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6                                                  團費：每人/NT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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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著名觀光景點：舞子展望台、(途經)明石大橋 (世界最長吊橋)、淡路島夢舞台、金刀比羅宮、

栗林公園、中野烏龍麵學校(體驗 DIY 手打烏龍麵)、搭乘渡輪前往小豆島（高松港～土庄港～世界最

小海峽～(途經)土渕海峽)、小豆島橄欖公園、寒霞溪公園（搭乘纜車來回）、二十四の瞳映畫村、丸

金醬油記念館、姬路城公園、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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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182  高雄機場 大阪關西機場 07:05 10:55  

第五天 BR181  大阪關西機場 高雄機場 12:00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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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小港機場大阪關西機場舞子展望台 (途經)明石大橋(世界最長吊橋) 

南淡路 

【大阪】早從一千四百年前就已作為人們聚集、交流的興旺繁華城鎮所存在。大阪有〝水都〞之稱，

自古已來就通過河川、海上與日本國內各地以及中國大陸、朝鮮半島頻繁往來，進行交流。中世，大

阪被稱做是神社和寺院參拜之旅的據點，如今更是日本代表性的國際旅遊觀光城市，同時關西國際機

場的落成，使大阪成為旅客前往京都、神戶、四國等關西地區旅遊的交通樞紐。 

【關西海上空港】建於大阪灣距岸五公里之海埔新生地經由跨海大橋與本土連接，其現代化之設備令

人印象深刻。於 1994 年的九月四日正式啟用，特點是合乎自然環保的海上機場、能 24 小時全天候

運作、國際線/國內線網絡充實轉機非常便利、且具有完備的鐵路、機場接送巴士等交通工具。整體造

型及建築理念以 21 世紀為構想藍圖，在深海中建築面積約 510 公頃人工島嶼海上機場，航站內採光

充足，感覺富麗堂皇的關西機場，值得您仔細欣賞。帐 

【舞子展望台】明石海峽大橋旁，高 47 公尺的橋上 150 公尺的回遊式步道。前端有開放型的展望廣

場和迫力滿點的丸木橋。從空中看海，真的是海闊天空，心曠神怡。(營業時間 09:30~18:00)(※休館

日第二個星期二、12/29~12/31，1/1 只開放上午) 

【明石海峽大橋】明石海峽大橋於 1998 年 4 月開通，橫跨本州與淡路島之間的明石海峽，全長 3911

公尺為世界上最長的一座吊橋。她結合頂尖的建築藝術和結構工程，能夠抗拒嚴峻的自然考驗。明石

海峽大橋的完工，便利了本州、淡路島和四國間的交通。白天遠望她是何其壯觀與雄偉，當夜晚華燈

初上整座橋猶如掛滿夜明珠般的迷人美麗，因而獲得「珍珠橋」的別名。 

【淡路島】淡路島已被劃歸為國家公園，是連結本州與四國地區的重要中繼站。全島有豐富的自然景

緻和歷史人文景觀，由於交通的便利連結逐漸吸引大批遊客前來拜訪。 

   

(早餐) xxx  (午餐) 飛機上精緻套餐 + 贈送 花壽司附茶飲(車上享用)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自助餐或外用-(日

式和食料理或燒烤自助餐) 

住宿：南淡路 ROYAL 或同級或同級 

第2天 南淡路安藤忠雄建築美學作品之旅～海教堂～淡路島夢舞台金刀
比羅宮中野烏龍麵學校(體驗 DIY 手打烏龍麵) 栗林公園(一步一景．75 萬平方公尺

的繪畫世界) 高松(或丸龜或鹽江溫泉) 



【淡路島夢舞台】日本當代建築大師安藤忠雄之力作~淡路夢舞台，緣起 1980 年代政府為了興建關

西機場，將淡路島沿海一大片土地挖去填海造陸，嚴重破壞自然生態。日本政府決定進行大規模人工

綠化，並委由擔任安藤忠雄統籌設計師，一手打造舉世聞名的「夢舞台」。安藤一反業界習慣，在正

式施工前五年就先種樹，設計初期就種下二十五萬株樹苗，總共種植超過三百萬株樹苗。又 1995 年

阪神大地震，淡路島乃是震央所在。淡路島夢舞台終於在 2000 年的春天正式開幕啟用，建築群~海

迴廊﹑山迴廊﹑貝之濱﹑百段苑…等座落於綠林花海之中，吸引絡繹不絕的參觀人潮。 

【金刀比羅宮】日本全國信仰深厚的金刀比羅宮鎮守於象頭山（琴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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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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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野烏龍麵學校】日本三大烏龍麵分別為讚岐、水澤及稻庭, 台灣以讚岐烏龍麵最為知名，「讚岐」

指的就是日本四國香川縣，在此可吃到滑溜順口的麵，也可體驗在教室 DIY 製作，負責教學的師傅為

鼓舞士氣，在揉麵、踩麵糰時都會播放音樂，邊跳舞邊做麵，歡笑間全忘了辛勞。 (※須預約，電話：

087-885-3200 高松店，0877-75-0001 琴平店)  

【栗林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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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烏龍麵套餐或日式風味料理或日式和食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

會席料理或自助餐或外用-(日式和食料理或燒烤自助餐) 

住宿：JR CLEMENT 或 APA AIRPORT 高松或丸龜大倉或 second stage hotel 或雷歐瑪之森或高松麗嘉 ZEST 或 Tresta

白山或同級或同級 

 

第3天 高松(或丸龜或鹽江溫泉) 搭乘渡輪前往小豆島（高松港～土庄港）～世界最小海峽～
(途經)土渕海峽小豆島橄欖公園寒霞溪公園（搭乘纜車來回）二十四の瞳映
畫村丸金醬油記念館小豆島溫泉 

【世界上最狹小的海峽～(途經)土渕海峽】全長 2.5 公里、最狹處僅 9.93 公尺，在 1996 年已被登錄

在金氏記錄中而成為世界「第一窄峽」，當地政府特地在最狹隘處存設三座橋樑，讓每位遊客皆可參

與這難能可貴的經驗。 

【小豆島橄欖公園】因氣侯乾燥少雨，類似地中海沿岸的國家是日本最早引進橄欖種植的地區，而「橄

欖」也變成是小豆島的特產之一，在公園內的橄欖紀念館展出製造橄欖油的工具，還出售特製的土產

品。  

【日本百景～寒霞溪公園】歷經二百萬年歲月的洗禮形成的奇岩，被選為日本百大風景名所，三大溪

谷美之一同時也是四國另一個響亮的招牌。當天氣睛朗時，站在高達612公尺的山頂上視野頓時開闊，

瀨戶內海天海一色的明媚風光一切盡收眼底。在秋楓時節，紅葉燃燒了滿天的華麗遇遍野的楓紅更是

把整座山頭點綴的詩意盎然。 (※若遇纜車定休或天候因素無法前往，則改搭巴士來回，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二十四曈映晝村】是日本著名小說家壺井榮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之一，以昭和時代初期的小豆島

為舞台，可說是日本版的「春風化雨」描寫了一位小學老師和十二個學生在二次大戰中經歷了戰爭的

無情一群學生與老師相知相惜的故事，至今這部作品已先後兩次被搬上銀幕，兩次的攝影佈景都保留

在這個電影村，可以使人感受到當時島上的風情。  

【日本醬油的發祥地～丸金醬油紀念館】陽光普照的瀨戶內海，溫暖氣候、乾燥少雨，適合栽種橄欖

樹、小麥、芝麻。讓小豆島生產的橄欖油、手工醬油、胡麻油，無論是品質或產量都居於日本之冠。



小豆島手工醬油，歷史也超過 400 年，是日本四大醬油產地之一，當地醬油達人循傳統方式，長時間

釀製，讓醬油的味道甘甜獨特，連「料理東西軍」節目也千里迢迢來尋找醬油達人。當地丸金醬油紀

念館，是利用舊的醬油工廠改建而成的紀念館。以簡單明了的方式，介紹醬油的製作過程。 

【小豆島美人湯溫泉】小豆島著名溫泉，溫泉水質因屬低溫並含有純天然的保濕成份，具有養顏美容

的功效又有「美人湯」之美稱。而泡過美人湯的肌膚滋嚕滋嚕的感覺，有著你意想不到的絕妙效果！

放鬆心情盡情享受在露天風呂中體驗青空下天人合一的自然洗禮而瀨戶內海的景色一望無際盡入眼

簾，溫泉、海景、美食～～真是人生享受啊。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和洋式橄欖風味定食或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自助餐 

住宿：BAY RESORT 或國際或 OLIVEAN HOTEL 或海盧或水明 GRAND 或同等級或同級 

第4天 小豆島福田港(搭船)～姬路港姬路城公園(日本最美麗的城堡~白鷺城(不上天守閣)) 
免稅店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街大阪（或神戶、京都、奈良） 

【姬路城】國寶姬路城係日本最初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地，該城的美麗雄姿猶如展翅起舞的白鷺，

所以其別名被稱為“白鷺城”。姬路城建造於元和 3 年(1333 年)，由地方豪族赤松則村建造城堡開始；

其後，羽柴(豐臣)秀吉．池田輝政著手逐漸擴建直至現在的模樣。從戰國時代至太平洋戰爭，從未遭受

戰火的侵襲，雄姿猶存。 

【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街】心齋橋是大阪最大的購物區，集中了許多精品屋和專賣店，從早到

晚熙熙攘攘，心齋橋是以帶有拱廊設施的心齋橋筋商店街中心發展起來的。這裏大型百貨店、百年老

鋪、各種小店鋪鱗次櫛比。道頓堀是沿著道頓堀川南岸的一大繁華美食街，日本人常說吃在大阪，可

見這裏的飲食店之多，在此您一定不可錯過大阪著名的各式小吃，如章魚燒、大阪燒、金龍拉麵…等

等!還有成遍的娛樂設施，是最受大阪市民歡迎的地方。道頓堀川的兩岸的室外廣告和霓虹燈一連成了

一片，有些建築物的整個牆面被五光十色的霓虹廣告裝點，每到夜晚燈光裝飾的招牌、霓虹燈光和道

頓堀川水面上的反射光交相輝映，把城市點綴得更加華麗漂亮。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和食料理或燒烤自助餐   (晚餐)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AGORA REGENCY SAKAI、NOVOTEL 甲子園、大阪新阪急、喜來登都、蒙特利、第一、KKR 大阪、大阪 PLAZA、

阪神 HOTEL、千里阪急、新大阪華盛頓、南千里 CRYSTAL、ANA、新大谷、新都、京都新阪急、奈良 PLAZA 或同級或

同級 

第5天 大阪（或神戶、京都、奈良）關西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或 (大阪（或神戶、京都、奈良）

～自由活動(自費搭乘地鐵，建議行程：空中庭園展望台、瀧見小路、梅田地下街、百貨公司…等) 

關西機場/高雄小港機場，視當日班機時間而定) 
早班機則由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

次美好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晚班機> 

◎建議貴賓自費搭電車或地鐵前往以下其一、二之觀光點或有名鬧區觀光，逛街購物◎ 

 ※ 空中庭園展望台：號稱世界著名的塔形建築物之一的空中庭園展望台，已經儼然成為大阪的新地

標，其鋼骨架構之美，另人不禁想起天空之城卡通片裡的空中城堡，有股高度文明產物的認同感。沒

有屋頂的開放式的展望樓層高 173 公尺，可以 360 度俯覽大阪市全景。冬至時夕陽沉落在紀伊水道、

夏至時沉落在六甲山系，一年四季都可以觀賞廣闊大地上的大阪日落。而後，暮色漸深、霓虹閃爍的

夜色終於降臨，瞬間都呈現不同的表情，請您盡情欣賞這黃昏的美景變換。 

 ※ 瀧見小路：位於空中庭園展望台的地下 1 樓，是根據昭和年代初期的大阪街道再現的飲食街，街

內用石塊疊起的狹窄的道路兩側，共有大大小小的日式飲食店16家，讓您彷彿重回舊時大阪古老情懷、

令人難忘。 

※ 梅田地下街：日本最大、最長的地下街商業區，終日人潮不斷，是當地的經濟中心。咖啡館、餐廳

以及經銷洋貨、雜貨、食品的店家鱗次櫛比，彩色磁磚鋪地，有著美麗噴泉的“泉水廣場”，儼然已

成了一座小城市。百貨公司林立，令人目不暇給。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機上精緻餐食或晚班機(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X或晚班機

(機上精緻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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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本 2007 年 11 月 20 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

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

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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