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有馬‧湯鄉‧皆生‧三朝‧玉造溫泉泡湯之樂

全程不進免稅店‧全時段享受旅遊
航

班

日

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2020/11/08(日)

小港機場關西機場

中華航空 CI166

07:00-10:40

2020/11/13(五)

關西機場小港機場

中華航空 CI177

20:00-22:50

日

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2020/11/09(一)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

日本航空 JL814

08:55-12:25

2020/11/14(六)

關西機場桃園機場

日本航空 JL815

19:20-21:45

行

程

第一天 高雄小港機場大阪關西機場瑞寶寺公園有馬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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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將開始我們的旅程。

【瑞寶寺公園】為一於瑞寶寺遺跡上建立的公園，是兵庫
縣聞名的賞楓名處，因豐臣秀吉曾讚賞這裡的庭園「終日
百看不厭」，因而名為「終日庭」。這裡春季可觀賞到美麗
的櫻花，因此也入選神戶市的「賞花勝地 50 選」。

餐 食 (早)機上簡餐

(午)日式風味料理

住 宿 有馬溫泉天地之宿奧之細道 或 同級

(晚)飯店內用

第二天 蘆津溪谷石谷家住宅鳥取沙丘白兔海岸三朝溫泉
【石谷家住宅】地處鳥取縣八頭郡智頭町智頭，是江戶時代鳥
取藩最大的宿驛——智頭宿的最大的建築物之一，佔地面積約
10,000m2，以廣大的池泉回游式日本庭園為中心配置著 40 個
房間、7 間倉房。經過石谷傳四郎的改建，成為近代日本式建
築的傑作。
【鳥取砂丘】東西 16 公里，南北 2 公里，高低落差達 92 公尺
的鳥取砂丘是日本境內最大的砂丘，滾滾的黃砂會讓人有置身
於沙漠中的錯覺。天晴時，海風會在廣大的砂丘上割出一條條
美麗的波紋，而大雨過後，當逐漸乾燥的沙從斜坡宣洩而下
時，則會形成像簾幕一般的黃沙瀑布，這種被稱作「風紋」和
「沙簾」的沙漠特有景觀都能在鳥取砂丘中見到，壯觀的景象
讓人嘆為觀止！
【白兔海岸】成為「因幡的白兔」故事舞台的「白兔海岸」被認定
為「戀人的聖地」。沿途一邊傾聽陣陣海浪聲，導遊娓娓道來山陰
流傳以久的神話故事，不知不覺間就來到了今天的第一站。這裡也
是很受歡迎的攝影景點，別忘了在此拍照留念。
【白兔神社】穿過了鳥居沿途有不同造型的小白兔陪著我們朝神
社的方向前進，這裡祭祀的是因幡白兔傳說中的白兔神。相傳白
兔清洗傷口的「不增不減池」和蒲草叢真的出現在眼前，報恩的
白兔令大國主命和八上姬順利結緣被當地人民奉為神明。白兔神
社在當地是有名求良緣的神社，在此有各種不同造型的白兔御
守，不妨挑選您喜愛的款式隨身攜帶，它會為您帶來幸福的良緣。

餐 食 (早)飯店內用

(午)日式海鮮餐

(晚)飯店內用

住 宿 三朝溫泉 ROYAL 或 依山樓岩崎 或 同級

第三天 三德山三佛寺倉吉白壁土藏群青山剛昌故鄉館大山寺皆生溫泉
【三德山三佛寺】三德山這裡有 1300 年前為僧侶的道場所建之三佛
寺的內院，建在海拔 529 公尺的懸崖陡壁上，其建造方式至今仍是個
謎，若要上去則需攀登險峻的山路(非一般的石階)。最值得一見的是
位於山頂的投入堂，已被指定為國寶。從山腳下眺望襯托秋天紅葉的
美景是另外一種視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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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又名為『赤瓦』的由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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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剛昌故鄉館】喜歡推理漫畫《 名偵探柯南 》的朋友一定對青山剛昌這個名字十分熟悉，沒
錯，他就是這套漫畫的作者！現在你可以近距離認識一下這位名漫畫家了，因為在鳥取縣設有一個
青山剛昌故鄉館，當中共有七個展區，並以青山先生的工作間最有特色，內裡有撒滿漫畫稿件的桌
子及書架，參觀過後你定會對漫畫家的生活有更大認識。館內同時設有不少玩樂設施，例如有蝴蝶
結型變聲器，你向它發聲後，機器便會扭曲你的聲音，效果十分有趣，此外亦有一個噴射滑板，只
要站在上面並看着熒幕，就可以沿着柯南的故鄉環遊一圈，看來柯南迷定可會這裡玩得樂而忘返！
【大山國立公園(大山寺)】西日本最大的大山國立公
園，也是日本中國地區最高的秀峰，海拔 1,709 公
尺，過去被認為是神居住之山，其美麗雄壯之姿態，
讓人聯想到富士山，四季皆有獨特的景致，來到大山
◎牧場牛的故鄉享受寬廣的草原，廣大的闊葉林的紅
葉景觀，更是絕景中的絕景，讓您一覽大山美景，◎
大山寺更是許多造訪者必到之地，石階兩旁的紅葉讓
您更能從近距離來觀賞。

餐 食 (早)飯店內用

(午)西式風味餐

(晚)飯店內用

住 宿 皆生溫泉 HOTEL 海之四季 或 同級

第四天 足立美術館境港鬼太郎街散策松江花鳥公園玉造溫泉
【足立美術館】館內展有相當數量的日本現代美術作
品，及橫山大觀等大師的繪畫作品；以及擁有一萬三
千坪日本庭園造景，為美國庭園雜誌票選出日本 389
處庭園後，連續九年被評鑑為第一名的庭園；去年更
得到米其林三星的殊榮，無論是枯山水庭、池庭、白
砂青松庭...，舉目望去任何一隅，都彷彿置身畫中。
來到這可千萬不要只記得照相，庭園中有三、四處的
茶室與咖啡廳，歇一下腳步坐下來靜靜的欣賞庭園之
美，您會得到更多的感動！有些美是無法形容的，靠
您自己去細細品味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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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向"大
山"，風光明媚分別被選為「日本的白砂青松 100 選」及「日本的海灘 100 選」；來到這裡一定要來
去有名「妖怪街道」逛逛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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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氣最旺的大概就是「妖怪神
社」囉～～許個願也相當特別；或是自費搭上妖怪人力車也是不錯的新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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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貓頭鷹花鳥公園】位於宍道湖北側的是世界級最大
型的溫室花園，走入了長屋門，觸目所及都是花團錦簇，
各式各樣的溫熱帶植物 2000 種的原生花卉與 15000 交配
繁衍的植物、花卉水鳥、不同品種的貓頭鷹、水鳥與鸚鵡
以及色彩繽紛的大嘴鳥等，順著長長的電梯往上走，還有
一處與松江城一樣高 360 度的展望台，可俯看宍道湖的風
光，遠眺大山山脈，心情為之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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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的神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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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用

(午)日式風味餐

(晚)飯店內用

住 宿 玉造溫泉玉泉 HOTEL 或 同級

第五天 松江城堀川遊船出雲大社立久惠峽倉敷美觀湯鄉溫泉
【松江城－堀川】是當年的武將堀尾吉晴在 1607
年花了 4 年建造而成，城的最大特色是擁有漆黑
厚實和雪白對稱的城牆，其城的北側的城內護城
河沿岸一帶過去是武士所居住的城下町，是日本
江戶時期初期松江籓俸祿 600 石中級武士的宅
邸。至今仍保留松本林立的小鎮風情，安排搭乘
★傳統屋形船的遊覽船，在大約 50 分鍾的航程

中，順著河道時而穿梭民居、時而鑽過樹林。除了可以穿越 16 座各具特色的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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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垂柳更是搖曳生姿。護城河全長約 3.7 公里。

【出雲大社】相傳位於島根縣東部的出雲大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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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前的連注繩下可看
見很多人向上投擲 5 円的硬幣，相傳錢幣若能崁入願望將會成真，加油！祝我們都有好運氣囉。

【立久惠峽】是位于出雲市南側的神戶川上遊的溪谷。聳
立在河流沿岸的奇石、石柱、老松古樹等和岩石融為一
體，被稱為保留了太古時的風景的仙境，具有很高的觀賞
價值。一年四季變化豐富的景觀吸引了衆多有人，特別是
紅葉時節和被白雪覆蓋時的立久惠峽最為壯觀，宛若水墨
畫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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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倉敷您絕
對不可不去『美觀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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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可見小船悠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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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用

(午)日式涮涮鍋

(晚)飯店內用

住 宿 湯鄉 GREND HOTEL 或 同級

第六天 岡山後樂園舊閑谷學校湯鄉溫泉大阪關西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岡山後樂園】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岡山後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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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古老庶民學校-舊閑谷學校】是現存日本最古老的
平民學校，被譽為日本最美麗的特別史跡—舊閑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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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教育機能已經移轉到其他地
方，變成了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的歷史建築物。在這裡舉行的紅葉夜間打燈照明，會以燈光來
照亮楓葉和銀杏葉。此外，用這塊土地的特產—備前燒的屋瓦所蓋成的建築物群，也一樣會打燈照
亮。
歸途中請您再一次的回味在日本所看到的景觀及數日來快樂的時光準備回到您溫暖的家與親朋好
友們一同分享您此趟旅程的心情，抵達機場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緣結山陰山陽浪漫日
本之旅。

餐 食 (早)飯店內用

(午)日式風味餐

(晚)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