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世界旅行社 



集合時間與上車地點 



搭乘航班:日本航空 

航班資訊 

去程 

12/17 

(日)  

航空班機 
啟航時間 

(當地時間) 

抵達時間 

(當地時間) 

日本航空 JL814 
08時55分 

桃園機場 

12時25分 

關西機場 

回程 

12/23 

(六) 

航空班機 
啟航時間 

(當地時間) 

抵達時間 

(當地時間) 

日本航空 JL815 
19時15分 

關西機場 

21時40分 

桃園機場 



✈ 
✈ 



岡山天氣溫度 

高溫:09度 
低溫:01度 多雲時晴 

大阪天氣溫度 

高溫:09度 
低溫:03度 

多雲 





行李收納 



時     差 

日本全國各地使用統一時間。 
時差比台灣早1小時(+1小時)， 
如日本是下午17:00，台灣時間則為下午16:00。 



電壓 
日本的電壓是100伏的。頻率有兩種，東日
本的頻率是50Hz；在包括名古屋、京都和大
阪在內的西日本的頻率是60Hz。 
當您使用自帶的電吹風、旅行用電熨斗和電
剃刀之類的電器用品時，這些電器應該是可
以調節電壓的，否則您就得另外帶上變壓器。  

插座 
日本的用電插座是雙平腳插座。圓柱形插頭
和三平腳插座插頭在日本是無法使用的。建
議您事先買好轉換插頭。  



※ 只有自己及您的醫生最了解您的身體，出國前請先行向平常看診
之醫院掛號領取適合個人體質之個人習慣性用藥、感冒藥、腸胃
藥等必備之藥品。 

※依據衛生署公告，領隊帶團出國不得任意給團員服用成藥※ 



提     供 

◎提供出國便利好幫手WI-FI無線上網分享器。 



 

(一)、日本直撥台灣電話話碼 

【001】+【010】+ 【886】+去【0】 +電話
號碼 

 

(二)、台灣直撥日本電話號碼 

【002】+【81】+去【0】 +電話號碼 

◎撥打國際電話使用方法◎ 



可至台灣銀行或各大銀行兌換日幣 



(查詢日期 : 5月22日) 台幣對日圓之換算匯率      2017/12/11 



日本物價指數 

霜淇淋 

價格:350日圓 

包子 

價格:500日圓 



配帶名牌的重要性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6學年度日本國際教育 

王小明 



 迷路了～ 
１、不要慌 
２、別亂跑 
３、找電話聯絡導遊！ 
 4 、找警察協助！ 
太平洋世界旅行社提供的名
牌反面皆有緊急聯絡電話喔! 

緊急聯絡電話 

臺北市立 
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6學年度日本國際教育 

王小明 

住宿 電話 

住宿 

住宿 

住宿 

 

1.日本太平洋世界旅行社公司緊急聯絡電話 

2.緊急聯絡人 



上午06:55於桃園機場第2航廈日本航空團體櫃台 

報到櫃台 



準備辦理登機手續囉～ 



✈請同學排隊個別辦理大件行李托運 



行李條碼 

✈◎個別托運大件行李 掛好自己的行李時 
請務必將行李條碼保管妥當  



護照                  登機證 



出入境卡 



攜帶物品申告單 



一 免費托運行李額度為 20公斤，超過則需收費 
二 手提行李以不超過 2 件，不超過 7 公斤、大小以 56×36×23公分 為原則 
       ，超過手提行李限制者，以托運為準，托運行李如包裝不完整或易破碎 
  易 損害等，航空公司有權拒絕載運該行李。 

三 行李尺吋分為18吋、21吋、25吋、30吋長寬高加起來不超過157cm  

托運行李 手提行李 

托運行李-行李檢驗過關 



1.液體(Liquids)、膠類(Gels)及噴霧罐(Aerosols)每個容量不得超過100毫升。 
All Liquids,gels or aerosols shall be required to be carried in containers with a capacity not greater than 100 ml. 

 

 
 
 

2.前項容器需裝於容量1公升之透明塑膠夾鍵袋內。 
Containers shall be placed in a transparent re-sealable plastic bag of a maximum capacity not exceeding 1 liter. 

 
 
 
 

 
3.每名旅客僅可攜帶1個夾鍵袋,於通過安檢時應單獨通過X光機檢查。 
Only one transparent plastic bag per passenger cound be permitted and shall be separetely screened. 

 
 
 
 
 

4.航程中必需但未符合上述規定之藥品及嬰兒用品等,請洽航空公司。 
Medications,baby milk/foods, and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could be permitted in cabin baggage if needed on 
board. If there is any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with airlines. 

隨身行李安檢新措施    自96年3月1日起，旅客隨身攜帶物品限制 





*有些物品如：髮膠、定型液、醫用含酒精之液態瓶裝 物、防蚊液、烈酒類、 
  噴霧器、各式刀械(指甲剪)、工具棍棒類(自拍棒、腳架)及各類彈藥武器等， 
  原則上不得手提上機，需以托運方式處理，詳情請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 
*易燃品類、腐蝕性物品、磁性物質、毒性物料、爆藥、強氧化劑、放射 
  性物質、具防盜警鈴裝置之公事包及其他影響飛航安全物品禁止手提或 
  托運上機。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燃氣         ✈腐蝕性液體 

✈電池類產品                             ✈發熱性物 
    (160瓦特以下可放隨身行李)                    (行動電源需放隨身行李) 

✈火藥類物品                           ✈打火機‧燃油類物品 

✈下列物品禁止攜帶於手提或託運行李 



請跟著我們的隨隊人員前往出境閘口 

P.S請注意，如果有陌生人跟您說需要您幫忙提東西出關， 

請您當場拒絕遠離!! 

✈抵達日本機場注意事項 



✈入境日本海關-臉部拍照 



✈證照查驗-指紋採取 



請同學依照領隊及師長指示提領行李,集體過海關 





12/17(日)第一天    士林高商出發桃園國際機場 
關西國際機場日清泡麵發明紀念館見學飯店 



桃園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關西國際機場 



日清泡麵發明紀念館見學 



ANA CROWNE PLAZA 神戶           房型:兩名一室 



12/18(一)第二天    飯店09:30神戸商業高校交流13:15 姬路城
IPU・環太平洋大学 



◎千萬不可遲到；請依照學校人員指示依序進入學校 
◎注意服裝儀容整齊 
◎請著正式校服(依學校規定) 



與日方學校交流當天同學請穿著正式整齊全套制服 



雙方代表致詞 



學生代表致詞 



學校禮物交換 



社團活動交流 



日本學生節目表演 



台灣學生節目表演 



姬路城 



岡山 IPU・環太平洋大学 宿舍住宿(合宿)體驗 



12/19(三)第三天    飯店IPU・環太平洋大学參訪、 
課程體驗後樂園高知縣大豐農家住宿 
 觀星體驗(農家生活體驗) 



後樂園 



高知縣大豐町農家HOMESTAY       四~五人一家庭 



HOME STAY流程 



日本生活體驗指南(1)─為了彼此不要不快 日本生活体験指南(1) 

初次見面:一致行禮 用清亮的聲音說:kon ni chi wa 確認名單 

進入家庭①在玄關處脫去鞋子 進入家庭②將鞋尖朝外面方向擺放 進入家庭③正面面向住宿家庭家人 

禁止穿鞋進入家庭 禁止亂扔鞋子 整理脫下的鞋子 



穿著襪子不踏到玄關地板 穿著襪子不在玄關奔跑 不要攜帶行李箱 

請攜帶一天份的衣物用品到家庭 廁所:進入廁所有廁所專用拖鞋 廁所:坐式馬桶 

廁所:用過的衛生紙不要丟在地板 廁所:衛生紙用完請丟入馬桶中 廁所:若用髒地板要自己清理整潔 



日本生活體驗指南(2)─為了彼此不要不快 日本生活体験指南(2) 

吃飯:大家到齊後，開始吃飯 使用公用筷子和自己的小碟子 吃飯:自己取飯菜 

吃飯:取飯菜之後，轉別人 吃飯:被注入飲料時，要拿起杯子 吃飯:自己不到玻璃杯注入飲料 

吃飯:不吃剩下 積極的幫忙住宿家庭家人 主動向住宿家庭家人打招呼 



請愜意自然的交流 不要觸及裝飾的擺設 
不要打開除了自己使用

以外的房間 

很快的時候淋浴時間:
約20分鐘 

出浴缸時塞子不抽出 早飯前準備好行李 



12/20(三)第四天       農家住宿香川縣雲邊寺滑雪學校～滑雪課程
～頒發滑雪課程證書飯店 

香川縣雲邊寺滑雪學校 



JR CLEMENT德島                              房型:兩名一室 



12/21(四)第五天    飯店德島縣阿波舞會館體驗鳴門漩渦
淡路島夢舞台明石海峡大橋神戶港飯店 

德島縣阿波舞會館體驗 



鳴門漩渦 



淡路島夢舞台 



明石海峡大橋 



明石海峡大橋 



大阪SOBIAL                                        房型:兩名一室 



12/22(五)第六天飯店大阪城市探索~地鐵 1DayPass飯店 
(挑戰任務-每位參加同學都要撰寫城市探索計畫書，分小隊討
論決定行程後，由領隊老師指導探索) 



大阪SOBIAL                                        房型:兩名一室 



12/23 (六)第七天  飯店市役所21階展望台仁徳陵古墳・
堺市博物館傳統産業會館大阪臨空城OUTLET 關西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士林高商 

市役所21階展望台 



徳陵古墳・堺市博物館 



傳統産業會館 



大阪臨空城OUTLET  



關西國際機場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行李轉盤 



專車返回學校 

～結束七天教育旅行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