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日：9/4

9/18

團費：每人／22,888 起
每人／21,888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宮崎駿卡通《神隱少女》裡的溫泉旅館原型，就是四國愛媛縣的道後溫泉﹔千百年來日本人認為一輩子都該去一次的兩個
最重要神社～四國香川縣的金刀比羅宮﹔號稱比《日本三大名園》更美的栗林公園﹔已經紅到台灣來的《讚岐烏龍麵》﹔
日本最多家庭式咖啡店的地方…

金刀比羅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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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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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 級石階，到裏神社是 1368 級，站在正宮前可以一覽贊岐平原。到參拜道中途
的大門之前的一段路，遊人也可乘坐轎子。

栗林公園：栗林公園是位在香川縣高松市的都市公園、日本庭園。被指定為國之特別名勝，也是高松歷史文化
道的一部分。 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發售的米其林觀光指南中，作為「值得專程探訪的景點」獲得最高等級的
3 星評價。
祖谷溪葛藤橋：因吉野川上游支流的「祖谷溪」流經了四國的山脈將山地切割成 V 字形，形成一個斷崖絕壁的
天然秘境溪谷，此處為日本「三大秘境」之一，而橫跨祖谷溪上的「葛藤橋」，長 45 公尺、寬 2 公尺、高 15
公尺，是由藤本植物編造而成的「三大奇橋」之一。
大步危、小步危：大步危和小步危，是位於德島縣西部，吉野川上游的溪谷。它是由發源于石鎚山脈，橫穿愛
媛、高知、德島三縣的四國第一大河吉野川的幹流衝擊四國山地的岩石而成的。“步危”就是行走很危險的意
思，峭立的岩石象刀砍斧削一般，成深深的 V 字形，在那樣的羊腸小道上行走，不管你是大步走，還是小步走
都很危險，據說大步危和小步危因此而得名。
讚岐烏龍麵：是日本香川縣特產的烏龍麵，由於香川縣過去的舊地名為「讚岐」，因此以「讚岐」為名。?岐烏
龍麵在江戶前期元祿時代的屏風繪中就已經有了烏龍麵屋的蹤影。在當時，小麥、鹽、?油等製作?岐烏龍麵的
材料在讚岐地區已經很普及；然而，
「讚岐烏龍麵」的名稱是直到 1960 年代，香川縣向全國宣傳這一特產，才
開始使用的品牌名稱。現在已是最受歡迎的美食之一，也極具有特色。
松山城(搭乘來回纜車)：花 25 年建城，利用巨石和層層疊疊的城門，圍起一個堅固異常的堡壘。從山下步道盤
旋而上，造訪者無不讚歎那有著完美弧度的石基、細緻又機關重重的木造守衛塔，一道道的大門、檢查哨顯示
當時建造者保護美麗家園的決心，假門、槍眼、石頭洞也表現出當時建築設計者的巧心與技術。 少爺列車(無
搭乘)：根據原本駛於輕便鐵道上的小型蒸氣機關車復原而成，曾陪著松山人走過明治大正昭和三個年代，在
1954 年停駛，走入歷史。2001 年少爺列車重現松山街頭，大受觀光客的歡迎，儼然成為松山到道後最引人注
目的景觀，車廂內的裝潢也是按照老照片復原，木框的窗戶古色古香，連列車長的制服也懷舊復古風。顧名思
義，深受喜愛的少爺列車，當然曾出現在小說《少爺》中，被夏目漱石形容為像火柴盒一樣，少爺每天下課後，
就是乘著這種火車前往道後泡湯。
千年古湯－道後溫泉：建於 1894 年的公共浴場─道後溫泉，其本館位於旅館和飯店林立的溫泉街中心，是道
後的象徵。雄偉的三層木結構式建築，是第一個被指定?重要文物的公共浴場，在現代化的旅館和商店中間，
更加顯示出它悠久的歷史和不同的風格。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7760

高雄

高松

15:15

19:00

第四天

CI7761

高松

高雄

20:50

22:4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高松高松市區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專機飛往四國地區中間最大的機場～高松機場。
高松市位於香川縣北部、面對瀨戶內海。作為四國的大門口，高松市既是交通要地，也是香川縣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早餐) xxxx (午餐) xxxx

(晚餐) 機上餐食

住宿：高松 JR CLEMENT 或 ?江 HYPER RESORT 或 高松大倉 或 高松華盛頓 或 高松東急 REI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飯店毛巾美術館四國八十八所靈場「石手寺」松山城纜車(日本三大
連丘平山城) 少爺列車道後溫泉古街散步～神隱少女湯婆婆的湯屋「道後溫泉本
館」～少爺音樂鐘～道後溫泉(放生園足湯體驗) 溫泉飯店
【毛巾美術館】：座落在愛媛縣今治市的朝倉地區，是全世界第一家以毛巾美術為主題的美術館。今
治市是日本最大的毛巾產地，毛巾美術館由毛巾製造廠的一廣株式會社所創，把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
活用品與藝術結合，創作出不可思議的毛巾藝術品，精美的讓人為之驚艷和讚嘆不已。整個毛巾美術
館園區打造成歐式風格，本館的 4、5 樓為美術館，其餘樓層為毛巾和瀨戶內海特產賣場。在毛巾美
術館可參觀 120 公尺長的毛巾製作過程，以及美術館利用精密的電腦程式與許多日本知名的畫家、動
畫家等合作所創作的精彩作品，以及定期更新的藝術氣畫展。進入館內首先看到的是以實際用來織造
毛巾的 1800 個彩色線捲布置成的牆面，200 多種不同色彩的綿線覆蓋成的牆面，帶出不可思議的空
間感和可預期的精彩。接著是日本名作家與畫家俣野温子設計的 40 公尺長毛巾長畫《幸福之旅》
，以
精巧的織物俣野温子的世界觀呈現出來，接著是俣野温子藝廊，展示以她的畫作創作的毛巾畫，一針
一線的密密織成栩栩如生，真是叫人嘆為觀止。
【石手寺】
：四國八十八箇所靈場的第 51 靈所，獲有米其林指南一顆星。除了 1318 年建立的仁王門
被指定為國寶，其他還有本堂、三重塔、鐘樓等多達六個國家重要文化財。石手寺也因為與遍路的始
祖─衛門三郎有所淵源而非常有名。寺院周邊的食堂販有名為「Oyaki」的烤麻糬，是石手寺的名產。
【松山城(不上天守閣) 】
：從 1602 年起，德川幕府的家臣加藤嘉明為了防禦眾多的敵人，花了 25 年
建松山城，利用巨石和層層疊疊的城門，圍起一個堅固異常的堡壘。從山下步道盤旋而上，造訪者無
不讚歎那有著完美弧度的石基、細緻又機關重重的木造守衛塔。一道道的大門、檢查哨顯示當時建造
者保護美麗家園的決心，假門、槍眼、石頭洞也表現出當時建築設計者的巧心與技術。
【少爺列車（無搭乘）】
：根據原本駛於輕便鐵道上的小型蒸氣機關車復原而成，曾陪著松山人走過明
治大正昭和三個年代，在 1954 年停駛，走入歷史。2001 年少爺列車重現松山街頭，大受觀光客的歡
迎，儼然成為松山到道後最引人注目的景觀，車廂內的裝潢也是按照老照片復原，木框的窗戶古色古
香，連列車長的制服也懷舊復古風。顧名思義，深受喜愛的少爺列車，當然曾出現在小說《少爺》中，
被夏目漱石形容為像火柴盒一樣，少爺每天下課後，就是乘著這種火車前往道後泡湯。
【少爺音樂鐘】:1994 年，為了紀念道後溫泉本館的一百週年，而設立於道後溫泉車站前的放生園。
8:00~22:00 之間，每一小時(週六、周日、國定假日和特別期間為每 30 分)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
夏目漱石的「少爺」是以松山為舞台的小說，在其中道後溫泉也有登場。而在這個故事當中的登場人
物會跟著時鐘一同出現。鐘的外觀則是以道後溫泉本館的振鷺閣為原型。
【道後溫泉足湯體驗】：道後溫泉古街 建於 1894 年的公共浴場──道後溫泉，其本館位於旅館和飯
店立的溫泉街中心，是道後的象。雄偉的三層木結構城堡式建築，是第一個被指定?重要文物的公共
浴場，在現代化的旅館和商店中間，更加顯示出它悠久的歷史和不同的風格。屋頂有被稱?振鷺閣的
望樓，望樓上的《刻太鼓》在每天早中晚擊打三次，悠遠的鼓聲在溫泉之鄉久久回蕩。在道後溫泉本
館，只洗澡不投宿也可以在大開間或單間的休息室裏休息。建築物的內部是個樓梯，通路和房間的迷
宮，充滿了洗澡者和匆忙的職員。據說宮崎駿的電影《千與千尋》裡面的湯婆婆湯屋的靈感就是來自
這裡。道後溫泉號稱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據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道後溫泉位於松山市街的東
北端，是相當熱鬧的溫泉區，也是日本著名的溫泉鄉。據日本歷史記載，景行天皇、聖德太子、天智
天皇還有許多文人墨客都曾是這裡的泡湯客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溫泉自助餐 或 飯店內溫泉會席料理 或 日式風味定食

住宿：道後王子 或 奧道後壹湯之守 或 今治國際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飯店日本三大奇橋「祖谷溪葛藤橋」大步危峽谷遊覽船栗林公園
高松小歐洲商店街漫遊丸龜溫泉或高松市區
【大步危小步危】：位於德島縣西部，吉野川上游的溪谷，發源於石鎚山脈，橫穿愛媛、高知、德島
三縣的四國第一大河～吉野川的幹流，衝擊四國山地的岩石而成的。步危就是行走很危險的意思，峭
立的岩石象刀砍斧削一般，成深深的 V 字形，在那樣的羊腸小道上行走，不管你是大步走，還是小步
走都很危險，據說大步危和小步危因此而得名。
特別安排搭乘【大步危遊覽船】
：由大步峽出發順流而下可進一步體驗山谷之美，沿途溪谷岩壁交錯，
可見識到德島縣天然記念物～含礫變岩形成之蝙蝠岩，獅子岩等特殊奇景，自古以來後方的祖谷溪就
仗著大不危，小不危的天險與深山的屏障，成為平家隱性埋名，漁耕維生的最佳地點，被稱為《日本
三大祕境》。
【葛藤橋】
：祖谷地區有《日本三大奇橋》的祖谷葛橋又名《蔓藤橋》
，為德島縣的重要有形民俗文化
財，是由葛籐編織而成的，祖谷山區傳說是平家武士為了躲避敵人的藏身之地，所以才會搭建可以隨
時斷敵人後路的葛籐製吊橋；日本政府每三年會更換一次藤葛，所以安全無虞。
【栗林公園】被人們稱為《75 萬平方公尺的繪畫世界》
。早在 350 年前，高松藩主生駒高俊的宅邸就
在此地，宅邸一旁築有美麗的花園，也就是今天栗林公園的前身，歷代藩主先後都曾為栗林公園進行
擴建。留下室町建法以石頭組合為主，由江戶時代的讚崎高松藩的歷代藩主耗時百餘年完成，如今在
珍貴的文化財上獲得高評價。
【高松中央商店街】
：高松中央商店街，作為有拱廊的商業街，長達 2.7 公裡，是日本最長的商業街。
這條長通道上，從大型商店到名牌專門店應有盡有。整條街的布置，仿如置身歐洲。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大步危香魚料理

(晚餐) 日式風味料理

住宿：丸龜大倉 或 高松大倉 或 高松東急 REI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飯店海上守護神-金刀比羅宮香川縣名物
「讚岐烏龍麵手作 DIY 體驗」
高松 AEON SHOPPING MALL高松空港高雄
【金刀比羅宮】
：鎮守於象頭山東側山腹，起源於時期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但在庶民之間廣受歡迎則
是源自於江戶時代，參拜伊勢神宮與參拜金刀比羅宮同庶民百姓畢生所期。參拜道路極長，到象頭山
山腰的正宮前 785 級石階，到裏神社是 1368 級的石階，站在正宮前可以一覽壘岐平原。
【烏龍麵 DIY 體驗】
：順著山路而下走到商店街，有個中野烏龍麵學校，連名模林志玲都曾到此一遊。

在柯南的漫畫裡，也出現這個學校呢!中野烏龍麵學校不但能吃到滑溜順口的麵，想要體驗製作過程的
人，也可在教學教室裡 DIY。負責教學的老闆娘為鼓舞士氣，在揉麵、踩麵糰時都會播放音樂，配合
節奏，宛如邊跳舞邊做麵，歡笑間全忘了辛勞。
【高松 SHOPPING MALL】
：日本很多城市內都可以看到的 SHOPPING MALL，商場型態和百貨公司
很類似販售著生活用品、服飾、家電，當然也設置多家餐廳提供各式口味美食讓您可以在此享用美食，
大家最喜愛的超市也是不可缺少的讓許多當地民眾或是遊客相當喜愛來前來可以逛的開心買的滿意。
傍晚前往機場，途中您可再一次的回想在日本所看到的景觀及畫面，抵達機場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
台灣，結束此次愉快的日本之旅。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讚岐烏龍麵套餐+讚岐烏龍麵 DIY 體驗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
，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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