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機直飛
日本四國

日本四國龍河洞 小豆島五日

★入住小豆島．暢遊日本三大溪谷之一【寒霞溪】
★日本三大奇橋之一【祖谷葛藤橋】
★懸浮於崖上的【Sea House 海景咖啡廳~喝咖啡】
★日本三大鐘乳石洞之一【龍河洞】

日期：

3/15-19

團 費：

★日本秘境百選之一【大小步危峽谷遊船】
★日本最古老的溫泉街【道後溫泉古街】
★日本最大的庭園【栗林公園】
★日本最完整的本丸建築天守閣【高知城】

33000 元

12 月 30 日前 報名
《繳現金送領隊小費》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 10000 元，餘款請於說明會時繳清。搭商務倉加 3000 元
※此航線為包機行程,依航空作業規定需「團進團出」,機位為 100%成行率，如取消則會沒收全額訂金。
費用包含：1.旅遊團費（交通、住宿<二人一室>、膳食）
2.履約險 200 萬附 20 萬醫療
費用不含：1.私人一切費用
2.新辦證件費 (護照)
3.領隊小費

航班(華航)：★去程～高雄15：50/高松19：35
高雄高松機場

★回程～高松20：35/高雄22：55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第1天 住宿：高松櫻花莊 或丸龜大倉飯店 或 鹽江 VILLA 或 新樺川觀光飯店 或同級
搭乘渡輪(高松港～土庄港)前往魔女宅急便拍懾地【小豆島】橄欖樹公園、～日本三大溪谷之一【寒霞溪】
(單程纜車)～【二十四瞳映畫村】～【丸金醬油紀念館】～【土瀏海峽】～【天使之道】～小豆島溫泉

第2天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小豆島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溫泉會席料理 或自助餐
住宿：小豆島天空海盧 或 小豆島水明 或 小豆島國際 或 BAY RESORT 小豆島飯店 或 同等級旅館

(搭渡輪)～日本三大奇橋之一【祖谷葛藤橋】～日本秘境 100 選之一【大小步危峽谷遊船】～【少爺列車】
(無搭乘)～【少爺音樂鐘】～【道後溫泉古街】～神隱少女。湯婆婆的湯屋～道後溫泉

第3天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香魚日式料理
晚餐：飯店溫泉會席料理 或自助餐
住宿：道後彩朝樂或 松山東急 REI 或 松山 CANDEO 或 今治國際 或 同級旅館

道後～日本三大鐘乳石洞之一【龍河洞】～懸浮於崖上的【Sea House 海景咖啡廳~喝咖啡看海景】→
國家天然紀念物【伊尾木洞】【土居廓中．武家屋敷】古街散策～【野良鐘台】～飯店
第4天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餐
住宿：土佐皇家或高知 DORMY INN 或 同級

晚餐：自助式燒肉吃到飽

飯店～【高知城】(上天守閣)～【桂濱公園】～日本最大庭園【栗林公園】～免稅店～高松 AHON 商城～
第5天
高松高雄機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讚岐烏龍麵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宿：甜蜜的家

貼心說明：導遊車上推薦當地土特產給各位貴賓當伴手禮，自由選購不強迫購買。

全日旅行社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30號 07-3119745

日本 四國龍河洞 小豆島五日遊
【高雄包機．直飛日本四國】

班機日期
2020/03/15
〔星期日〕
2020/03/19
〔星期四〕

第1 天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7760

中華航空

高雄

高松

15:50

19:35

CI7761

中華航空

高松

高雄

20:35

22:55

高雄／高松～香川

高松市
位於香川縣北部、面對瀨戶內海。作為四國的大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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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松車站有各條鐵路通向四國各地，高松港內還有去瀨戶內海各島的渡船。在 17 世
紀江戶時代，這裏作爲松平家族的“城下町”（以諸侯的居城爲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而繁盛起來，
現在仍然保留著許多名勝古跡。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X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高松櫻花莊 或丸龜大倉飯店 或 鹽江 VILLA 或 新樺川觀光飯店 或同級

第2 天

飯店～小豆島(渡輪：高松港～土庄港)～小豆島橄欖公園～寒霞溪公園(單程
纜車)～二十四瞳映畫村～丸金醬油紀念館～土瀏海峽～天使之道～飯店

【小豆島】位於高松市東北部，備贊諸島的東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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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島
上，可以同時欣賞海與山的景觀。地處山間的國立公園寒霞溪是日本三大溪谷美景之一，在奇石中前行
的纜車驚險刺激。在小島美麗的自然環境和殘留的古代地域文化中，花費一定時間創作一件藝術品，也
是非常獨特的魅力。
香川縣的縣花是橄欖花。縣樹是橄欖樹。日本的橄欖栽培，始自 1908 年，小豆島以「日本橄欖栽種起源
地」而廣為人知。小豆島橄欖公園就是一個被橄欖樹圍繞的地方。這裡有希臘風的建築物，能讓人接觸
到橄欖的歴史與魅力。有著小島的瀨戸內海，讓人感覺像是在地中海般地平靜。
【橄欖樹紀念公園】園內有香草園、地中海風格的橄欖紀念館、希臘式風車以及廣闊橄欖園。是日本的
橄欖栽培發源地，映襯著有日本的愛琴海之稱的瀨戶內海，景色宜人。橄欖開花在 5 月下旬~6 月上旬之
間，果實採收在 9 月下旬~12 月下旬。
【寒霞溪】與大分的耶馬溪、群馬縣的妙義山並稱為日本三大美麗溪穀。由火山活動形成的溪谷歷經悠
長歲月的侵蝕，形成了奇石巨岩、懸崖絕壁、奇峰連綿等壯美的景觀。春天的新綠、秋天的紅葉和溪穀
的景色美不勝收，吸引了大量遊人前來，是非常受歡迎的景點。此外，乘坐連接山腳和山頂的寒霞溪索
道時，迎面而來的垂直岩壁令人有觸目驚心之感。※纜車停駛時，則搭乘巴士來回，加贈每人冰淇淋一
支，恕不退費。
【二十四曈映晝村】為日本著名小說家壺井榮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之一，以昭和時代初期的小豆島為
舞台，可說是日本版的《春風化雨》描寫一位小學老師和十二個學生在二次大戰中經歷了戰爭的無情一
群學生與老師相知相惜的故事，至今這部作品已先後兩次被搬上銀幕，兩次的攝影佈景都保留在這個電
影村，可以使人感受到當時島上的風情。
【醬油紀念館】在陽光普照的瀨戶內海，溫暖氣候、乾燥少雨，適合栽種橄欖樹、小麥、芝麻。讓小豆
島生產的橄欖油、手工醬油、胡麻油，無論是品質或產量都居於日本之冠。小豆島手工醬油，歷史也超
過 400 年，是日本四大醬油產地之一，當地醬油達人循傳統方式，長時間釀製，讓醬油的味道甘甜獨特，
連《料理東西軍》節目也千里迢迢來尋找醬油達人。當地丸金醬油紀念館，是利用舊的醬油工廠改建而
成的紀念館。以簡單明了的方式，介紹醬油的製作過程。
早餐：飯店內
午餐：小豆島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總匯自助餐或日式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小豆島天空海盧 或 小豆島水明 或 小豆島國際 或 BAY RESORT 小豆島飯店 或 同級

第3 天

搭渡輪～祖谷葛藤橋～大小步危峽谷遊覽船～少爺列車(無搭乘)～少爺音
樂鐘～道後溫泉足湯～神隱少女(湯婆婆的湯屋)～道後(松山或今治)

【祖谷溪‧葛藤橋】素有日本「三大秘境」美稱之一。將四國山地切割成 V 字形斷崖絕壁的水源溪谷。
因吉野川上游支流的『祖谷溪』流經了四國的山脈，而形成的天然秘境溪谷。橫跨祖谷溪上的「葛藤橋」
，
長 45 公尺、寬 2 公尺、高 15 公尺，是由葛藤（KASURA）編造而成的。渡橋時搖搖擺擺，驚險無比。
據傳說在古時，戰爭中失敗的平氏族人為了逃避源氏的追殺，而搭建隨時可以斬斷，方便阻擋追兵去路
的葛製吊橋。現在，為了安全上的考量，每三年會更換一次藤葛以供遊客前遊玩觀賞。採由北至南單向
通行的渡橋方式，步行時的晃動，再加上橋下清晰可見的溪流令人震撼不已。其特殊的構成更是被稱為
日本「三大奇橋」之一，是德島縣的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
※如遇葛藤橋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安排，將退回團體料金每位 500 日圓(不含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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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ラクリ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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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後溫泉商店街】道後商店街是觀光客到松山市必訪的購物美食熱門景點，各式五花八門的必吃必買
美食商品令人眼花撩亂，像是人氣第一的毛巾捲蛋糕、有 400 年歷史的鄉土料理炸魚板………，各式特
色伴手禮應有盡有一次購足。商店街上方有遮風避雨的圓頂拱廊，讓觀光客有逛街舒適的環境。
【道後溫泉】相傳開池至今已 3000 年歷史之道後溫泉，號稱天下第一古湯。早在日本古書「萬葉集」中
就已經出現，上至日本天皇下到平民老百姓都曾享受過這裡的溫泉。這裡的泉水終年不斷、是溫度約在
40～50 度之間的弱鹼性溫泉。道後溫泉有個「白鷺傳說」，相傳曾有一隻腳部受傷的白鷺，傷口因泡了
道後溫泉後不藥而癒，因此人們相信道後溫泉有著可讓人元氣滿分及療傷的作用，至今道後溫泉本館的
振鷺閣上仍裝飾著一隻白鷺，優雅地佇立著似乎訴說著對道後溫泉訴不盡的感恩。
早餐：飯店內
午餐：大步危香魚料理
晚餐：飯店內總匯自助餐或日式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道後彩朝樂或 松山東急 REI 或 松山 CANDEO 或 今治國際 或 同級旅館

道後～日本三大鐘乳石之一『龍河洞』～懸浮於崖上的『Sea House 海景咖

第4 天

啡廳～喝咖啡看海景』→國家天然紀念物『伊尾木洞』→土居廓中．武家屋
敷古街散策～安藝市的地標『野良鐘台』田園風光→～飯店

【龍河洞】是 1 億 7,500 萬年前形成的天然鐘乳石洞，龍河洞與本州山口縣的秋芳洞、岩手縣的龍泉洞
並列為日本三大鐘乳石洞也是高知縣第一級的觀光景點。在這裡可以欣賞青藍色的地底湖、石筍、石柱
鐘乳石洞等神秘美景，也有祖先遺留、現在已被鐘乳石化的人造土器。洞窟出口附近有日本彌生時期(前
5 世紀~3 世紀)遺留下來的取火痕跡等人類生活遺蹟，全世界史無前例。日本國家指定史跡，天然記念物。
【Sea House 海景咖啡廳】網路上爆紅打卡景點，太平洋絕景咖啡廳「Sea House」，浩瀚太平洋絕景盡收
眼底，眺望眼前的水色風光，儼然漂浮在海上那般地如夢似幻，彷彿身體也因為潮浪起落的擺盪，而被
輕輕地上下搖晃。
【伊尾木洞】伊尾木洞是高 5 米，寬３米，全長約 40 米的海蝕洞，洞窟內壁生長著數萬年前原始生態
系，蕨類及貝類化石隨處可見，追溯 300 萬年前沈積在海底的洞穴因造山運動浮出地表，被指定為國家
天然紀念物，亦為知名能量景點。附設巴士停車場，徒步五分可達，洞內氣溫舒適適合夏季避暑，團體
亦可免費租借雨鞋。
【土居廓中・武家屋敷】土居廓中武家屋敷是位於高知縣安芸市的武士住宅。14 世紀前半時期在安芸家
支配大部份的安芸市土地時，建立了安芸城。安芸家衰落的 17 世紀開始的江戶時代被土佐藩佔有，作
為城下町在土居廓中重新整頓。
「土居廓中」的「土」有土製堤防和土製圍牆的意思、
「廊」指的是土牆
所圍繞的地區、
「中」則有被圍繞的中心地的意思。在江戶時代，土居廓中是只有武士才能夠住的地方，

直到現在武士的住宅還是並列在這裡。以竹和烏岡櫟種植而成的籬笆在這個地方來說是武士住宅才會擁
有的特徵。
【野良鐘台】野良時計是這家民宅主人在 1887 年自己購買零件、拼裝而成的時鐘，把時鐘安裝在自家門
前，農人的作息都以這鐘為準，在當時的鄉村可是了不得的大事。現在這座一百多歲的老時鐘仍然滴答
滴地走著，襯著白色的牆壁和深色的屋瓦，成為一幅非常美麗的田園風景，野良時計儼然成為安芸的代
表，刻畫著安芸的過往和未來。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住宿：土佐皇家 或 高知 DORMY INN 或同級

第5 天

晚餐：燒肉吃到飽

飯店～高知城(上天守閣)～桂濱公園→米其林三星級名勝~栗林公園→免稅
店→高松 AHON 商城→高松高雄

【高知城】(上天守閣) 於高知縣高知市(舊土佐國土佐郡高知)，其 4 層 5 樓的天守閣是日本僅存 12 座的
現存天守之一，極為珍貴。城郭的形式是梯郭式平山城(城郭構造的一種)。現存的城堡是日本江戶時期
初期，由土佐籓第 1 代籓主山內一豐著手動工，第 2 代籓主山內忠義完成，共花費 10 餘年才完工。現在
留存的天守閣、御殿、追手門等 15 棟建築，皆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遺產。擁有天守閣的本丸是日本全
國唯一由天守閣和御殿等建築組合而成，非常珍貴，本丸御殿及天守閣共稱為懷德館，是歷史資料館。
重要文化遺產，國家史跡，日本百名城。
【免稅商店】在此可選購您喜愛的名產，琳瑯滿目，多元化的商品，提醒您把握時間盡情選購。
【栗林公園】原為高松籓主生駒高俊的行館，後經松平氏整頓成傳統式庭園建築，歷時 100 年之久， 才
於第五代籓主手中完成，這座被人們稱為「75 萬平方公尺的繪畫世界」，是座典型的日本庭園，有五座
池泉和小橋，四季鳥語花香，園內百花齊放美不勝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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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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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讚岐烏龍麵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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