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6JYN03CI9 

香川假期～四國、小豆島、人氣雙百選、岡山美觀倉敷、 

地中美術館溫泉饗宴賞楓 5 日【高松包機來回】 
   

行程特色 
『走訪景點熱門地點』～ 

◎紅葉饗宴 

 

★寒霞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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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搭乘纜車登高觀賞奇岩峭壁及小豆島的

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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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可以觀賞到蝙蝠岩和獅子岩等怪石。 



 

 

★金刀比羅宮～位於香川縣西部海拔 521 米的象頭山山腰上，供奉著海上交通之守護神“金

毗羅”而聞名。是日本全國金刀比羅神社、琴平神社、金比羅神社之總本宮。   

 

 

★日本最後的祕境～祖谷溪葛藤橋～日本三大奇橋之一，用藤蔓編製的。被指定為國家的重

要民俗文化財產。 



 

 

★栗林公園～已有 300 年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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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龍麵製作體驗 

 



 

＊以下行程標示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  

第 1 天 

★栗林公園 特別安排品嚐日式和果子+抹茶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讚岐烏龍麵的故鄉�香川縣� 高松空港→75 萬平方公

尺的繪畫世界 號稱�一步一景�栗林公園 品嚐日式和果子+抹茶→搭乘渡

輪 �高松港~土庄港�→魔女宅急便拍攝地 小豆島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飛往讚岐烏龍麵的故鄉�香川�降落於

高松空港〈今日精彩行程即將開展 
 
◎�栗林公園�原為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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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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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名勝〈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溫泉迎賓料理或豪華自助

餐  

旅 館「小豆島  海廬 HOTEL 或 OLIVEAN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寒霞溪~搭乘纜車�賞楓名所�→丸金醬油紀念館→橄欖樹公園→天使散步道

→24 瞳和平紀念像→搭乘渡輪 �土庄港~高松港�→琴平 

●�寒霞溪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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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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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居日本之冠〈小豆島手工醬油︽歷史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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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舊醬油工廠改建而成的

紀念館〈以簡單明瞭的方式︽介紹醬油的製作過程〈合掌式工場更被列為文化遺產〈 
 
●�橄欖樹公園�園內有香草園︾地中海風格橄欖紀念館︾希臘式風車以及廣闊橄

欖園〈是日本的橄欖栽培發源地︽映襯著有日本愛琴海之稱的瀨戶內海〈橄欖開花

在 6 月上旬︽果實採收在 9 月下旬〈 
 
★�小豆島天使步道散策�有戀人聖地之美稱﹀位於銀波浦內海外灘的島嶼︽每

天都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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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也一同來感受一下這浪漫的魅力!! 
 
�特別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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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預期亦無法保證當日呈現狀況︽敬請瞭解〈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和風定食料理 晚餐﹪飯店溫泉迎賓料理或豪

華自助餐  

旅 館「百選溫泉 櫻之抄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搭乘渡輪 �高松港~直島�→安藤忠雄建築大師設計 地中美術館→搭乘渡

輪 �直島~兒島宇野港�→日本三大迴遊式名園 岡山後樂園→倉敷美觀地

區 號稱�一街一景�→OUTLET PARK 精品廣場→m 下電溫泉 

●�地中美術館�依靠山腰俯瞰直島南方海岸的一所獨特現代藝術博物館〈是由安

藤忠雄設計的精心傑作︽大部分的建築物建於地下,完全用自然的光闡明室內的作

品〈 美術館的第一批展品是 Claude Monet 的睡蓮系列〈 跟 是 James Turrell 利

用光學的作品︽包括"天空空間"系列中的"天空"︽ 另外同系列中的其他作品則在世

界各地展出︽包括金澤 21 世界博物館〈 最後還有 Walter De Maria 的作品「"時間.
永 .沒空"〈 
 
◎�岡山後樂園�津田永忠奉岡山藩主池田綱政之命開始著手建造︽浩大的工程

花費了約 14 年的歲月才大致完工︽由於後樂園中藏有為數眾多的江 時期的繪卷︾

池田家的紀錄與文物︽並可從中窺見 史的變遷︽ 是地方上極為稀有的�大名庭園�

�大名「地方諸侯︾武將�〈 與金澤的�兼六園�和水戶的�偕樂園�並列為�日

本三大名園�〈 
 
●�倉敷美觀�倉敷美觀地區尚保存著日本江戶時期直轄地盛極一時的繁榮情景︽

一街一景都有著樸實的風味〈流過整個倉敷美觀地區的倉敷川是 1 條由石垣砌成的

河道︽其中有 10 座青石拱橋跨越兩岸〈兩岸儘是看不盡的楊柳與櫻花〈漫步在古

意盎然的純樸街道中︽沿途可以欣賞商人們用於貯存貨物的白色牆壁的倉庫︽至今

尚保存著的貨場︾大八車(過去運送物資的車)通行的石板路︾相當於古時的路燈的

常明燈等等︽反映出當時的繁榮景象〈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和風定食料理 晚餐﹪飯店溫泉迎賓料理  

旅 館「下電溫泉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車經瀨戶大橋→金刀比羅宮 讚岐烏龍麵體驗→大步危賞楓遊船�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日本三大秘境 祖谷溪賞楓�10 月下旬~11 月中旬�→高松 

◆�瀨戶大橋�欣賞雄偉的鐵公路併用的瀨戶大橋︽瀨戶大橋在 1988 年竣工︽造

價相當於台幣 44 億〈21 世紀日本最偉大的建築〈全長 12.3 公里的瀨戶大橋是由 3 
座吊橋︾2 座斜纜橋和 1 座桁架橋等 6 座橋組成︽是全世界少有的雙層橋︽上層

是公路橋︽下層是火車的鐵路橋〈 
 
 
 



●�金刀比羅宮�位於香川縣﹀這 因供奉著被稱 金毗羅的海上守護神而聞名︽

祂是治療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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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金毗羅很盛行的一項活動︽現在仍有許多人從

全國各地趕來參拜〈座落於一酷似象頭的山上宮內更有兩院被列為日本國家重要文

化財︽而金刀比羅宮著名的表參道石階共計有 785 階︽在石階的兩旁有許多販賣土

產的商店您可以一邊悠遊的散步滿足視覺的享受〈 
 
★�體驗 DIY 讚岐烏龍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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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步危溪谷遊船�素有日本三大秘境美稱︽因吉野川貫川四國山脈而切割出

大步危峽谷及小步危峽谷而形成天然的秘境溪谷︽因長年歲月的洗禮而形成獨特景

緻︽�步危�是用來形容大步走也危險小步走也危險的山崖之意︽而峭立的岩石像

刀砍斧削一般︽因而有大步危之稱〈在高知與大步危之間的山谷風光相當壯麗︽坐

普通車可以好整以暇地把沿途峽谷與山櫻景觀慢慢看個夠︽倒也是種享受︽我們特

別安排各位貴賓從聳立陡峭的懸崖之間乘坐遊覽船沿途遍佈櫻花︾岩杜鵑︾楓樹紅

葉等四季時令花卉更是將峽谷炫染得五彩繽紛更是透過另一個角度欣賞大步危溪谷

的另一種美〈 
 
●�祖谷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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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烏龍麵定食料理 晚餐﹪溫泉飯店迎賓料理或

豪華自助餐  

旅 館「百選溫泉 琴參閣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綾川 AEON→高松空港 高雄 

早餐後前往 AEON 購物廣場︽奏由購物逛街〈隨後前往高松空港﹀帶著五天滿滿的

回憶和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

五日遊〈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溫暖的家  

 航班參考 
 

日期 
星

期 
航空公

司 
班機 

起飛機

場 
起飛時

間 
抵達機

場 
抵達時間 

2016/11/03 四 
中華航

空 
CI7760  

小港機

場  
08:45  高松 

2016/11/03 
12:30  

2016/11/07 一 
中華航

空 
CI7761  高松  13:30  

小港機

場 
2016/11/07 

16:00  

價格參考應付訂金「 $15,000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 小孩加床 嬰兒 

參團費 $44,800 $44,800 $39,800 $44,800 $4,000 

 	
	
	
	
	
	
	
	
	
	
	

三	 立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 10 號 5 樓	
TEL:07-3131412	 	 	 FAX:07-313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