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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道文化7天遊學團

【書道、花道、茶道】
名古屋、白川鄉、金澤、福井、京都、奈良、明日香村(日本家庭民宿體驗)

行程特點

✓ 日本的文化傳承自中國唐朝，唐朝年間因佛教傳入日本，

繼而誕生了日本三道，「茶道」出自禪宗、佛前供花而

產生的了「花道」、抄錄佛經而演變的「書道」。本團

以日本三道為主題，走訪日本中部、北陸及關西等城市，

認識日本三道的傳統文化。

✓ 前往位於石川縣北陸被稱為「小京都」的金澤，參觀日

本三大名園之【兼六園】及代表日本傳統工藝的金澤產

金箔，觀賞金箔製作精妙之處以及安排同學參加金箔粘

貼體驗見學。

✓ 前往福井縣嶺北地方中南部位置，被喻為「紙之王」的

越前和紙生產地越前市，參觀【越前和紙之里】展覽館，

讓團友深入淺出了解這種有1,500年歷史，曾經代表階級

及財富的和紙顯赫之處，而且更可以一嘗製紙的體驗，

重新發現與紙張作親密接觸的喜悅。

✓ 遊覽國家級天然奇觀的【東尋坊】及三方五湖【若狹

灣】，觀賞明媚風光，壯麗磅礡的大自然景色。

✓ 書道中文房四寶的製作技術，隨著佛經流傳，聞名於全

日本。行程安排參觀奈良兩間古老的製筆老鋪【奈良田

中毛筆】及製墨【墨の資料館- 墨運堂】，時至今日，兩

所老舖的產品都被書法愛好者廣泛使用。

✓ 參觀花道發祥地【六角堂】及花道始祖【池坊資料館】，

讓同學認識日本「花道」文化。

✓ 到訪【堺利晶之杜】，體驗正宗日本茶道泡茶、品茶的

方法。讓同學 可以體驗日本茶道、品嚐抹茶和和菓子。

團號: JPN07

Address: Room B, 8Floor, Crawford Tower, 99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99號嘉發商業大廈8樓B室
Tel: 2156 1118 Fax: 2156 9161                                                                                                牌照號碼: 354064



【第一天】香港 名古屋 → 名古屋城

❖ 【名古屋城】在東軍和西軍交戰的關原會戰中贏得

勝利，並於之後創立了江戶幕府的將軍德川家康，

於1610年，下令曾是敵軍的武士們開始建築名古

屋城。時至今日，名古屋城已成為日本國內屈指可

數的傳統城堡，被指定為國家特別史蹟，具有與國

寶同等的價值。

Address: Room B, 8Floor, Crawford Tower, 99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99號嘉發商業大廈8樓B室
Tel: 2156 1118 Fax: 2156 9161                                                                                                牌照號碼: 354064

【第二天】名古屋→(2.5小時)→白川鄉→合

掌川(世界文化遺產)→(1.5小時) 北陸小京都

『金澤→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

東茶屋町

❖ 【合掌川】，白川鄉與五箇山的合掌造聚落是日本

飛驒地區白川鄉及五箇山地區的合掌造聚落的總稱

。於1995年12月9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

世界文化遺產。因為冬天的景色就像在童話故事中

情境一般，被喻為「冬日的童話村」。也是日本三

大祕境之一。

❖ 【金澤兼六園】是江戶時代代表的迴遊林泉式庭園

，和岡山市的後樂園、水戶市的偕樂園並稱日本三

名園。兼六園以一般庭園不能具備的六大景觀元素

「宏大、幽逐、人力、蒼古、水泉、遠景」故名為

兼六園。

❖ 東茶屋町是金澤必訪景點之一，你可以在林立的古

色古香的日式建築裡，探尋地道和風雜貨和金箔美

食，有必吃的金箔雪糕，閃閃發亮，十分特別。

早餐: -- 午餐: --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名古屋Prince Sky Tower Hotel 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金澤Hotel Mystays Premier Kanazawa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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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道、花道、茶道】
名古屋、白川鄉、金澤、福井、京都、奈良、明日香村(日本家庭民宿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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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金澤→ 金箔綜合博物館『箔巧館』

(體驗日本傳統工藝金箔筷子製作見學，每位

一對)→(1.5小時)→ 東尋坊(國家級天然奇

觀)→敦賀海鮮市場→(1.5小時)→福井越前

紙製造工場(日本傳統和紙製作見學)

❖ 箔巧館是日本最大的體驗型金箔綜合博物館，金澤

占全日本的金箔生產量達99%以上，金澤產的金

箔是代表日本傳統工藝。館內有專人介紹金箔的歷

史以及特性，還可以在近在咫尺間觀賞到金箔製作

精妙之處的箔打和箔移的專人演示。特別安排金箔

粘貼體驗見學，同學可感受金箔的薄度的箔移及金

箔筷子製作。

❖ 東尋坊被海浪侵蝕後形成的險峻的懸崖峭壁，在東

尋坊可以觀察到有柱狀節理（五角形或六角形的柱

狀岩塊）的輝石山岩岩柱，不僅在日本就是在世界

上也非常珍稀，全世界只有三處可見到這種岩柱。

❖ 福井越前紙製造工場的日本製的和紙採用纖維比較

長的植物料，所以擁有薄身卻堅韌柔軟、壽命更長

及手感獨特的特點，除了書道外，也應用於屏風、

拉窗拉門、扇子等，用途廣泛。日本多個地區都有

和紙出品，但要數最享負盛名的，則要數越前市出

品的越前和紙。現時日本的證券用紙及證書等重要

文件，都幾乎採用此紙來印製，地位依然尊崇。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福井Fukui Manten Hotel Ekimae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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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福井 →(1.5小時) → 三方五湖若

狹灣(搭乘景觀纜車) → 彩虹之路梅丈岳山頂

公園 → 360度展望台眺望一邊是湖一邊是海

的特殊景觀 →(2小時)→ 京都 → 祗園 → 花

見小路

❖ 若狹灣五湖包括三方湖、水月湖、日向湖、久久子

湖及菅湖，由於這五個湖水質，水深及含鹽度不同

，故此在四季變化下，便會產生出五彩顏色，因此

又名「五色湖」，為日本國家指定名勝。

❖ 【梅丈岳山頂公園Rainbow Line 彩虹之路】在

全長11.2km的彩虹之路上，搭乘纜車登上梅丈岳

山頂展望台可以將三方五湖一覽無余，感受五湖和

日本海的生命的氣息。

❖ 祇園是京都最著名的藝伎花街，歷史可追溯到封建

時期，也是京都市中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之一。花

見小路是祇園內一條南北走向的街道，因曾為電影

《藝妓回憶錄》的場景而聲名大噪，寬闊的石板路

旁保存了懷舊的京都風貌。

Address: Room B, 8Floor, Crawford Tower, 99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99號嘉發商業大廈8樓B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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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京都 → 清水寺 → 二、三年坂傳

統古街 → 六角堂(花道發祥地) → 池坊資料

館(花道始祖) → 二條寺町 → 京都老店350

年歷史鳩居堂及紙司柿本(書道朝聖老店)

❖ 【清水寺】建於懸崖上的木造千年古寺，所有建築

物都要求與自然協調，為棟樑結構式寺院，各式風

雅殿堂美輪美奐。寺院建築氣勢宏偉，結構巧妙，

未用一根釘子。寺中六層炬木築成的木台為日本所

罕見。

❖ 花道發祥地：京都的肚臍眼【六角堂】寺內一處是

聖德太子沐浴過的池子旁，因而被稱為「池坊」，

從當時開始便有在佛壇前供花的習俗，有著最早的

插花紀錄，因此六角堂被認為是最早花道的發祥地

。進入大門往右走，可以注意地上有一塊六角形狀

的石頭，被稱為「肚臍石」，代表的是京都的正中

心處。

❖ 參觀五百多年的花道始祖【池坊資料館】，是日本

花道最正統的流派，池坊專慶在室町時代替當時的

大名插花，正式建立了「花道」。池坊還是國內最

大的花道主流，池坊資料館展出五百年的歷史資料

。

❖ 【二條寺町】這一條古街販賣各式新舊陶瓷器皿的

美術品店、古道具店、生活雜貨、文具行、茶葉老

鋪等，新舊夾雜，東西並存， 當中最迷人之處是

「文具」。從江戶時代就設立（西元1663年）的

【鳩居堂】，擁有350年的歷史。是文房四寶、和

紙製品的專門店，從平價到高貴，從樸實到華麗，

各式各樣的紙文具、紙雜貨，細緻優雅的各類毛筆

，筆墨硯台一應俱全。 除了鳩居堂還有大名鼎鼎

的【紙司柿本】，各式各樣的和紙和洋紙之外，這

裡還可以找到各種獨創的信封、信紙、原稿紙、一

筆籤，甚至紙做的名片匣、杯墊等。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京都 Hotel Sunroute Kyoto Kiyamachi 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京都 Hotel Sunroute Kyoto Kiyamachi 或同級

日本三道文化7天遊學團

【書道、花道、茶道】
名古屋、白川鄉、金澤、福井、京都、奈良、明日香村(日本家庭民宿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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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京都→奈良(日本毛筆及墨製造的

發源地)→奈良田中毛筆→奈良町老街→墨の

資料館 - 墨運堂(墨製作見學)→明日香村(農

村Home stay體驗 ,  兩位學生安排入住一個

家庭)

❖ 【奈良田中毛筆】源於江戶時代，採用傳統技法製

作，繼承奈良毛筆傳統技法的奈良毛筆，是將經過

嚴選材料的毛質巧妙地組合在一起，來控制彈性、

吸墨性、筆鋒長短，以手工製作出書法家所需要的

奈良毛筆，被書法家和其他人廣泛使用。在田中毛

筆的商店中，同學除了可以了解奈良毛筆的歷史外

，還可以參觀傳統工匠的製作示範。

❖ 【奈良町老街】 曾經是奈良於江戶時代的商業區

，現時仍保育了許多江戶時代的老房並改建為古風

的傳統工藝精品店、咖啡店、茶屋等，當中最古老

的製墨老鋪「古梅園」現在仍存在奈良町內，傳承

此項傳統工藝和文化。街道上那些木造的建築、美

觀的白壁與方格排屋式民房，體現出純樸的古街道

優雅風情。

❖ 【墨の資料館 - 墨運堂】自奈良時代以來，油墨

製造已經持續了1300年，墨運堂一直是水墨工匠

家族的世代，遵循著傳統的製造方法逐一向每個人

手工交付高質量的奈良墨。 在資料館您可以在其

中查看油墨的雕刻歷史和製造方法，館內展示與書

法有關的歷史及作品。同學可以在傳統的車間中，

由職人教導下體驗奈良傳統工藝 【墨】的生產過

程。

❖ 「飛鳥」又稱【明日香村】，是昔日飛鳥時代首都

「藤原京」之所在地。歷經千年之演變，政治中心

數次轉移，過去的古墳與宮殿已埋藏於地底，現今

的明日香村，除了提供一個能讓人優雅地漫步其中

，感到自在氛圍的市鎮外，還設有Home stay體

驗的村落。

Address: Room B, 8Floor, Crawford Tower, 99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地址: 香港上環蘇杭街99號嘉發商業大廈8樓B室
Tel: 2156 1118 Fax: 2156 9161                                                                                                牌照號碼: 354064

【第七天】明日香村 → 堺利晶之杜(荼道見

學) → 關西機場 香港

❖ 【堺利晶之杜】日本茶道不單單是品嚐茶的味道和

香氣，更是一種精神和學習。堺利晶之杜是一座可

以讓團友體驗及認識日本茶道，讓同學感受日本茶

道「和敬清寂」與「一期一會」的精神。取名於出

生於堺市的茶道大師「千利休」的「利」字和日本

近代文學的詩人「與謝野晶子」的「晶」字，利晶

之杜讓團友從多角度了解、欣賞堺市的歷史及文化

。由日本茶道三大家：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

千家輪流主持 ，示範正宗日本茶道泡茶、品茶的

方法。讓同學可以舒適體驗日本茶道、品嚐抹茶和

和菓子。

❖ 【金槍魚公園】是關西最大規模的鮮魚市場，佔地

約2648平方米，由人氣回轉壽司店「大起水產」

經營，這裏不只有售高檔壽司中常用的、被稱為「

黑鑽石」的「東方金槍魚」，還可以吃到新鮮即劏

刺身，而且是以成本價發售！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民宿家庭
製作晚餐

住宿﹕明日香村(農村Home stay體驗)

早餐: 民宿家庭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

日本三道文化7天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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