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暢遊島根‧鳥取‧岡山縣市
日本最美庭園—「足立美術館」
感受日本四季的絕美庭園—「由志園」
體驗「堀川遊船」‧「浦富海岸遊覽船」
造訪日本最大沙漠地帶—「鳥取砂丘」
參觀世界首座沙雕展覽設施—「砂之美術館」
入住千年歷史的溫泉區‧令人愉快的散步溫泉街—「城崎溫泉」
全程不進免稅店‧所有時間用在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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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關西

長榮航空 BR182

07:05-11:10

關西高雄

長榮航空 BR181

12:10-14:30

出發日期、團費
2019/07/28 ‧ 8/29

NT$55,800 元

團費包含：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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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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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吉備津神社→岡山

參考路程：
機場= = (約 3.5 小時) = =吉備津神社= = (約 40 分鐘) = =岡山
今天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的團體櫃台，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大城－關西。
抵達關西機場後，前往享用午餐；午餐後前往岡山地區。

◆【吉備津神社】擁有 360 公尺的氣派迴廊、和桃太郎有淵源的神社
祭祀著「吉備津彥命」，傳說是日本知
名故事「桃太郎」的原型。最先開始是
將神殿（主要的建築物）建於吉備津彥
命的宅邸遺址。樹齡千年以上的平安杉
是吉備津彥神社的象徵。境內的子安神
社是知名的求子、安產之神。停車場的
桃太郎像是熱門的拍照景點！

■餐食： 早餐／機上精緻餐

午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燒肉或涮涮鍋

■住宿： 岡山國際 HOTEL 或同級

第2 天

岡山→倉敷美觀地區‧大原美術館→RSK 玫瑰園→備中松山城→大山

參考路程：
岡山= = (約 45 分鐘) = =倉敷= = (約 30 分鐘) = =RSK 玫瑰園= = (約 1 小時) = =備中松山城= =(約 2 小時) = =大山

◆【倉敷美觀地區】
充滿著白壁街道洋溢著江戶時代遺跡的「倉
敷」擁有豐富的風土景觀，白壁與水道的街
景，倉敷川兩岸搖曳的綿長柳樹枝柳是倉敷
的特色，昔日德川幕府直轄的區域成為豐富
物資的集散中心繁華的街道吸引許多旅客
前來遊玩，進入現代之後陸續有許多洋風建
築及美術館誕生，為倉敷美觀增添更多藝術
氣息，如今貫穿中心區域的倉敷川中，水道旁的白壁建築及街景，幾乎和舊時代一樣不變保存良好
的町家街道讓倉敷擁有「小京都」的美稱吸引許多人來此一賞往昔情懷。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大原美術館】是財團法人大原美術館營運的私人美
術館。希臘神殿風格的美術館使人印象深刻，展示著
以獨特的宗教畫聞名的埃爾‧葛雷柯(El Greco)的「受
胎告知」，印象主義的創立者之一的法國畫家莫內(Cl
aude Monet)的「睡蓮」，西班牙現代三大畫家之一的
巴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鳥籠」等聞名國際
的繪畫與許多貴重的美術品。因為可以在日本國內親眼興賞世界名畫，館藏豐富，有許多日本國內
的美術迷到此參觀。

◆【RSK 玫瑰園】
大朵品種・中朵品種等 400 種・15,000 朵的玫瑰花綻放，為日
本屈指可數的玫瑰園。除了玫瑰以外，隨四季變化，亦可欣賞
櫻花、牡丹、紫陽花或花菖蒲等。

◆【備中松山城】
建於 1240 年，同時又被稱為「高粱城」。為國家重要文化
財，亦獲選為日本百大名城。天守閣位於海拔 430 公尺的山
頂，為日本現存天守當中最高的山城（天空之城）。
在戰國時代是兵家必爭之地，「備中兵亂」便是在此展開。
三村軍死守備中松山城內，最終才因內部士氣低落，讓毛
利軍攻陷下城池，長達一個月的消耗戰，足以可見被稱為
「難以攻落之名城」的由來。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大山溫泉 ROYAL HOTEL 或 同級

第3 天

大山溫泉→足立美術館→松江城堀川遊船→由志園→三朝溫泉

參考路程：
大山溫泉= = (約 50 分鐘) = =足立美術館= = (約 45 分鐘)= =松江城堀川遊船= = (約 30 分鐘)= =由志園= =
(約 1 小時 45 分鐘) = =三朝溫泉

◆【足立美術館】
足立美術館庭園到 2016 年連續十四年皆獲得日本最美
庭園，實屬當之無愧。在一年四季，皆可以看到不同
的景致。除了一年四季各有美景之外，建築上也搭配
玻璃牆的設計，讓人由內而外望出，猶如一幅幅人間
四季美景的「生之掛軸」，令人昂然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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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城－堀川】
水道長約 3.7 公里,絕大部分是當初松江建城時的護城
河，如今已經成為到訪松江必乘的堀川遊覽船。順著
河道時而穿梭民居、時而鑽過樹林。最大的特徵在於
有 16 座橋橫跨在水道上，有些比遊覽船屋頂還低所以
經過的時候乘船客必須跟著屋頂低下頭。沿途欣賞悠
閒的水都風情之外，還可以細聽船伕講解四周風景的
歷史與隨心所欲的高歌日本民謠。最特別的是從河面
上眺望松江城，別有一番風味。

◆【由志園】
以日式庭園建築、人參和牡丹聞名。由志園的牡丹由
於植有數百種的品種，因此各季節皆能欣賞到不同的
牡丹花，一年四季來訪都能有所收穫。園內迴遊式庭
園是以水池為中心，利用遊湖的路線設計，欣賞不同
角度的景觀。在庭園中挖鑿出數個大水池，在周遭堆
砌假山，並在合適的地點搭建涼亭或是茶室等建築，
遊客必須繞著湖畔，每移動幾步，景色就會隨之變化，
感受有所不同。

來到烈日炎炎的夏天（6 月～8 月），深
淺不一的紫色花菖蒲，綻放在池畔；以
及那一球球可愛的紫陽花、夏天不可少
的睡蓮以及充滿生命力的百日紅充斥著
由志園。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西式特色餐

■住宿： 三朝溫泉 ROYAL HOTEL 或 同級

五洲旅行社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4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三朝溫泉→鳥取砂丘‧砂之美術館→浦富海岸(遊覽船)→城崎溫泉

參考路程：
三朝= =(約 1 小時 15 分鐘)= =鳥取砂丘= = (約 20 分鐘)= =浦富海岸= =(約 1 小時 20 分鐘) = =城崎溫泉

◆【鳥取砂丘】
鳥取沙丘位於山陰海岸地質公園的鳥取沙丘地區，南北 2.4
公里，東西 16 公里，是日本最大規模的沙丘。日本海的風
和沙丘的沙所形成的「風紋」非常美麗，令觀看者陶醉不已。
在鳥取砂丘的一角設有世界首座沙雕展覽設施「砂之美術
館」
。
「砂之美術館」以「看沙遊世界」為基本理念，每年都
有不同的主題，展出由世界頂級的沙雕家所創作的細膩且極
富震撼力的作品。
「南亞篇 2019 年 4 月 13 日(土)～2020 年 1 月 5 日(日)」

◆【浦富海岸】
由日本海激烈的海浪和風雪所雕刻成的奇景，
是視覺上的大饗宴，浮於清澈透明海水上的洞
門、洞窟、和多數的奇岩。自古以來浦富海岸
為明媚的風景勝地吸引眾多遊客前來。
★安排搭乘遊覽船穿梭與島嶼之間的遊覽船。
可以近距離欣賞具有魄力壯觀的奇岩，是只有
坐遊覽船才能享受的樂趣。
▼《城崎溫泉》位於兵庫縣豐岡市的城崎溫泉，靠近京
丹後一帶，有著千年歷史的溫泉區，保留了日式傳統
的古色古香，沒有都會的高樓大廈，樸實的風情更引
人入勝。城崎溫泉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七座獨立的溫泉，
為求方便，來訪的遊客會直接穿著浴衣在街上漫步，
別有一番風味。這裡不只有良好的泉質，懷舊感的建
築搭配小溪河川的景色，讓人身心靈都感到無比放鬆。
被日本經濟新聞選為「令人愉快的散步溫泉街」第一名。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或西式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 城崎溫泉 川口屋 RiIVERSIDE HOTEL 或 西村屋 HOTEL 招月庭同級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5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城崎溫泉→出石城下町→竹田城跡→關西

參考路程：
城崎溫泉= =(約 1 小時) = =出石城下町= = (約 45 分鐘)= =竹田城跡= =(約 2 小時 45 分鐘) = =關西

◆【出石城下町】～但馬小京都～
在西元 1600 年代，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勝利後分封的
出石藩城下町，目前保留許多當時城下町風貌及街道，
這裡不僅是日本著名的小京都，同時也是國家指定的
「重要傳統的建物群保存地區」，在這風格獨特的小
鎮，可充分享受古樸建築加靜謐的氛圍。
【辰鼓樓】江戶時期每天早上 8 點（辰時）固定有藩
士登樓鳴擊太鼓，用於報時、召集公告與守衛偵察。
該樓主體建於明治四年（1871 年），10 年後改建為鐘樓，忠實地陪伴當地居民度過每一分、每一秒，
是出石町最具象徵性的地標。

◆【竹田城跡】
竹田城歷史悠久，據說最早是在室町時代（約 1441 年），
由一位叫山名持豐的武將所建，其初代城主是是山名持豐的
部下太田垣光景在此駐守。然而在戰國時代經歷了不同城主
統治及幾次的修建，後來又因戰火燎原，竹田城燒毀到只剩
下遺跡，於 1600 年廢城後，其大規模的城牆牆垣、堀等等
被保存至今。竹田城不僅是日本一百名城之一，也被指定為
日本國家歷史遺跡。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涮涮鍋餐

■住宿： 關西 STARGATE HOTEL 或 同級

第6 天

關西／高雄

早餐後，整理行裝。搭乘飯店接駁車前往機場，搭乘客機飛返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結束此次在日本
愉快難忘之旅。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精緻餐

五洲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