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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大自然所贈與、具有豐富資源的琵琶湖，為日本最大淡水湖泊，湖長總面積為 241km，

湖岸四周，山、平野、湖面跟隨著晝夜及四季的變化，創造出許多自然的湖岸美景，其

中最知名的『近江八景』，自古以來深受許多旅人們的心。 

 

因景色宜人的湖岸風景及涼爽的氣候，琵琶湖成為日本十大自行車經典旅遊路線之一，

春夏是最適合自行車環湖的好時間。湖一周總長 241km，自行車路線行走距離約 180km~ 

200km，值得您前往體驗。 

環湖行程介紹 

琵琶湖環湖自行車觀光推廣協會協助，3天 2夜自行車路線，專業自行車觀光導遊陪同環

湖，依照活動所指示的路線及定點處確認，結束後可領取琵琶湖自行車觀光協會認證環

湖一周證明書及認證貼紙。 
 

                            

 

 

 

 

 

 

 

 

 

 

 

 

 

 

 

 

 

 

 

 

 

 

 

 

2009 年 

5 次環湖紀念 

※目前領取者 2 位 

10 次環湖紀念 

2010 年 

2011 年 

完賽認證書 

背面記錄完賽成績 

※背面會記錄每個點經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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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Point1  琵琶湖一周自行車觀光推廣協會推薦，專業自行車嚮導陪同環湖，安全安心。 

Point2  專業導遊陪同完成環湖活動，代領自行車觀光協會認證環湖一周證明書及認證 

        貼紙。(活動完成後約 3周後寄送) 

Point3  平均每日行走約 70公里，琵琶湖專業自行車嚮導(日本人)帶領，充分時間欣賞 

湖邊風景，沿岸觀光及景點介紹，獨家日式深度玩法! 

總共有 14 處確認定點，此行程從大津港出發，由

東北方前進，環湖一周。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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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07/03(三)、09/17(三) 

           售    價：NT$45,000/1位(含稅金含小費)  

 

行程內容 

Day1  觀光 

      08:40－12:10   桃園機場－關西國際空港 (參考航班:日本航空) 

      15:10－17:00   MIHO美術館(知名建築師貝聿名所設計) 

                           ※如欲休館日則改為平等院參觀 

           －18:30   抵達飯店 
                                               入住 琵琶湖飯店 2人 1室 
                              早餐：自理  / 午餐：機上 / 晚餐：飯店內用餐 
Day2  環湖開始(行走約 76公里) 

      09:00－        飯店出發 

      09:00－17:30   大津港－彥根 

           －17:30   抵達飯店 
                                     入住 HOTEL SUNROUTE HIKONE 2人 1室  
                        早餐：飯店內用餐  / 午餐：自理 / 晚餐：飯店會席料理 
Day3 環湖(行走約 81公里) 

     09:00－        飯店出發 

     09:00－18:00   彥根－高島 

          －18:00   抵達飯店 
                                              入住 可以登飯店  2人 1室  
                    早餐：飯店內用餐  / 午餐：自理 / 晚餐：居酒屋當地創作料理 
Day4 環湖(行走約 40公里) 

     09:00－        飯店出發 

     09:00－14:00   高島－大津港 

          －14:10   抵達飯店 

     18:30－20:00   琵琶湖汽船湖上觀光晚餐(90分鐘湖上觀光) 

                        ※8/5出發者則改為琵琶湖煙火觀覽(指定觀覽席) 
                                               入住 琵琶湖飯店  2人 1室  
                      餐：飯店內用餐  / 午餐：自理 / 晚餐：琵琶湖汽船船上用餐 
Day5 滋賀縣觀光 

     09:30－        飯店出發 

     09:50－11:00   石山寺(寺內有日本三塔之一~國寶的多寶塔) 

     11:30－14:50   滋賀龍王三井 OUTLET(聚集了國內外知名品牌) 

     16:50－18:50   關西國際空港 

          －21:15   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飯店內用餐  / 午餐：自理 / 晚餐：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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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資訊及注意事項 

 

航班參考: 

桃園國際機場－關西國際空港 

    日本航空 去程：JL-814  0840/1210  回程：JL-815  1850/2115 

※行程表上為優先選擇之航班，最終航班已形成說明會為主。(團體機票，無法無法延回)  

 

1. 團體費用包含行程表中註明之經濟艙機票(含稅)、導遊司機餐食住宿、門票食宿、200萬旅遊意

外責任險、2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等 1位費用。(不包含司機導遊服務費，每人每日 250元) 

2. 行程為自行車專案團包含 3日公路車租借之費用(依照店家提供之車輛，無法指定特殊車型)。 

3. 攜帶之自行車請依照航空公司所規定之包裝方式妥善包裝，建議公斤數為 23KG，超過則自行補差

價。(日本航空可攜帶 2箱 23KG之行李) 

4.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5. 為使團體能夠順利作業，KNT台灣近畿將保留更換飯店及餐食等之權利，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如

航空臨時調度、天氣狀況等)本公司將保留變更行程地點之權利(如降落地點變動)。 

6. 如自行脫團或放棄行程，則不退還剩餘團費，如有費用產生者，須補足差額。 

7. 房間皆為 2人 1室之費用，如需單人一室，則須補差價之費用，如自願多人 1室或加床者，則同

等費用,則不另退差價。 

8. 如自行脫團或放棄行程，則不退還剩餘團費，如有費用產生者，須補足差額。 

9. 欲報名者,請先下載報名表，完成付款後(訂金 NT$5,000元)，傳真至 02-8771-7552，請註明服務 

   人員姓名。 

 

   付款方式： 

A. 刷卡付款：可選擇來店刷卡或傳真刷卡，簽名部份須跟信用卡背面簽名相符，須親筆簽名(請

勿用電腦打字方式)。 

B. 匯款付款：請於匯款後告知匯款日期、姓名及帳號末 5碼。 

匯款(轉帳)資訊 

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006) 新生分行  0947 717 343988 

C. 現金付款：現金付款者請店付款。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1段 93號 6樓之 1  KNT!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 

營業時間為早上 09：30至下午 18：00 (周休二日) 

 

8. 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完成後七日內付款，付款方式與訂金相同。 

9. 其他有任何相關疑問，請來電 02-8771-7551，有專人為您服務，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