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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遊關西/大阪/京都/神戶/奈良
2012 年三月八日第一天參觀了著名大阪城天守閣 (Osaka castle Museum)，大家一口氣先爬上頂樓-也就是八樓展望臺，繞著東南西北走
一圈，眺望高處四周綺麗景觀，大阪城的周圍景象一覽無餘。然後往下
一層層參觀，第七樓豐臣秀吉的一生，從佈景，微縮模型及影視中介
紹，豐臣秀吉如何建築大阪城和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一生。
第六樓是回廊，禁止進入。第五樓大阪夏季之戰屏風畫的世界，通過影
視和微縮模型簡易介紹大阪夏季之戰屏風畫所描繪的各個場面的故
事情節，很有童趣。

的，胃口早就給美國餐的份量撐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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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化妝品出售，因為製造酒的過程中，覺察出女工們的手非常滋潤
龍安寺-1994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進入龍安寺不久很快就看到一
細滑，原來是「米」的效益匪淺，進而研究化妝品/米胚芽油健康食品
個很大的「佗助椿」
，是個古錢狀，中間有一大個口字，再加上左右上下
等。
四個字：五、隹、足(足字沒上面沒有口字)、矢。請大家猜是什麼意思！
原來每一個字都加上〝口〞字，即是〝吾唯足知〞，也就是我們常說
的〝知足常樂〞的意思一樣嘛！

有一位精通英語年輕的出家人接待我們，首先，帶我們進內堂，全部人
跪坐在塌塌米上體驗茶道藝術，隨從先送上一碟；一小粒手做白糖果
第四樓豐臣秀吉與其時代，展示有關他的物品及戰國時代的資料。第 和一粒甜米稞的小點心，隨後送上一杯綠茶，先吃甜點再品嚐綠茶，才
三樓歷史資料展，德川時代大阪城復原模型和黃金茶室的復原模型， 能享受到甘中帶甜，甜中帶甘的味道。打開窗，其實是打開門，聽聽雨
豐臣秀吉對黃金情有所鍾，不論傢俱、武器用黃金打造，甚至於部份牆 聲和嗅嗅青草味、一邊品茶一邊欣賞外面園藝，是一種無上的六根享
壁、柱子、茶具等都用黃金製成的，可想而知他愛金的程度是何等的痴 受。
迷吧。

傍晚時間，參訪當地中國城，中國城不大，多數是餐館，其次是手工藝
品店、藥品店及紀念品店等。有不少的餐館前面也擺攤子，賣的東西大
同小異；魚丸串、肉丸串、蝦餃、燒賣、糕餅點心之類小吃，很多家店也
賣北京鴨當小吃，服務員切幾片鴨，配上醬料和蔥、黃瓜放在一大片麵
片上，包起來就是一份北京鴨小吃啦！還真的有不少遊客光顧呢。

之後參觀茶室葴六庵、方寸院，最後往石庭園去，石庭兩旁擺設稱為陰
陽，以十五塊石頭及白砂堆成，到底這個獨特的庭院表現著什麼意境
再下來第二樓和第一樓，是壁板展，介紹有關大阪城整體的基礎知識、 呢？參觀者自己靜心去感受或冥想這其中奧妙吧！繼續往前走就到了
複製品展、小劇場及工藝品商店；還有個試穿頭盔、陣羽織和小袖和服 全寺最顯著點-鏡容池，景色優越，鳥語花香 ......輕輕的呼吸，慢慢的
拍照店，每人收費三百日元，是年輕人的最愛。
思考會使人寧靜下來，真是個修行的好地方。結束了龍安寺遊，繼續往 第四天奈良觀光訪問=奈良鹿公園：奈良公園位於日本奈良市，成立
下一個不遠的觀光區－金閣寺。
於 1880 年。該公園是由教育部指定的教育、文化、體育、科學和技術的
“風景秀麗的地方”之一。奈良鹿公園超過 1,200 名的野生梅花鹿自由
大阪城堡外牆的護城河，河寬 70-90 米，牆身用大量巨石推砌成，所用
的石頭五十萬至一百萬塊，非常雄偉壯觀。大阪城內有西邊的櫻花園 金閣寺或鹿苑寺(金閣 鹿苑寺)，是日本京都禪宗寺廟。這是室町時代 生活在公園裡。公園約 502 公頃，包括東大寺和春日神社及奈良公園
的邊緣區域，約 660 公頃大。
種有 4500 株櫻花，北邊的梅花園種有 1250 株梅花，雖然在三月，萬花 北山文化的建設代表之一，也是現代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還未綻開，但也看到一片已經開放七成美豔絕倫的花海，不少遊客流
連忘返，樂在其中。
在鐮倉時代原本是西園寺公經的別墅，在 1397 年得到西園寺家的轉 我們一大早到來奈良鹿公園，就看到有兩隻鹿餓到不得了，一隻在吃
地上遊客掉下的入場券，另一隻在吃插在草坪上的廣告布條，可想而
讓後建造了山莊北山殿，而以金閣為中心的庭園建築，被稱為一絕！
知餓了一個晚上的鹿群是何等期待遊客的到來。大家趕緊購買鹿餅乾
金閣寺是三層樓的建築：第一層是寢殿建築，第二層是武士建築，第三 餵鹿，誰知道精采絕倫的時刻就立即到來。鹿群一看到遊客拿著鹿餅
層是中國風味的禪宗佛教建築，三種不同的建築風格融合為一體，成 乾，就從四面八方圍過來，根本來不及一一餵食。後面圍過來的鹿群因
為要引起持餅乾者的注意，就會用嘴巴嘴脣咬你的臀部、大腿、小腿、
為室町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建築。
手等部位！被咬者感覺酸酸癢癢的，很不習慣，呱呱大叫！有些人還嚇
得扔下餅乾趕緊跑開，大家看得很過癮，提起相機「卡喳！卡喳！」拍下
精采鏡頭。其實這寶貴時刻也只有在早上時間才遇得到，下午經過，大
部份的鹿已經被遊客餵得七八分飽，已經不再有那種一湧而上的難得
鏡頭了。
為了讓大家體驗一下普遍日本民眾的生活了解民情，每個晚上都讓大
家坐當地快鐵回到市區。第一晚導遊山口典子帶著十位團員，先認識
旅館附近的環境，幾個主要車站、購物商場和數以百計的餐館，到處人
山人海，尤其是車站的進出口，人群湧進湧出，若一不留心，就會掉隊，
所以每個人小心翼翼的跟緊箭步如飛的山口太太，到了最後，進了一
個大商場，上了一層又一層的步行電梯，有些人問：「又餓又累，到底走
完了沒有？」前面的人回答：「山口太太要帶我們去看目前世界上獨一
無二的 Water Clock。」「哎喲！還看什麼，累死了！」大家一直跟著走，底
層是車站上面是商店，非常大的空間，上了約十層到頂樓，原來是另外
一片天地，頂樓的外面是一個人行與車行的街道，也就是說我們之前
坐快鐵回來的車站就在這個地方十層樓的下面，沒有人帶領下真搞不
清楚方向，而周圍的新世紀使其中一位年輕男團員一直讚嘆：「
Amazing ! Amazing! 」最 Amazing 的是，當大家看到了 Water Clock 水時鐘
時，「嘩！」嘩嘩之聲，來自每一位團員。在外樓大門的旁邊，有一個寬大
的不鏽鋼框框，框框裡面就是水流，從細細的水流中－－是以顏色的
深暗或光淺的呈現！每秒就會看到時間 18.07.....之間就會現出各式花
樣......18.08 等，大家異口同聲誇日本的新科技：「行！」
。

第二天的京都遊，整天下著雨，進清水寺前必須經過石拼小路，兩排商
店，有各種工藝品店，也有不少非常出名的米糕店，各種顏色薄狀米
片：粉紅、黃、白、黑、綠等等，配搭各種各樣的餡：紅豆、綠豆、白芝麻、
黑芝麻、花生、開心果、腰果、橘子、牛油果、奇異果和不同堅果與水果
的餡等等，很好吃，隨君免費品嚐，吃到滿意為止，吃夠了到隔壁茶店
喝茶，不少中學生進進出出，老闆不怕人吃喝，不買也沒關係，歡迎君
再來，服務態度一流，難怪任何時候都看到店裡水洩不通。

有些日本女學生相信因緣祈福，成群結隊穿學校制服上寺拜拜，很熱
鬧。日本佛教大門建築主要顏色是橙色。日本的街道、建築、文宣上都
有些漢字，所以並不陌生，也能看懂幾成。
午餐在東方花園享用，藝術家老闆開的義大利餐廳，講究色香味全烹
調法，菜色精緻，但大部份團員抱怨填不飽肚子，可能都是從美國去

1987 年整個展館都重新上漆，貼純金箔，包括天頂畫和義滿像作修
復。2003 年修復頂部建築。金閣設在鏡湖池旁，湖內分佈大大小小的
島嶼及各種的石頭。金閣的美同時也美在鏡池的倒影中，金光燦爛，耀
眼奪目，是參觀者拍照最多的地方，遠遠地圍住它不停的取景，每個角
度都能攝入好鏡頭。金閣鑑賞後繼續漫步前進，還有銀河泉、龍門淹、 繼續前進漫遊東大寺，東大寺是一個佛教寺廟建築，其大佛殿是世界
夕佳亭，等遊覽地方。京都之行收獲滿滿，大家走了兩天都說腳累了， 上最大的木造建築，有世界上最大的銅像佛毘盧遮那佛。還有成立於
期待明天神戶行泡溫泉鬆懈一下。
768 公元的「春日大神社」
，它有附近的大自然森林陪襯，更顯現出其
獨時景觀。神社室內掛飾是許許多多著名的青銅燈籠，以及室外超過
第三天，早餐後開往神戶觀光並且泡溫泉，「有馬溫泉」不只是日本三 一千柱石燈籠，這就是春日建築風格的「
春日神社」
。
大最古老溫泉之一，同時也是日本最出名的三大溫泉之一。車程約一
個多鐘頭，在途中山口太太傳給大家有關〝有馬溫泉〞的廣告介紹，
有金泉、銀泉和其他普通溫泉。金泉效能：神經痛、慢性消化器病、慢性
皮膚病、慢性婦女病、風濕性疾病及割傷燙傷等......金泉水色近鐵色
和棕黃色。銀泉效能：神經痛、慢性皮膚病、筋肉痛、高血壓、痛風、糖尿
病、動脈硬化等......銀泉無色，是一種人參並含有鐳和碳酸鹽。金泉收
費 650 日元，銀泉收費 550 日元，有人要金泉，有人要銀泉，到底選那一
個溫泉好呢！因為「有馬溫泉」地大，各溫泉分佈不同地區，也因時間的
關係無法一一參加，怎麼辦！哈哈！還好最後發現有一個〝太閣湯〞， 午餐在“天平俱樂部”用餐，傳統日式菜單，有生魚片、醃菜、糯米串、
收費 2200 日元，它包括；金泉、銀泉和炭酸泉 (人工)，是有馬最大的溫 蘆筍、天羅婦、魚丸湯、熟蝦、蛋餅、海鮮雜菜等，還有白飯和地道甜糕
泉，裡面還有提供水晶桑拿浴、石頭桑拿浴；而石頭桑拿浴也有分金和 (糯米團沾黑糖粉)，份量足夠，人人滿意！
銀的，因為石頭桑拿浴非常受歡迎，每人只限前 30 分鐘是免費，過後
就要付費了。
〝太閣湯〞，原本 2200 日元，我們小團隊也有折扣，每人只付 2000 日
元(20 多美元)，而且服務好、衛生好，泡溫泉時一套衣服和大小毛巾，
要進入石頭桑拿浴又換一套衣服和大小毛巾，總之衛生設施第一。可
惜我們時間的關係不能充分好好慢慢的享受，但也不虛此行，物超所
值。
有馬溫泉處在神戶六甲山背後，安寧與美麗的自然環境，每天它吸引
了許多日本人和外國遊客到來有馬溫泉逛溫泉老街和泡溫泉，紀錄上
說豐臣秀吉在 16 世紀也好幾次訪問了這個溫泉。
午餐於當地餐廳享用著名神戶牛肉，不愛牛肉者就到隔兩家的壽司餐
廳享用壽司吧。這間「壽司吧」不小，壽司款式很多，針對現代年輕一族
的喜好，我們還是首次看到滷蛋壽司(滷蛋切半放在紫菜飯團上)、
Bacon 醃薰豬肉片壽司(煎過的醃薰豬肉片放在紫菜飯團上)、Hamburg 壽司(碎牛肉煎成一塊放在紫菜飯團上)、香菇壽司等......壽司吧
裡還有一碗碗的蒸蛋、味素湯和冰淇淋。每桌餐客的桌子上有杯、小湯
匙和筷子，醬油、綠茶粉和芥末粉，旁邊有熱水龍頭，自己泡綠茶，壽司
轉到前面要什麼拿什麼，很方便，也相當於自助了。難怪全部食物每盤
只賣 100 日元 (約一美元兩毛) 很便宜。
回程參觀白鶴酒造資料館，看看館內製造酒的過程，品嚐多種米酒、水
果酒，最後就到賣場 shopping 血拼了。賣場內不只賣酒，同時也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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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遊
七彩浪漫雲南 7 天 $99.00
江南北京華東九日遊 $99.00
黃山 江南 8 天 $49.00
北京 承德 天津 8 天 $99.00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下午山口太太帶大家看「猿澤池」
，從停車場下來還要走一段路和爬一
段不短的樓梯，一半的團友寧願留在車上午睡，另一半隨著山口太太
逛，看看「猿澤池」景觀，烏龜 在池中浮木游玩，鳥兒們在池邊憩息，優
游自得。之後走了一圈奈良商店街，因為擔心團友等太久，沒來得及走
完就趕回去。最後這晚大家也不願意再坐地鐵回市區，就請司機直接
開車往回旅館，結束了奈良一天遊。
第五天乘坐位於酒店前的巴士，出發關西國際機場，乘撘飛機往回美
國。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張家界鳳凰古城 5 天 $199.00
桂林 龍脊梯田 6 天 $1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 天 $199.00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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