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五洲旅行社 

 
 

 

暢遊廣島‧島根‧鳥取‧岡山縣市 

賞楓名所—「岡山後樂園‧紅葉谷公園‧舊閑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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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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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溫泉泡湯之樂 

全程不進免稅店‧所有時間用在旅遊 

 

    參考航班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高雄關西 中華航空 CI166 07:00-10:40 

關西高雄 中華航空 CI177 20:05-22:50 

 

    出發日期、團費                                               

2019/11/17(日) NT$5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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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c.tabirai.net/sightseeing/article/shimane-yushien/
http://tc.tabirai.net/sightseeing/article/shimane-yus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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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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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格蘭比亞 HOTEL或岡山國際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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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路程： 

岡山= = (約 20 分鐘) = =後樂園= = (約 45 分鐘)= = RSK 玫瑰園= = (約 30 分鐘) = =倉敷= = (約 2 小時) = =廣島 

◆【岡山後樂園】    (賞楓期間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 

與水戶的偕樂園、金澤的兼六園並稱日本三大名園，以南邊的岡山城為背景，是一片廣大的池泉迴

遊式庭院，因城主仰慕中國名將范仲淹的名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因而取名─後

樂園。一百棵楓樹隨著季節加深，彷彿疊染千次般色彩益發濃豔，因而有「千入之森」之美名，漫

遊其中最能感受季節風情。 

 

 

 

 

 

 

 

http://tresor.pixnet.net/blog/post/3496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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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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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敷美觀地區】    (賞楓期間 11 月上旬～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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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廣島燒特色餐 

■住宿： 廣島麗嘉皇家 HOTEL 或廣島三井花園 或廣島國際 或 同級 

 

 

3   

▼參考路程： 

廣島= = (約 1.5 小時) = =宮島= = (約 3.5 小時)= =出雲大社= = (約 3.5 小時)= =玉造溫泉 

◆【宮島】 

又稱『安芸的宮島』，與東北震災前的仙台「松島」及京都「天橋立」並稱為日本三景。位於廣島

市西南方約 20 公里處的瀨戶內海上，是個人口約有兩千人，周長 30 公里的秀麗島嶼。1996 年時更

以「坐落於海上的神殿、與後山融合一體的景觀無以倫比、全島的構成極具文化特色」為由，將包

含【嚴島神社】及彌山原始林在內的宮島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http://tresor.pixnet.net/blog/post/34967343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五洲旅行社 

■《紅葉谷公園》    (賞楓期間 11 月下旬) 

是沿著紅葉谷川延伸的公園，位於嚴島神社南

邊，彌山(天然記念物)原始林的山麓，西日本十

大賞楓景點之一。微風吹動靜謐，沉默的樹林，

踏著滿地的落葉，發出一陣陣有旋律的樂曲，

細長的流水和小鳥的吱喳和鳴，共同譜出自然

之美。秋季時節大約 200 株楓葉齊放最為壓軸，

一路延續到彌山原始林山麓的紅葉谷公園內，

一眼望去盡是紅葉及楓葉交織成宛如燃燒般的

鮮明景緻，美不勝收。  

■《嚴島神社》 

有著１４００年以上的歷史。嚴島神社朱漆的典雅神殿，

與大海的湛藍及彌山原始森林的翠綠完美融合，釀造出

平安時代的優美與華麗。鮮明橘紅色彩莊嚴的【嚴島神

社】擁有多處的國寶級建物以及國指定重要文化財，如

神社內的「廻廊」、祭典起點的「客神社」、「反橋」、

「高舞台」、「平舞台」等，說其全身是寶實不為過。

而「平舞台」更與大阪市「四天王寺」與「住吉大社」

的石舞台並稱為『日本三舞台』。 

◆【出雲大社】 

是「大國主神」讓出王權所換得的聖地，每年 10 月日

本全國 800 萬名大小神明都會齊聚在此開會，此時也

就是有名的「神在月」！因此這座神社也被視為是日

本神話的起源。出雲大社的正殿被判定為是日本最古

老的神社建築，也被日本政府指定為「日本國寶」及

「重要文化財」，正殿前 3 噸重的巨大草繩更是出雲大

社的象徵。以祈求姻緣及好運而著名的出雲大社，在

日本神社中與「伊勢神宮」並列，地位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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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造溫泉】 

八世紀左右就已開張，傳承自神仙時代的古老溫泉被

稱為神湯；玉造之名始於此地的瑪瑙的出現，玉湯川

兩岸溫泉旅館毗鄰林立「出雲國風土記」裡，有泡此

湯一次可使容顏變端正，再次泡湯則百病皆除的記載。

因此自古以來，這個自河川湧出泉水的溫泉鄉就一直

是人群聚集和熱鬧非凡的地方，來到此地千萬記得在

溫泉街盡頭的玉作湯神社，祭祀的天然石「邊碰觸著

邊許下心願，就能讓運勢提升心想事成。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玉造溫泉 玉泉 HOTEL或玉造 GRAND 長生閣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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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路程： 

玉造溫泉= = (約 30 分鐘)= =松江城堀川遊船= = (約 30 分鐘)= =由志園= = (約 30 分鐘)= =境港= = (約 50 分鐘)= =

足立美術館= = (約 50 分鐘)= =大山溫泉 

◆【松江城－堀川遊船】    (賞楓期間 11 月上旬～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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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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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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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港鬼太郎街散策】 

境港市是三面還海在日本海作為一個重要港灣因坐落在弓濱半島；來到這裡一定要來去有名「妖怪

街道」逛逛，這段長約 800 公尺的道路上沿途約有 110 隻以上造型不同的鬼怪雕像排列在道路兩旁，

而商店裡所販賣的商品大多也都和妖怪有關不論是造型或是名稱都一定有相關連，連路邊的電話亭

或是街燈、郵筒也都換上妖怪造型相當可愛，原來這些都是出日本著名漫畫家水木茂的創意也因為

如此又將此街道稱為「水木茂道路」。 

◆【足立美術館】    (賞楓期間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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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海鮮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會席料理 

■住宿： 大山溫泉 ROYAL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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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路程： 

大山= =(約 20 分鐘)= =鳥取花迴廊= = (約 1 小時 20 分鐘)= =倉吉白壁= =(約 1 小時)= =鳥取砂丘= =(約 1 小時 40

分鐘)= =湯鄉溫泉 

◆【鳥取花迴廊】 

西日本最大的花園鳥取花迴廊，不受天氣氣候和季節左右，有大

溫室和展示館隨時都可享受賞花的樂趣。即使是下雨的日子花迴

廊周圍附有 1 公里加屋簷的展望迴廊，可以不必撐傘也能輕鬆於

園內漫步賞花。 

 

◆【倉吉白壁土藏群】 

是江戶與明治時代的建築，是擁有白色牆壁、黑色燒杉

板的腰板與紅色的石州瓦建構的土藏(倉庫)和商店的古

老街道，又名為『赤瓦』，至今仍然完美的保存著昔日

的風貌。長約 400 公尺的舊街沿著打吹玉川所建,百年古

街有創作工房、醬油釀造場、酒造、陶藝館等…清澈流

水、石板橋、古色古香的建築時成為主要的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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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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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西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 湯鄉溫泉 GRAND HOTEL 或 Poppy Springs Resort & Spa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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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路程： 

湯鄉溫泉= =(約 1 小時)= =舊閑谷學校= =(約 2 小時 45 分鐘) = =關西 

◆【最古老庶民學校-舊閑谷學校】    (賞楓期間 10 月下旬～11 月下旬) 

日本最古老的平民學校，被譽為日本最美麗的特別史跡，

名列日本遺產第一號，是日本唯一指定為國寶的學校建

築，校內大部分建築皆為國家重要文物。學校的黃連木

的紅葉，每年 11 月上旬是最漂亮的時期。浮現在黑闇中

的紅黃兩棵樹，顯得幽玄而華麗。國寶講堂也會打燈照

亮。這所蓋在山間的閑谷學校，是當時統治這塊土地的

池田氏所創設的。除了武士的子弟以外，也同時開放給

一般庶民和其他領地的百姓就讀。是一所跟城下町—岡

山的藩校（武士子弟就讀的學校）並列的數一數二的教

育設施，相當知名。現在此處已被指定為國家特別歷史遺跡，特別是講堂已成為日本學校建築物的

唯一國寶。包括石牆在內的全部建築都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建築物的屋頂被紅色的備前瓦所覆

蓋，與周圍的優美自然景觀十分協調。 

爾後前往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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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風味餐      晚餐／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