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山四國～日本天空之鏡、魔女小豆島、岡山後樂園、賞味溫泉香五日
(含稅)
出發日期：2018/12/16.23

2019/1/20.27.30
2/10.17
現金優惠價：238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本專案行程系以搭乘台灣虎航之團體機位為主。
A.行李說明：特別安排去回程每人各乙件 20 公斤托運行李，以及來回各 10 公斤手提行李。
註：行李若有需要加重，在台灣事先預訂購買，可享有單程多 5 公斤每人只需加 NTD200 元；多 10 公斤則需
加費用 500 元；若現場超過 20 公斤且未事先申請增加重量者，加收金額為每增加 1 公斤費用為 NTD700 元。
B.機上餐點：懷舊排骨飯簡餐去回各乙份。(且機上無法更改其它餐食，不食用者視同放棄，恕不退費)
特殊餐選項：僅提供素食餐，不提供兒童餐等其他選項。
C.未滿 2 歲之嬰兒，機上不提供任何餐點、搖籃及其它任何嬰兒用品。
D.請旅客遵守航空公司規定，需於起飛 2 小時前報到；機場櫃檯起飛前一小時即關櫃，無法再辦理登機手續。
E.虎航機票不可更改來回日期及航班、不可更改行程（航點）、不可轉讓它航或他人使用、機票一經開立即不
可退票。購買團體機票，機票一經開立則不接受《加購托運行李及餐食》服務，旅客如需加購請於櫃檯購買
託運行李或於機上購買餐食。
F.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
G.機上禁帶外食。

行程介紹

★父母濱海岸(天空之鏡)：號稱《日本烏尤尼鹽沼》，是個擁有美麗沙灘而聞名的海岸。淺灘的海水面宛如鏡
子一般，讓地面與天空的交際線變得模糊不清的景色，美的令人屏息。特別是在黃昏的時候，被選為《日本
百大夕陽》的美麗夕陽投映在水面上，就像是整個世界都染上了丹紅色。沙灘上找到一面大型水窪，蹲低身
姿，使相機視角與地面平行，就能拍出天空之鏡的的魔幻美景，或運用道具巧思，或站或跳，拍出專屬的天
空之鏡。
★小豆島：位於高松市東北部，是瀨戶內海中的僅次於淡路島的第二大島。周長約 126 公里，氣候溫暖，有
如地中海，很適合柑橘類植物的栽培，以日本橄欖樹栽培的發源地而聞名，加上氣候溫暖，和南歐地中海相
似，也和希臘愛琴海的米洛斯島締結為姐妹島，島上希臘造型的白色風車高高佇立於山丘上，俯瞰著蔚藍海
洋，成為島上最美麗的地標。
★戀人之路天使之道：著名的戀人朝聖地，傳說中走過天使之路，便可得到幸福。天使之路這個奇觀是在退

潮時才會出現水上的沙洲，可以從小豆島本島一路走至海中的中余島，在樹枝掛上心型的祈福許願繪馬，感
受小豆島的浪漫魅力。
★丸金醬油記念館：小豆島上僅存為數不多的醬油釀造廠。1907 年，在大正年間開業的丸金醬油，走過百年
歲月，從多如繁花開放的關東醬油製造產業中闖出自己的一片天。80 週年時，丸金把創業初期使用的工廠之
一改建為丸金醬油記念館，因特殊的合掌造建築，使其於 1996 年被登錄為國家有形文化財。
朝日啤酒四國工廠：這裡是能參觀朝日啤酒製程的觀光工廠。除了可以隔著玻璃參觀釀造桶和啤酒裝罐作業
等製程外，還有可以實際觸摸麥芽、啤酒花等啤酒原料的展示處，以及介紹朝日啤酒推動事業的照片和說明
板等。參觀完工廠後，還可到開放感十足的玻璃帷幕試飲會場，一邊眺望群山風光一邊試飲新鮮的啤酒。此
外，還備有茶和果汁等，不能喝酒的遊客也可以一起享用。
★少爺音樂鐘：為紀念道後溫泉本館的一百週年，而設立於道後溫泉車站前的放生園。8:00~22:00 之間，每
一小時(週六、周日、國定假日和特別期間為每 30 分)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夏目漱石的少爺是以松山為
舞台的小說，在其中道後溫泉也有登場。
道後溫泉：號稱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據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位於松山市街的東北端，是相當熱鬧的溫泉
區，也是日本著名的溫泉鄉。據日本歷史記載，景行天皇、聖德太子、天智天皇還有許多文人墨客都曾是這
裡的泡湯客。
★少爺列車：2001 年少爺列車重現松山街頭，大受觀光客的歡迎，儼然成為松山到道後最引人注目的景觀，
車廂內的裝潢也是按照老照片復原，木框的窗戶古色古香，連列車長的制服也懷舊復古風。
大步危、小步危(遊船)：此處有因激流形成深谷約 8 公里長的溪谷地帶。搭乘大步危遊覽船由大步峽出發順流
而下更可進一步體驗山谷之美，沿途溪谷岩壁交錯，可見識到德島縣天然記念物～含礫變岩形成之蝙蝠岩、
獅子岩等特殊奇景。
★松山城：花 25 年建城，利用巨石和層層疊疊的城門，圍起一個堅固異常的堡壘。從山下步道盤旋而上，造
訪者無不讚歎那有著完美弧度的石基、細緻又機關重重的木造守衛塔，一道道的大門、檢查哨顯示當時建造
者保護美麗家園的決心，假門、槍眼、石頭洞也表現出當時建築設計者的巧心與技術。
少爺音樂鐘：為紀念道後溫泉本館的一百週年，而設立於道後溫泉車站前的放生園。8:00~22:00 之間，每一
小時(週六、周日、國定假日和特別期間為每 30 分)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夏目漱石的少爺是以松山為舞
台的小說，在其中道後溫泉也有登場。
★道後溫泉：號稱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據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位於松山市街的東北端，是相當熱鬧的溫
泉區，也是日本著名的溫泉鄉。據日本歷史記載，景行天皇、聖德太子、天智天皇還有許多文人墨客都曾是
這裡的泡湯客。
★大步危、小步危(遊船)：此處有因激流形成深谷約 8 公里長的溪谷地帶。搭乘大步危遊覽船由大步峽出發順
流而下更可進一步體驗山谷之美，沿途溪谷岩壁交錯，可見識到德島縣天然記念物～含礫變岩形成之蝙蝠岩、
獅子岩等特殊奇景。
★金刀比羅宮：帶來幸福的金刀比羅宮，一生中至少要參拜金毘羅一次。參拜道路極長，到象頭山山腰的正
宮為 785 級石階，到裏神社是 1368 級的石階，站在正宮前可以一覽壘岐平原。
★岡山後樂園：獲得米其林 3 星級評價的特別庭園。興建於約 300 年前，是日本具代表性的諸侯庭園，作為
日本武士權力的象徵之一，和金澤市的兼六園、水戶市的偕樂園並稱《日本三大名園》。
★岡山城：建於 1597 年，費時八年，為日本百大名城。天守閣因戰禍而付之一炬，並於 1966 年重建。因黑
色外牆好比烏鴉，亦被稱作烏城，與擁有白色外牆的姬路城形成美麗對比，廣受喜愛。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2/23
〔星期日〕
2018/12/27
〔星期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IT214

台北(桃園)

岡山

13:00

16:35

IT215

岡山

台北(桃園)

15:55

17:4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岡山～AEON MALL(晚餐自理)～飯店
集合於台北桃園機場，搭乘專機飛往西日本地區岡山機場，著實的為中國地區帶來便利與發展。
位於西日本中國地區的岡山機場，雖然規模不像關西機場那麼大，而且更臨近倉敷、岡山市區、香川縣等等
景點，對於主要行程在這些地方的旅客，選擇由岡山機場進出，也許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AEON MALL：擁有約 150 家購物中心，顧及老少咸宜，進駐的店舖全方位網羅各個年齡層所需。跟朋友一起
逛也好、帶家人逛也好、或甚至自己一個人逛，保證都不會無聊！很多好看、好買跟好吃的東西，與其說是
一座購物中心，不如說是一座生活娛樂城，吃喝玩樂全包辦。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岡山 VIA INN 或 岡山華盛頓 或 岡山 ARK 或 DAIWA ROYNET 岡山站前 或 岡山國際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飯店～渡輪(新岡山港～土庄港)～土淵海峽～小豆島橄欖公園～寒霞溪公園～丸金
醬油紀念館～天使之道～渡輪(土庄港～高松港)～香川
小豆島：宮崎駿的真人版電影《魔女宅急便》，故事背景充滿歐陸色彩。但拍攝場地其實在日本的四國、瀨戶
內海的小豆島。近年來已變成熱門景點，特產除了手工素麵和醬油的著名產區，還有許多天然的橄欖油製品。
土淵海峽：世界上最狹窄的海峽，1996 年登錄金氏世界紀錄。位於日本瀨戶內海中前島與小豆島之間的海峽，
全長 2.5 公里，最寬處約 400 米，最窄處更只有 9.93 米。
橄欖公園：島上目前約種有 3 萬多棵橄欖樹，集中在中部的小豆島橄欖公園。園內可自由參觀， 設有一間土
產店，除了琳瑯滿目的初榨橄欖油、護膚品和各式食品，還有一所希臘式藍白小屋及一座愛琴海圓錐形風車
給你留影，散發濃厚的地中海風情。
寒霞溪公園(單程纜車)：歷經二百萬年歲月的洗禮形成的奇岩，被選為日本百大風景名所，三大溪谷美之一同
時也是四國另一個響亮的招牌。當天氣睛朗時，站在高達 612 公尺的山頂上視野頓時開闊，瀨戶內海天海一
色的明媚風光一切盡收眼底。在秋楓時節，紅葉燃燒了滿天的華麗遇遍野的楓紅更是把整座山頭點綴的詩意
盎然。纜車停駛時，則搭乘巴士來回。
丸金醬油紀念館：是國家的有形文化財產之一,在這座人字屋頂的紀念館內,通過介紹醬油的制造工程的面板以
及醬油制造中使用的工具展示,能夠知曉醬油的歷史及制造方式。
天使步道散策：有《戀人聖地》之美稱，位於銀波浦內海外灘的島嶼，每天都有兩次的機會因為潮汐關係在
海水退潮時浮現出沙洲步道連結串起各島嶼，趁著退潮時刻一定要散步穿越這天使步道，傳說相愛的戀人一
起牽手走過天使步道戀情將會長長久久，在小島上不時可看見許多祈願繪馬懸掛在樹枝上戀人們的山盟海誓
處處可見，歡迎您也來感受一下這浪漫的魅力。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小豆島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或日式燒烤自助餐+軟飲暢飲
住宿 : 丸龜大倉 或 THE SECOND STAGE 櫻花莊 或 HYPER VILLA 鹽江 或 大江戶溫泉物語雷歐瑪渡假村
或 高松東急 INN 或 高松 WE BASE 或 高松 JR CLEMENT 或 屋島 ROUTE INN 或 中央公園前 DORMY INN
或 高松 JR CLEMENT INN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飯店～朝日啤酒工廠見學～松山城～少爺音樂鐘～道後溫泉足湯～神隱少女湯婆
婆的湯屋～松山(或今治或道後)
朝日啤酒工廠：作為四國第一座大規模的啤酒生產工廠,創建於 1998 年。這裡應用了朝日啤酒公司的尖端生
產技術，被稱作《宜人環保的 21 世紀工廠》，該工廠生產酒精含量較高的特製啤酒及其他各類啤酒和發泡酒。
松山城(來回纜車、不上天守閣)：從 1602 年起，德川幕府的家臣加藤嘉明為了防禦眾多的敵人，花了 25 年建
松山城，利用巨石和層層疊疊的城門，圍起一個堅固異常的堡壘。從山下步道盤旋而上，造訪者無不讚歎那
有著完美弧度的石基、細緻又機關重重的木造守衛塔。一道道的大門、檢查哨顯示當時建造者保護美麗家園
的決心，假門、槍眼、石頭洞也表現出當時建築設計者的巧心與技術。
少爺音樂鐘：在 JR 道後溫泉車站前的放生園中有一個已經成為代表性地標，稱為「少爺機關鐘塔」的機關鍾
塔(????時計) 。少爺機關鐘塔是道後溫泉本館為紀念 100 周年，在 1994 年模仿道後溫泉本館的振鷺閣所建。

由早上 8:00 到晚上 22:00，每小時整點(週末、日本國定假日、3 月、4 月、8 月、11 月、元旦過年、黃金週是
每隔 30 分鐘)播放輕快的旋律，隨著音樂的響起，夏目漱石在其著作《少爺》裏的人物如少爺、瑪丹那、紅
衫等 20 個機關人偶會依序出現，配合悅耳旋律精采演出，是遊客最喜愛拍照留念的地點。
道後溫泉足湯：機關鐘塔的旁邊有可讓路人泡腳的溫泉。這種溫泉稱為「足湯」。足湯對腳部的血液循環很好，
來這裏泡泡腳可以消除疲勞。開放時間由早上 6 點到晚上 11 點，全年無休而且免費，但是要自備毛巾。除此
之外，道後溫泉之中另外有 12 個旅館也可以利用足湯和手湯。算好機關鐘塔演奏的時間來這兒坐著泡腳，看
著機關鐘塔一邊唱歌一邊轉動人偶，書中人物就在眼前上演，非常有趣。
道後溫泉號稱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據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道後溫泉位於松山市街的東北端，是相當熱
鬧的溫泉區，也是日本著名的溫泉鄉。據日本歷史記載，景行天皇、聖德太子、天智天皇還有許多文人墨客
都曾是這裡的泡湯客。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愛媛風味料理
晚餐 : 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自助餐
或 日式風味御膳料理
住宿 : 松山全日空或松山東 REI 或松山 CANDEO 或奧道後壹湯之守或道後彩朝樂或今治國際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飯店～少爺列車(道後溫泉～大街道)～大小步危遊覽船～金刀比羅宮～免稅商店～
父母之濱海岸(日本天空之鏡)～岡山(或香川)
少爺列車(道後溫泉～大街道)：根據原本駛於輕便鐵道上的小型蒸氣機關車復原而成，曾陪著松山人走過明治
大正昭和三個年代，在 1954 年停駛，走入歷史。2001 年少爺列車重現松山街頭，大受觀光客的歡迎，儼然
成為松山到道後最引人注目的景觀，車廂內的裝潢也是按照老照片復原，木框的窗戶古色古香，連列車長的
制服也懷舊復古風。顧名思義，深受喜愛的少爺列車，當然曾出現在小說《少爺》中，被夏目漱石形容為像
火柴盒一樣，少爺每天下課後，就是乘著這種火車前往道後泡湯。
大小步危：位於德島縣西部，吉野川上游的溪谷，發源於石鎚山脈，橫穿愛媛、高知、德島三縣的四國第一
大河～吉野川的幹流，衝擊四國山地的岩石而成的。步危就是行走很危險的意思，峭立的岩石象刀砍斧削一
般，成深深的 V 字形，在那樣的羊腸小道上行走，不管你是大步走，還是小步走都很危險，據說大步危和小
步危因此而得名。
大小步危遊覽船：由大步峽出發順流而下可進一步體驗山谷之美，沿途溪谷岩壁交錯，可見識到德島縣天然
記念物～含礫變岩形成之蝙蝠岩，獅子岩等特殊奇景，自古以來後方的祖谷溪就仗著大不危，小不危的天險
與深山的屏障，成為平家隱性埋名，漁耕維生的最佳地點，被稱為《日本三大祕境》。
金刀比羅宮：日本全國信仰深厚的金刀比羅宮鎮守於象頭山東側山腹，起源於時期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但
在庶民之間廣受歡迎則是源自於江戶時代，參拜伊勢神宮與參拜金刀比羅宮同庶民百姓畢生所期。參拜道路
極長，到象頭山山腰的正宮前 785 級石階，到裏神社是 1368 級的石階，站在正宮前可以一覽壘岐平原。
父母濱海岸：號稱《日本烏尤尼鹽沼》，是個擁有美麗沙灘而聞名的海岸。淺灘的海水面宛如鏡子一般，讓地
面與天空的交際線變得模糊不清的景色，美的令人屏息。特別是在黃昏的時候，被選為《日本百大夕陽》的
美麗夕陽投映在水面上，就像是整個世界都染上了丹紅色。沙灘上找到一面大型水窪，蹲低身姿，使相機視
角與地面平行，就能拍出天空之鏡的的魔幻美景，或運用道具巧思，或站或跳，拍出專屬的天空之鏡。
註：將依照季節安排最佳退潮日落時段前往，但天候狀況為不可抗力因素，無法保證達到最佳觀賞條件，敬
請了解。
晚餐 : 飯店內用晚餐 或 開放式廚房自助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大步危香魚套餐
+軟飲暢飲
住宿 : 丸龜大倉 或 鷲羽山下電 或 岡山 VIA INN 或 岡山華盛頓 或 岡山 ARK 或 DAIWA ROYNET 岡山站
前 或 岡山國際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飯店～岡山後樂園～岡山城～機場／桃園
岡山後樂園：與金澤兼六園、水戶偕樂園並稱《日本三大名園》。佔地 13 萬平方公尺，為江戶時代岡山藩主

池田綱政花費 14 年的時間於 1700 年完成，採借景法之池泉迴遊式庭園，整體的設計不僅只於鑑賞的功能，
也有修身、待客、武術鍛鍊等用途。庭中有田園、茶樹、梅林等，而庭園中心的澤之池可眺望備前富士以及
岡山城，視野堪稱一絕。
岡山城：南北朝時代建造的城。因天守閣的墻壁上被染成黑色,也被稱作《烏城》，經常與塗了白漆的兵庫縣
的白鷺城《姬路城》，的城墻做對比。
前往機場，途中您可再一次的回想在日本所看到的景觀及畫面，抵達機場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結束
此次愉快的日本之旅。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開放式廚房自助餐+軟飲暢飲 或
岡山風味料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