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 參考航班
(桃園來回)
日

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2019/03/27(三)

桃園關西

中華航空 CI156

08:10-11:40

2019/03/31(日)

關西桃園

中華航空 CI173

19:05-21:05

(高雄來回)
日

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2019/03/27(三)

高雄關西

中華航空 CI166

07:00-10:40

2019/03/31(日)

關西高雄

中華航空 CI177

20:35-22:50

◎ 出發日期、團費
2019/03/27(三)

NT$79,800 元

團費包含：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綜合責任險。
◆導遊‧司機小費
團費不含：
◆新辦護照用費 NT 1,400
◆行程中未列出之額外項目：行李、床頭小費等、自費項目、房間服務、飲料、酒水、
電話費、個人行李超重費…等支出
特別說明：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商務艙請洽詢 07-5523066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1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高雄(桃園)／關西→神戶神戶夙川公園→神戶港

▼參考路程：
關西空港= = (約 1 小時)= =神戶夙川公園= = (約 30 分鐘)= =神戶港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專機飛往日本【關西機場】。抵達後前往享用午餐。
◆【神戶夙川公園(賞櫻)】(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又名「夙川河川敷緑地」，位於兵庫縣西宮市，由
夙川最北面近夙川學院短大附近的銀水橋，至到南
面香櫨園海岸的大約 4 公里 的夙川沿岸，而其中北
夙川橋南面的 2.7 公里 沿岸種植了超過 1700 棵櫻花，
主要為吉野櫻，此外還有山櫻、大島櫻品種等。夙
川公園在戰後開始種植櫻花，並在 1990 年被日本櫻
花協會選為「日本賞櫻名所 100 選」之一。
◆【船遊神戶港(晚餐)】
白天視野開闊您可以欣賞到陸地上看不到的
迷人景色。在船上眺望天空遠望大海和岸邊的
神戶街道，這樣組合就融匯出了迷人景色。從
船上可以欣賞到神戶璀璨奪目的夜景 夜晚、
這裡有浪漫迷人的情調，適合與最親愛的人一
起共享美酒佳餚、欣賞神戶璀璨奪目的夜景。

■餐食：早餐／機上

午餐／涮涮鍋料理

晚餐／神戶港遊船晚餐

■住宿：神戶 OKURA HOTEL 或 KOBE MERIKEN PARK ORIENTAL HOTEL 或 Kobe Bay Sheraton Hotel &
Towers 或同級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2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神戶→明石公園→明石大橋‧舞子海上步道→淡路花迴廊→洲本溫泉

▼參考路程：
神戶 =(約 45 分鐘)= =明石公園= =(約 20 分鐘)= =明石大橋‧海上步道= =(約 45 分鐘)= =淡路花迴廊= =
(約 50 分鐘)= =洲本温泉

◆【明石公園】(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公園佔地廣大，都是賞櫻地點 TOP100 之一。明石城在明石公
園之中。明石城特徵就是兩個美麗的望樓。在入口有裝扮為武士
的機器人。機器人會敲打太鼓報時。此處在春天也以賞櫻景點聞
名。公園內更有許多植物，可一邊欣賞大自然一邊散步。
◆【明石大橋】
明石大橋連接神戶與淡路島，全長 3911 公尺，是全世界最長的吊橋，聯絡兵庫縣(淡路島)與神戶之
間的跨海吊橋－明石海峽大橋；搭乘電梯登上※【舞子海上步道】，踏在玻璃的腳下即是海，絕對讓
您驚嘆不已喔！展望雄偉的明石大橋與藍天蔚海互相輝映，形成一幅美麗的風景。
◆【兵庫縣立淡路花迴廊】
是個 1 年四季都能夠欣賞到各種花卉之美的觀光景點。春
天是一面油菜花與紫花菜；夏天為向日葵與鼠尾草；秋冬
則是大波斯菊等，隨著季節的不同，呈現給大家的姿態也
會改變真的非常迷人呢！

■餐食：早餐／飯店內
■住宿：洲本溫泉 渚之莊

午餐／日式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

花季 https://www.awajihanagoyomi.com/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3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洲本溫泉→鳴門海峽‧渦潮觀潮船→淡路人形座→英格蘭之丘→洲本溫泉

▼參考路程：
洲本溫泉= = (約 50 分鐘) = =鳴門海峽= = (約 30 分鐘) = =淡路人形座= = (約 30 分鐘) = =英格蘭之丘= =
(約 30 分鐘)= =洲本溫泉

◆【鳴門大橋觀潮 ～世界三大海潮】
鳴門大橋下的鳴門海峽位於瀨戶內海和紀伊水道的交接
口，每次漲潮時兩個水域會産生約 1.5 公尺的水位落差，
導致兩股水流互相牽引，橋下的海面就會形成無數個漩
渦，使得海面異常的波濤洶湧，是世界少有的特殊景觀，
於鳴門大橋上設立的觀潮步道透過透明玻璃往下俯瞰，
是觀賞漩渦奇景的絕佳地點。【※搭乘渦潮觀覽船】，近
距離感受世界最大渦潮所帶來的震撼。
※渦流有分觀賞時段。依照時間，也可能不會出現渦流，另外，每天時間都不固定。
※如遇天氣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觀覽船停駛，則改為前往鳴門橋渦之道觀賞渦潮，並每人退費，敬
請了解。
◆【淡路人形淨琉璃（國家指定重要非物質民俗文化財產）】
源自與國土起源神話頗有淵源的「戎舞」，是一種通過三人分工操作的木偶、義太夫、粗桿三味線琴
來表演的淡路島代表性傳統表演藝術。在繁盛期的江戶時代中期，有超過 40 個人形座，將人形淨琉
璃的魅力傳到了全國各地。在南淡路市的淡路人形座可領略江戶時代的文化精粹。
◆【英格蘭之丘】
是以英國的湖區為主題的農業公園。受大自然環繞的寬廣佔地中
可觀賞四季花卉。也可以和無尾熊、山羊、兔子等動物互動。此
外，園內隨處可見各種季節的花卉，隨著季節不同也能夠欣賞到
各種美景！

■餐食：早餐／飯店內
■住宿：洲本溫泉 渚之莊

午餐／西式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

花季 https://www.awajihanagoyomi.com/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4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洲本溫泉→淡路夢舞台(明石海峽公園‧奇跡之星植物園)→有馬溫泉

▼參考路程：
洲本溫泉= = (約 50 分鐘)= =夢舞台‧明石海峽公園‧奇跡之星植物園= = (約 50 分鐘) = =有馬溫泉
◆【淡路夢舞台～安藤忠雄大師之美學】
「淡路夢舞台」猶如一個巨大的迷宮，由國際會議
場、海的教堂、百花圃、奇蹟之星的植物園、幹柱
噴水、海回廊、各種各樣的庭園和廣場等組成。
夢舞台是世界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的代表作之一，
包含百段苑、貝之濱等各種特色鮮明的建築，與鄰
接的國營明石海峽公園、兵庫縣立淡路島公園、淡
路交流翼港共同構成淡路島國際公園都市。佔地相
當廣大。主要設施有兵庫縣立淡路夢舞台國際會議
場、Westin Hotel、淡路夢舞台溫室奇蹟之星植物館、百段苑、貝之濱、野外劇場等。
『奇跡之星植物園』參觀安藤忠雄綠化美學的重
點「奇跡之星植物園」。佔地面積共 6700 ㎡，是
日本最大的溫室花園。超過了目前為止的溫室範
圍，有花和綠色的多彩的空間。展示室主要以人
與自然的共生為主題，不只是展示珍奇植物，所
有的展示都有明確的主題和要傳遞的訊息，是奇
蹟之星植物館的特徵。
◆【有馬溫泉(★足湯體驗)】
位於神戶市北部叫裏六甲山地區，是日本三大
古湯、日本三大名泉之一，素有「神戶之腹地」
之稱更被稱為關西的內客廳，據說在日本戰國
時代，豐臣秀吉太閣一統天下以後，屢次造訪
此地，其目的是治療戰傷和修養身心，乃因有
馬溫泉成份豐富且泉源源不絕，這在世界上也
是極其罕見的，作為代表日本的名泉可謂名符其實。
露天溫泉則有公家經營的「金湯」、「銀湯」以及溫泉主題樂園「太閣湯」，提供單純泡湯的溫泉旅館
也越來越多，每年慕名來此泡湯的遊客不知幾凡。美好古老的山城，滿是懷舊氣氛的溫泉街風情，
您可悠閒地享受山城古街的悠閒與自在。
※如遇有馬溫泉足湯設備安全檢查，則無足湯體驗而有更充裕的時間在溫泉古街散策。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餐食：早餐／飯店內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午餐／Westin 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有馬溫泉 天地之宿 奧之細道 https://www.arima-okunohosomichi.com/

第

5

天

有馬溫泉→六甲山(纜車‧六甲高山植物園‧六甲山音樂盒博物館‧六甲枝垂)
→關西空港／高雄(桃園)

▼參考路程：
有馬溫泉= = (約 5 分鐘)= =有馬車站(搭乘纜車上六甲山= = (約 1.5 小時)= =關西空港
◆【六甲山纜車+登山索道】
六甲山纜車連接六甲山和神戶的市區、於昭和 7 年開業的富
有歷史的纜車。它作為六甲山的大門(玄關)口，從六甲纜車
下的車站到六甲山上車站約 1.7 公里，儘 10 分鐘就把您送到
六甲山上了。在六甲山上車站有六甲山上展望台，六甲山的
景色在此一覽無餘。
六甲山位於神戶市北面，有一座東西長 30 公里，綠色連綿
的六甲山。它是關西地區最大的戶外休閒度假地。這裡一年
四季都能夠享受大自然美景的變化，而被指定為瀨戶內海國立公園的一部分。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六甲高山植物園】
六甲高山植物園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高山植物園，由於海拔
高，園內有許多高山及寒冷地區的植物，漫步在佔地廣大的
森林之中，可以看到高達 1500 多種不同的植物，在山上呼
吸新鮮空氣，吸取許多芬多精，是很舒適的慢活之旅。
◆【六甲山音樂盒博物館】
位於六甲山山頂座落在一片針葉林中，是專門收集展覽
八音盒的博物館。六甲八音盒博物館館內收藏有大約 80
餘種歐美古八音盒，音樂優美動人。但最最引人注目的
還是館內那架寬 8 米、高 5 米的世界最大級的自動演奏
管風琴。
◆【六甲枝垂】
神戶•六甲山的一個新地標、在六甲山上誕生的視
感新穎的瞭望台。由目前深受關注的建築師三分一
博志而設計•••其外觀看上去覆蓋著樹葉垂枝的
一個巨大框架。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六甲山空中庭園內用餐

五洲旅行社

晚餐／飯店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