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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桃園來回) 

日   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2020/03/29 桃園高松 中華航空 CI178 14:20-17:50 

20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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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29 桃園高松 中華航空 CI178 14:20-17:50 

2020/04/02 關西高雄 中華航空 CI177 20:35-22:50 

 

◎ 出發日期、團費 

2020/03/29(日) 

高雄來回 桃園來回 

NT$79,800 元 NT$7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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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出發旅客團費包含去程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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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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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天   桃園高松 

▼參考路程： 

高松空港= = (約 30 分鐘)= =夕凪の湯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專機飛往日本【高松機場】。抵達後搭乘飯店接駁車前往飯店

休息。 

■餐食：晚餐／飯店內 

■住宿：夕凪の湯花樹海(和室 12 畳) https://www.hanajyukai.jp 

 

▼夕凪の湯花樹海： 

                                          

 

 

 

 

                    

 

 

 

 

 

 

第 天   夕凪の湯→栗林公園→金刀比羅宮→琴彈公園→城西館 

▼參考路程： 

夕凪の湯= =(約 15 分鐘)= =栗林公園= =(約 1 小時)= =金刀比羅宮= =(約 1 小時)= =琴彈公園= =(約 1.5 小時)= = 

城西館 

◆【栗林公園】(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不僅被譽為是香川縣必到的景點之一，由於遊客

可從琴平電鐵的栗林公園車站、JR 栗林公園北口

車站等站步行前往，擁有交通便利的優勢！栗林

公園庭園以南庭及北庭區分，擁有等掬月庭、小

普陀、芙蓉沼、和船、舊日暮庭、梅林及北湖等

迷人造景，以「一步一景」稱號打響知名度，讓

遊客可以在此盡情欣賞日式庭園之美！ 

https://www.hanajyuka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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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比羅宮】 

位於香川縣西部海拔 521 米的象頭山山

腰上。這裏因供奉著被稱為“金毗羅”

的海上守護神而聞名，它有治療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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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

盛行的一項活動，現在仍有許多人從全

國各地趕來參拜。參拜道路極長，到象頭山山腰的正宮為 785級石階，到裏神社是 1368級，

站在正宮前可以一覽贊岐平原。 

◆【琴彈公園】 

(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位於香川縣觀音寺市的「琴彈公園」，西臨瀨

戶內海，屬於瀨戶內海國立公園的一部分，

並以「寬永通寶（寛永通宝）」大型錢形沙繪

聞名！由於琴彈公園只距離 JR觀音寺市車站

10分鐘車程，或 25分鐘路程，交通算是十分

便利！只要遊客在春天櫻花祭時造訪，就能

欣賞到曾被獲選「日本櫻花 100選」，數百棵

櫻花樹綻放的美景！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烏龍麵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高知城西館(和室 10畳或洋室 34平米)  https://www.jyoseikan.co.jp 

 

▼高知城西館： 

                                          

 

 

 

 

                    

 

 

 

 

 

https://www.jyoseika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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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天   城西館→鏡野公園→今治毛巾美術館→頓田川河堤櫻花道→道後溫泉街→

道後溫泉 

▼參考路程： 

城西館= = (約 50 分鐘)= =鏡野公園= = (約 2 小時)= =今治毛巾美術館= = (約 15 分鐘)= =頓田川河堤櫻花道= = 

(約 1 小時)= =道後溫泉街 

◆【鏡野公園】(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日本賞櫻百選名所，在 1976 年(昭和 53)時開設的城

市公園，現在在園內有大概 600個櫻樹。10個多超過

樹齡 50 年。有染井吉野和遲開的冬櫻，觀賞櫻花時

期更長了。這裡約 200m 的櫻花隧道更是絕景之一，

大受遊客歡迎的賞櫻景點。 

◆【今治毛巾美術館】 

今治市為日本最大毛巾生產地，除了當地棉花產量之

外，來自高繩山的軟水，由於金屬含量少硬度低，適合染曬，因此能產出質料好的毛巾。此

地為全球首座融合毛巾與藝術的毛巾美術館。這裡除了展示、銷售質地細緻的毛巾製品和藝

術作品外，還能參觀製程，並設有四季景緻萬千的歐式庭園及能享用午餐與下午茶的咖啡廳

等，景點眾多！此外，這裡還能買到日本最大毛巾產地特有的原創商品及四國特產等，伴手

禮種類豐富，讓您目不暇給。 

◆【頓田川河堤櫻花道】 

(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位於唐子濱海岸附近的頓田川河堤，每到春天櫻花

綻放時，櫻花沿河堤綻放，綿延不絕的櫻花道甚為

壯觀。 

 

★【道後溫泉街】 

號稱天下第一古湯，約有 3000年歷史。自古上

至日本天皇，下到平民老百姓，都會到此泡溫

泉療養。而道後溫泉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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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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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道後溫泉八千代(房內半露天) http://www.e-yachiyo.co.jp/ 

 

▼道後溫泉八千代： 

                   

 

 

 

 

 

 

 

 

 

 

 

                        

 

 

 

 

                    

 

 

 

 

第 天   道後溫泉→松山城公園→大小步危遊船→鳴門海峽→洲本溫泉 

▼參考路程： 

道後= = (約 20 分鐘)= =松山城= = (約 2 小時 15 分鐘)= =大小步危= = (約 2 小時)= =鳴門海峽= = (約 40 分鐘)= =淡

路島洲本溫泉 

◆【松山城公園（不上天守閣）】(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和姬路城、和歌山城共列為日本三大連立式平山城。

不僅已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也在 2009年被米其

林指南收錄在觀光版中，獲得米其林二星的殊榮！由

於目前松山城遺址的大部分區域已作為公園開放給一

般民眾參觀！當櫻花祭來臨時，遊客不僅可以欣賞到

約 200株的染井吉野櫻一齊盛開的美景。 

http://www.e-yachiy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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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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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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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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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特色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洲本溫泉 海之 HOTEL 島花 https://www.shimahana.com/ 或同級 

 

https://www.shimahana.com/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五洲旅行社 

▼洲本溫泉 海之 HOTEL 島花： 

                   

 

 

 

 

 

 

 

 

 

 

 

 

                        

 

 

 

 

                    

 

 

 

第 天   洲本溫泉→淡路夢舞台→神戶夙川公園→關西空港高雄(桃園) 

▼參考路程： 

洲本溫泉= = (約 1 小時)= =夢舞台‧奇跡之星植物園= = (約 1 小時)= =夙川公園= = (約 1 小時)= =關西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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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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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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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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戶夙川公園】(     賞櫻期間：3 月下旬～4 月上旬) 

又名「夙川河川敷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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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Westin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機上 

 

★【櫻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原行程前往

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