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豆島橄欖公園～金刀比羅宮.大步危遊船.高知龍馬.祖谷溪葛藤橋.道
後溫泉.DIY 烏龍麵五日(高松)
 米其林綠指南星級景點

★寒霞溪～寒霞溪谷歷經二百萬年的歲月刻劃，四季之美如詩如畫，安排搭乘纜車登高
觀賞奇岩峭壁及小豆島美景。
★松山城～與姬路城、和歌山城名列日本三大連立式平山城，為四國地區最大的城堡。
★大步危～乘坐從大步危到小步危方向順流而下的遊船，可以更近地欣賞到溪谷的美
景。
★金刀比羅宮～供奉著海上交通之守護神“金毗羅”聞名。是日本金刀比羅神社、琴平
神社、金比羅神社之總本宮。
★栗林公園～是四國境內最具規模的日本迴遊式庭園，佔地淩駕日本三大名園而聞名全
國；為日式的迴遊式庭園。
 小豆島橄欖樹公園

佔地面積 3 公頃，園內栽植了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多達 19 樣品種約 2000 棵的橄欖樹。
除此之外，希臘風情洋溢的園內也栽培了薄荷、薰衣草…等共 120 種香草植物的「香草
園」，還有希臘式的風車、廣場等，讓人有如置身於浪漫的地中海小鎮。
 醬油故鄉〈丸金醬油記念館〉

內有製程及道工具等的展示等，您可以感受到醬油的數百年悠久歷史及釀造師傅的傳統
手藝，亦可自費品嘗獨特由醬油製作之冰淇淋。
 日本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祖谷溪葛藤橋

祖谷溪為千年前源平合戰中落敗的平家人為躲避追殺逃至此祕境隱姓埋名的地方。祖谷
溪上長約 45 米、寬約 2 米，距離水面約 15 米的祖谷溪葛藤橋是用藤蔓編製的。是日本
三大奇橋之一，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民俗文化財產。
 今治毛巾美術館

世界上非常稀有以毛巾為主題的美術館，這裡展示著毛巾的製作工程到時尚的毛巾製品
等，從最簡單日常生活的毛巾到以毛巾製成的藝術展示品，絕對顛覆您對毛巾的印象。
 神隱少女湯屋～道後溫泉街散策

位於愛媛縣西部，有 3000 年以上的歷史，與兵庫縣的有馬溫泉、和歌山縣的白浜溫泉，
並列為「日本三大古湯」
。讓你悠遊漫步於道後溫泉商店街。
 烏龍麵製作體驗

Flight（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1天

桃 園

高 松

中華航空

CI178

14:30

18:10

第5天

高 松

桃 園

中華航空

CI179

19:10

20:55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Day01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高松空港

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四國的高松空港，在導遊的帶領下順序出關。香
川縣在四國的東北部，位於瀨戶內海國立公園的中心。南部是贊岐山脈連綿不斷，北部是廣闊的贊岐平
原。面積在日本最小，北邊的瀨戶內海上分佈著小豆島嶼等眾多小島，海面上棲息著數目眾多的鳥類，
是風光明媚的地方。在氣候上四季都溫暖少雨，是得天獨厚的溫和晴朗的瀨戶內海氣候。高松市位於香
川縣北部、面對瀨戶內海。作爲四國的大門口，高松市既是交通要地，也是香川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的中心。
早餐 Breakfast

X

午餐 Lunch

機上精緻餐

晚餐 Dinner

住宿 Hotel

日式居酒屋料理 或 飯店內日式風

高松櫻花莊 或 同級

味御膳 或 飯店內和洋式自助餐

★搭乘瀨戶內海渡輪

小豆島→◆途經世界最窄〈土渕海峡〉→★

Day02 搭乘纜車～日本三大溪谷之一～米其林綠指南一星景點〈寒霞溪〉
→小豆島橄欖公園→醬油故鄉〈丸金醬油記念館〉→★戀人聖地〈天
使之道〉
小豆島位於高松市東北部，備贊諸島的東端，周長約 126 公
里，是瀨戶內海中僅次於淡路島的第二大島。有如地中海的
溫暖氣候，很適合柑橘類植物的栽培，而麵線、醬油、芝麻
油、橄欖的生產更是盛行，並以日本橄欖樹栽培的發源地而
聞名。

【特別說明】
※ 如遇 寒霞溪纜車 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安排，則改以巴士上山，並退費團體料金成人 1220 日圓、不佔
床兒童 610 日圓 (不含嬰兒)。
※ 天使之道為海水潮汐變化下形成的天然沙洲步道，每日僅有兩次的乾潮期間能通過，無法預期保證當
日呈現狀況，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
※ 如遇 醬油紀念館 定休日無法安排，行程改安排參觀ヤマロク醤油館，並退費團體料金成人 210 日圓、
不佔床兒童 105 日圓 (不含嬰兒)。
(路過參觀)

土渕海峽

位於小豆島本島與前島之間全長 2.5 公里的海峽，共架設有三座橋梁，海峽最狹窄之處僅有 9.93 公尺，
被金氏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最狹窄的海峽。
寒霞溪

(入內參觀)

與大分的「耶馬溪」、群馬縣的「妙義山」並稱為日本三大溪谷。寒霞溪谷歷經二百萬年的歲月刻劃，肌
理層次分明的奇岩怪石、懸崖絕壁、奇峰連綿，青蒼翠綠的山林樹，四季之美如詩如畫，為小豆島上高
人氣景點。安排搭乘纜車登高觀賞奇岩峭壁及小豆島的美景。
小豆島橄欖公園

(下車參觀)

在小豆島巡遊，會與相當多的橄欖樹林相遇，滿眼的綠意，令人無比舒暢。而拜小豆島得天獨厚的溫暖
氣候所賜，小豆島在明治 41 年時由歐洲引進橄欖並且成為全日本第一個成功栽種橄欖的地區，堪稱日本
橄欖的發祥地。而橄欖樹公園佔地面積 3 公頃，園內栽植了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多達 19 樣品種約 2000
棵的橄欖樹。除此之外，希臘風情洋溢的園內也栽培了薄荷、薰衣草…等共 120 種香草植物的「香草園」，
還有希臘式的風車、廣場等，讓人有如置身於浪漫的地中海小鎮。
丸金醬油紀念館

(下車參觀)

內有製程及道工具等的展示等，您可以感受到醬油的數百年悠久歷史及釀造師傅的傳統手藝，亦可自費
品嘗獨特由醬油製作之冰淇淋。
天使的散步道

(下車參觀)

為小豆島超人氣的自然奇景，因海水潮汐之故，每日僅有兩次的乾潮期才會浮現約 500 公尺長的細白色
沙洲步道，每日兩次的機會讓陸地與銀波浦內海外灘的小島呈現與海天完美弧線的連結，據說只要與生
命中重要之人一起牽手走過就可實現願望的浪漫之地。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寒霞溪日式風味御膳 或 小豆島日式風味御膳

晚餐 Dinner

飯店內總匯自助餐 或 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 Hotel
小豆島海盧 或 同級

小豆島→搭乘渡輪（土庄港〜高松港）→米其林綠指南三星景點〈金

Day03 刀比羅宮〉→免稅店→★香川名物讚歧烏龍麵 DIY 實作體驗→高知
黑洛梅市場
【免稅店】在這裡您可購買到各式日系優質精美禮品
回台饋贈親朋好友。

【高知黑洛梅市場】位於高知市區大街內，為一個室
內型美食廣場及手信店、主要提供道地高知料理及售
賣高知著名特上及手信，不僅味美且價位十分平易近
人，深受觀光客喜愛而高知市居民在下班後也經常前
來小酌一杯的地方，從白天到深夜您想要親身體驗高
知風俗名情， 來到這裡絕對可以讓你吃的滿意喝的開心。

金刀比羅宮

(下車參觀)

位於香川縣西部海拔 521 米的象頭山山腰上。這裏因供奉著被稱爲「金毘羅」的海上守護神而聞名，它
有治療疾病、消災避禍、帶來好運的神明，因此自古以來一直香火興旺。在民間信仰高漲的 14 世紀室町
時代，「參拜金毘羅」是很盛行的一項活動，現在仍有許多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參拜。參拜道路極長，到象
頭山山腰的正宮爲 785 級石階，到奧社是 1368 級，站在正宮前可以一覽讚岐平原。

讚岐烏龍麵 DIY 實作體驗

(特別安排)

由於工作人員非常會帶動氣氛，把無聊的桿麵、切麵等動作統統配上有趣的音樂，加上多樣的腳踩、手
揉等等姿勢，讓烏龍麵 DIY 變得笑聲不斷，好笑到連台灣美人林志玲，還有車展美人相馬茜，以及已經
過世的漫畫家手塚治虫等等都曾來玩過。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香川名物讚歧烏龍麵 DIY 體驗+御膳料理

晚餐 Dinner

飯店內總匯自助餐 或 飯店內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 Hotel
土佐皇家 或 同級

高知→桂濱公園海灘散策〜阪本龍馬銅像→〈大步危峽〉遊船→日

Day04 本最後的祕境～日本三大奇橋之一〈祖谷溪葛藤橋〉→道後溫泉散
策〜宮崎駿「神隱少女」湯屋〜少爺音樂鐘→道後溫泉
特別說明
※如遇葛藤橋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安排，將退回團體料金
成人 500 日圓、不佔床兒童 250 日圓 (不含嬰兒)。
※ 如遇大步危遊船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安排，將退回團體
料金成人 980 日圓、不佔床兒童 490 日圓 (不含嬰兒)

桂濱公園

(下車參觀)

位於龍頭岬和龍王岬間的桂濱，翠綠的松林，色彩繽紛的小石子，碧藍的太平洋，如大自然敞開大門迎
客的庭院，成為高知代表的觀光名所。附近有座紀念幕府末期名人坂本龍馬、極具代表性的「坂本龍馬
像」伴著壯闊的太平洋，吸引各地遊客到訪。

大步危峽觀光遊覽船

(特別安排)

欣賞自然生動而壯觀的大步危和小步危，是吉野川穿越四國山地而切割出令人讚嘆的自然絕景，長約 6
公里，從聳立陡峭的懸崖欣賞岩壁及峽谷之美。特別安排搭乘★【大步危峽遊覽船】行船時間約 30 分鐘，
沿途兩岸 2km 長的奇岩怪石與千疊敷景勝相當壯麗。

奧祖谷藤蔓橋

(下車參觀)

祖谷溪為千年前源平合戰中落敗的平家人為躲避追殺逃至此祕境隱姓埋名的地方。欣賞自然生動而壯觀
的大步危和小步危，是吉野川穿越四國山地而切割出令人讚嘆的自然絕景。祖谷川上長約 45 米、寬約 2
米，距離水面約 15 米的葛藤橋是用藤蔓編製的，是日本三大奇橋之一。

(下車參觀)

道後溫泉本館

道後溫泉本館建於 1894 年，三層木結構的公共浴場古色古香，宮崎駿動畫片中神隱少女的錢湯就是以道
後溫泉本館為背景描繪。大文豪夏目漱石曾經居住在本館二樓，日本唯一的皇室專用溫泉浴池「又新殿」
則位於本館東側，浴池周圍使用高級的庵治石材，為整體的華麗平添一份優雅質感。

少爺音樂鐘

(下車參觀)

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少爺」是一部以松山及道後溫泉為舞台的小說，而在這個故事當中的登場人物會跟
著時鐘一同出現。鐘的外觀以道後溫泉本館的「振鷺閣」為原型，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每到整點便會
發出叮叮噹噹的音樂聲，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形形色色的人偶陸續登場伴隨著熱鬧繽紛音樂擺動，
吸引每位到訪旅人的目光。

道後溫泉街散策

(下車參觀)

【道後溫泉街散策】道後溫泉，位於愛媛縣西部，有 3000 年以上的歷史，與兵庫縣的有馬溫泉、和歌山
縣的白浜溫泉，並列為「日本三大古湯」
。您悠遊漫步於道後溫泉商店街，在溫泉街入口的紅身綠頂●【少
爺音樂鐘】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的每整點時分，在叮叮噹噹的音樂聲中，形形色色的人偶即將陸續登
場伴隨著熱鬧繽紛音樂擺動著，絕對吸引在場每位遊客的注目。一旁的●【放生園足湯】吸引了路過的
旅人在此駐足。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川魚塩燒鄉土風味料理

晚餐 Dinner

日式燒肉吃到飽 或 日式居酒屋料理

住宿 Hotel
奧道後 或 同級

Day05

米其林綠指南二星景點〈松山城〉～★搭乘來回纜車登山頂(不上天
守閣)→日本主題首座毛巾美術館→★米其林綠指南三星景點〈栗林
公園〉→高松 SHOPPING MALL→高松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 高 松 SHOPPING MAILL 】 日 本 很 多 城 市 內 都 可 以 看 的 到 的
SHOPPINGMALL，商場型態和百貨公司很類似販售著生活用品、服
飾、家電，當然也設置多家餐廳提供各式口味美食讓您可以在此享
用美食，大家最喜愛的超市也是不可缺少的讓許多當地民眾或是遊
客相當喜愛來前來可以逛的開心買的滿意。
最後愉快豐富的旅行過得特別快，五天的點點滴滴、時時刻刻為您
的旅遊日記畫上美麗的回憶。帶著您滿滿的行李及美好的回憶，搭乘專車前往高松空港搭舒適客機返回
台北您溫暖的家，我們也期待和您再一次相會。
※ 如遇 松山城纜車 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安排，行程改步行上松山城，並退將退回纜車團體料金成人 500
日圓、不佔床兒童 250 日圓 (不含嬰兒)。
稍晚整理行裝，專車前往高松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台灣，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旅程。
松山城『上天守閣』

(入內參觀)

又名金龜城、勝山城，位在四國愛媛縣松山市市中心海拔 132 公尺的小山丘之上，與姬路城、和歌山城
名列日本三大連立式平山城。是賤ヶ岳合戰當中有名的七本槍的其中一人加藤嘉明所建築的四國最大的
城。巧妙的配置了門櫓、狹間、石落、石垣等裝置，是攻守機能優越的日本第一的連立式天守。平成 18
年被選定為日本百名城，並與道後溫泉一同選定為美麗日本的歷史的風土百選。
毛巾美術館(今治毛巾美術館 )

(入內參觀)

世界上非常稀有以毛巾為主題的美術館，這裡展示著毛巾的製作工程到時尚的毛巾製品等，從最簡單日
常生活的毛巾到以毛巾製成的藝術展示品，絕對顛覆您對毛巾的印象。另有各式以毛巾製作的各式主題
紀念品區、咖啡屋、土特產品商店等。
栗林公園

(入內參觀)

是日本四國地區最著名的庭院，號稱一步一景，分為南、北兩個庭園，南庭為迴遊式庭園，北庭是近代
的準洋式庭院。總面積約 75 公頃，是全日本被指定為特別名勝的庭園之中最大。栗林公園以翠綠的紫雲
山為背景，由 6 個水池、13 座假山以及 10 多個亭閣巧妙的佈局而成，處處景緻皆不同，四季呈現不風
貌同，整個庭園景緻優美，可與三大名園媲美，從日本江戶時期就一直聞名至今。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日式和風定食

晚餐 Dinner

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 Hotel
甜蜜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年：10/23

團

$39,600 元

費

訂金:10,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200 萬旅行業責任
費用包含

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自行前往機
場者 或 限桃園以北；超過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500 元)。

費用不含

護照、床頭、行李小費、禮貌性質小費等、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