛知縣西部(名古屋市西南部、飛島村、彌富市和蟹江町)、三重縣
（員辨市北部和桑名市北部除外）、奈良縣、和歌山縣、大阪府中部以南(大阪市、東大阪市以
南）。狹義的範圍是紀之川和櫛田川連接而成的中央構造線以南地區，包括三重縣的伊勢志摩以
南、奈良縣吉野地方和整個的和歌山縣。 

D01: 出發地 –関西國際空港 – 機場取車– (1hr, 52km)黑潮市場(漁市場)– (25mins, 10km)和

歌山城 & 紅葉渓庭園 – 紀三井寺(行上 231階石梯，可一覽和歌浦灣)- 不老橋 -  - 市內酒店 

Hotel: 和歌山アーバンホテル 或同級  

Website: https://w-urbanhotel.com/  

Room Type: Western Room, with breakfasts  

黑潮市場 

https://w-urbanhotel.com/


和歌山城 

紅葉渓庭園 



D02: 酒店早餐–(2hr15mins, 139km)橋杭岩 – (45mins, 35km)那智瀑布(日本三大瀑布之一/世

界遺產) – 熊野那智大社(世界遺產)  – 青岸渡寺(世界遺產) - 青岸渡寺三重塔 – 大門坂 (世

界遺產) – (1hr, 43km)熊野市內購物中心 – 入住溫泉酒店 – 酒店晚餐 

Hotel: 熊野の宿 海ひかり  

Website: http://www.hotel-nami.com/  

Room Type: Japanese / Western Style Room, with breakfasts and dinners  

***Japanese Style Room (With toilet, but bathroom is located in the public spa) 

***Western Style Room (With toilet and bathroom) 

橋杭岩 

http://www.hotel-nami.com/


那智瀑布 

青岸渡寺 



熊野速玉大社 

D03: 酒店早餐–熊野速玉大社(世界遺產) – 瀞峡(可坐小船) – 木津呂(日本秘境,需行山) – 小

火車(軌道腳踏車體驗 - 瀞流荘トロッコ電車) – 大丹倉 -  赤木城遺址 - 丸山千牧田 – 入住溫

泉酒店 – 酒店晚餐  

Hotel: same as above 



瀞峡 

木津呂 



小火車 

赤木城遺址 



丸山千牧田 

D04: 酒店早餐–松本峠道(熊野古道) – (高處遠望)七里御濱(世界遺產) -鬼ヶ城(世界遺產)–獅

子岩(世界遺產) - 花の窟・花窟神社(世界遺產) -  (2hr, 132km)関宿 (江戶時代的驛站) –

(30mins, 30km)伊賀市 - 市內酒店 

Hotel: 名張プラザホテル 或同級  

Website: http://nabariplaza-h.jp/  

Room Type: Western Room, with breakfasts  

http://nabariplaza-h.jp/


松本峠道 

七里御濱 



鬼ヶ城 

花の窟・花窟神社 



関宿 

D05: 酒店早餐–伊賀流忍者博物館 - 上野城&上野城公園&城下町 – (2hr, 114km)関西國際機場 

還車– 回程地



伊賀流忍者博物館 

上野城公園 



5 天紀伊半島自駕遊參考價錢: 

1. HK$6,590 (USD847) /  位 (6人行, 安排1台7人車）

2. HK$6,790 (USD873) /  位 (5人行, 安排1台7人車)

3. HK$6,890 (USD873) /  位 (4人行, 安排1台5人車)

4. HK$6,590 (USD847) /  位 (3人行, 安排1台4人車)

5. HK$6,990 (USD2017) / 位 (2人行, 安排1台4人車)

***旺季需付付加費 

費用包括: 

1. 2 晚市內酒店 (2 人一房)

2. 2 晚溫泉酒店 (2 人一房)

3. 天天早餐

4. 2 晚溫泉酒店晚餐

5. 全程租車費用

6. 全程租車安心保險

7. 日本4G上網卡



🌟不一樣的, 就是要走不一樣的旅程!!! 

全日本獨立包團🛩: https://goo.gl/bShZzy 

全日本自駕遊  🚗: https://goo.gl/MVyEMi 

全日本一天團  🚌: https://goo.gl/b5pM6C 

全日本火車証  🚅: https://goo.gl/aaT5aW 

全日本自由行  🚉: https://goo.gl/eGDK39 

出發地      👉中, 港, 澳, 台/新加坡/馬來西亞/歐美 etc... 

Whatsapp 👉+852 51488877(香港) /+852 53868495 (中國&世界各地) 

微信號      👉blisstravel (香港)/ +85253868495 (中國&世界各地)  

Line ID       👉blisstravel-jp 

☎  

香港 👉旺角+852 3175-3888 / 中環+ 852 3105-3580 

中國 👉+86(0)20-8559-5486 

日本 👉+81(0)8014461982 



獨立包團特色🛩 

1. 行程絕不走馬看花, 專為一家大細及有長者同行而設👩👩👧👧

2. 私隱度極高，不會跟不認識的人同行

3. 食盡當地最地道的美食 (可安排米芝蓮餐廳)🍱

4. 可安排住日本最傳統的高級溫泉酒店♨

5. 深入日本每一個角落⛩，不會跟一般旅行團的普通行程

6. 時間及行程可任意為您度身訂制

7. 絕不是購物團: 不會強迫入購物店，浪費時間

8. 由日本人親自設計的行程，深入體驗真正的日本文化💮

9. 當地導遊貼身為您服務

信心保證💕 

1. "傲遊天地”是日本國家旅遊局網頁內旅行社之一

詳情請參閱網址👉 https://goo.gl/5RVDCk 

2. 在 2005 年成立至今, 已有 13 年歷史

3. Facebook 會員人數超過 90 萬人

4. 曾經接待客戶群遍佈 : 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美加及中國…

5. 擁有接待多間上市公司的客戶到日本包團的經驗

6. 客戶評價參考👉https://goo.gl/Sojj29

7. 由於我們是香港持牌旅行社, 所有世界各地的包團客戶都可獲「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

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s://goo.gl/xQWnXQ 

傲遊天地、ブリス トラベル、BLISS TRAVEL 

Website: www.bliss-trave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