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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小豆島、姬路城、大阪城五日遊 
⟪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ＤＶＤ⟫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購物行程，節省旅遊時程，安排新式遊覽巴士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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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姬路市：日航酒店(Hotel Nikko Himeji) 或同級 

Hotel Nikko Himeji 毗鄰 JR 姬路車站，設有健身中心、室內游泳池及位於 15 樓的酒

吧，並提供按摩服務。客房提供免費有線網路，並設有迷你吧和平面電視（附衛星頻

道），客房備有沏茶／泡咖啡用具、浴袍和拖鞋。客人可以在房內觀看按次付費的電影

或愜意地在浴缸泡澡。 

    

小豆島：海廬溫泉飯店 或同級 

位於土莊的小豆島溫泉，空的海洋光景飯店~海廬＜小豆島＞距離土庄港口船 7 分

鐘。附近有天使之路。客室內備有浴衣。飯店免費提供電吹風、加濕器，詳情請咨詢

前台。館内設有大眾浴場、露天溫泉和游泳池。飯店總客房數：50 間。 

    

高松：東急 REI 飯店 或同級 

位於高松市中心，無論是商務旅行、還是購物觀光都非常方便。東急酒店集團在日本

全國各地都有連鎖店，本酒店是您在高松市旅游期間的安全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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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堺市：麗都大飯店 (hotel AGORA Regency Osaka Sakai) 或同級 

大阪堺市麗都大飯店與堺站西出口相連，提供寬敞的客房與免費 WiFi，距離關西國

際機場僅 25 分鐘火車車程。飯店內提供包括空中酒廊在內的 7 種餐飲選擇，另亦

提供 卡拉 OK 室及自行車租賃服務。客房內均裝有空調，並配有可收看隨選影片的

衛星液晶電視、收音機及迷你冰箱。附設的私人衛浴內則配有盥洗用品及睡衣。 

    

●旅遊參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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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關西機場→《約 126公里，車程 2.3小時》→姬路市/神戶 

參考航班：酷航航空 TR1894 11:30/15:35【每日飛】 

行       

程         

內

容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員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降落於關西海

上空港，抵達日本第一大商業城－大阪。大阪位於日本本州西部，座落近畿平原，

面臨大阪灣。古時為京都的外港，與京都、神戶合稱為京阪神。是西日本、近畿地

方、京阪神都市圈及大阪都市圈的行政、產業、文化、交通中心，也是大阪府府廳

所在地。人口僅次於東京 23 區為全國第二名。 

抵達後專車前往姬路市，想用晚餐後，辦理飯店住宿手續。 

早餐：※ 午餐：機上餐(自理) 晚餐：日式料理 或 總匯自助餐 

/住宿飯店：日航酒店(Hotel Nikko Himeji) 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出發→姬路城公園(上天守閣)(日本最美麗的城堡~白鷺城)→午餐→姬

路港~13:35 搭乘客輪(船行時間 100 分鐘)→小豆島~福田港~二十四瞳映画

村、天使之路→夜宿小豆島 

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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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瞳映畫村】二十四瞳映畫村是以電影和文學為主題的村莊。以著名的作家

壺井榮所名著的二十四瞳，是敘述一位女教師和 12 位學童的感人故事。此電影的

場景皆在此拍攝，至今仍就保留著當時拍攝的場景，課桌椅、老師的家、茶館、以

及學童的作品，保存的相當完整。 

【天使之路】位於國際露天溫泉飯店旁，緊鄰瀨戶內海，有一條眾所皆知的“天使

之路”通到海邊。海水退潮時小島和陸地連成一片的奇妙景象，一天只可以看到兩

次。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式料理 或 總匯自助餐 晚餐：飯店會席料理 

/住宿飯店：海盧溫泉飯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出發~寒霞溪～日本三大絕美溪谷之一(搭乘單程觀景纜車)、橄欖公園

～白色風車、世界上最狹小的海峽～土渕海峽←土莊港~11:20搭乘客輪(船

行時間 65分鐘)→高松港~午餐→金刀比羅宮(帶來幸福的金刀比羅宮，一生

中至少要參拜金比羅一次)→栗林公園→高松 

行

程

內

容 

【寒霞溪】日本三大溪谷之一的寒霞溪，此地 50 多種紅葉植物，同時的換裝，藍色

的天空，火紅的樹影，會讓您讚嘆秋之變幻，也讓您體驗日本紅葉之美，另外特別

安排搭乘纜車，讓你在中漫步於自然美景中。寒霞溪由於自然景緻秀麗絕美，被列

為日本三大美麗溪谷之一，島中部的寒霞溪是著名賞楓勝地，與九州耶馬溪、關東

妙義山並列為日本三大賞景溪谷，搭乘纜車再走登山步道即到達山頂，天氣晴朗時，

腳下瀨戶內海景觀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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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世界上最狹小的海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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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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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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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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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讚歧烏龍麵~DIY 晚餐：日式涮涮鍋 

/住宿飯店：東急 REI 飯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出發→《約 79公里，車程 2小時》→日本三大祕境祖谷溪~大步危峽

谷觀光遊船→《約 122公里，車程 2小時》→大鳴門橋散歩道渦の道(體驗

世界最大級動人心弦的鳴門漩渦)→《約 117公里，車程 2小時》→大阪~

心齋橋商店街＆道頓堀美食街→夜宿大阪市 

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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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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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鳴門橋散歩道渦の道】在鳴門海峽產生的漩渦直徑長達 20 公呎，是世界著名

的大漩渦，觀看漩渦的最佳時間是春秋大潮，潮速每小時高達 20 公里，是一年之中

最大的。登上大鳴門橋散步道，透過高達 45 公尺的玻璃窗親眼觀賞鳴門大漩渦。 

【心齋橋、戎橋商店街～道頓堀‧傳統道地美食大道】位於戎橋和道頓崛橋之間，

霓虹燈光變化從紅、藍、橘到暗紅，代表道頓崛的一天。夜裡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倒

映在河面，只見橋上拍夜景的人爭相尋找最佳的拍照角度。順道前往熱絡有名心齋

橋商店街，在充滿了年輕氣息看不到盡頭的商店街，貼心的搭上透明雨遮蓬，無論

刮風下雨都不減您逛街購物的興緻，大阪燒、章魚燒、一蘭拉麵、金龍拉麵、0101、

H&M、ZARA、UNIQLO、高島屋、大丸百貨琳瑯滿目的商品，人潮不斷，完全感受

大阪城市的鮮明氣息和閃亮的活力。而緊鄰隔壁綠樹成蔭的御堂筋大道則林立著多

家世界性時尚名牌店。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式料理 或 總匯自助餐 

晚餐：日式燒肉料理無限供應+軟性飲料暢飲 

/住宿飯店：麗都大飯店 (hotel AGORA Regency Osaka Sakai)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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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飯店出發~大阪~大阪城公園、黑門市場→《約 47公里，車程 1小時》→關

西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酷航航空 TR859 16:35/18:45【每日飛】 

行       

程         

內

容 

【大阪城公園】此城為日本名將『豐臣秀吉』所建造，其雄偉的石牆砌造佔地約

百萬坪，分為本丸、二之丸和城廊之外的三之丸，四周以護城河圍繞，櫻花盛開

時期護城河沿岸櫻花夾道，四周均為綠意盎然的公園綠地，秀麗的庭園和亭台樓

閣、奇花異卉、滿目青翠、充滿詩情畫意。 

【黑門市場】大阪首屈一指的街頭小吃市場「黑門市場」販售新鮮蔬菜、海鮮和

異國肉品，可讓您帶回家享用。品嚐能讓任何美食家滿意的精緻產品。這個古老

的市場可追溯到日本的明治時代，黑門市場的地下通道長度將近 600 公尺，擁有

大約 170 間商家，市場的許多顧客都是廚師，大阪最珍貴、最新鮮且高品質的食

材，都在海鮮攤位在此可品嚐到新鮮的生魚片、大牡蠣、烤扇貝和螃蟹漢堡，增

添此行的美食之旅。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黑門市場自理~現金券￥1200 

晚餐：機上餐(自理)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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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航精神 

簡單來說， 

 

我們是一間為年輕旅客以及保持年輕心

態的旅行愛好者所打造的航空公司， 我

們期待所有旅客能和我們一樣，認同旅

行不只是發自內心的探險，也是與世界

接軌並勇於接觸創新體驗的人。換句話

說，就是具備酷航精神的人。 

 

這就是我們的品牌 DNA 

酷航提供獨特的人性化服務，具有現代

化的經營風格，並讓您可以選擇並支付

您所需要的服務。我們在 2011 年 11 

月 1 日宣布成立，感謝我們客戶與粉絲

的支持，讓我們得以一路茁壯成長。 

 

我們的機隊 

酷航擁有 24 架空中巴士 320s 和 16 架波音 787 

夢想機。酷航也榮獲 2015 年亞太地區最佳廉價航空

公司頭銜。立即預訂前往您最喜愛的目的地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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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9 年 04 月 08、21 日，05 月 07、20 日，06 月 03、17 日 

◎每人費用：36,900 元、現金優惠價：36,2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 元 

●若本次組團人數不足25人時，全程則安排中型巴士搭乘，不補車資差價。 

★費用包含： 

1.高雄機場→關西機場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全程住宿飯店二人一室，共四晚。  

3.3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4.行程表中所列門票。 

5.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250 元*5 天=合計 1,250 元。 

6.日本境內遊覽巴士車資。 

★【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

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

(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如衍生超時裝況，遊覽巴士須補收鈔時費用。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 NT$：1,400 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人限一件 20 公斤，隨身行李限一件 10 公斤）、飲料、洗

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3.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請

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12,000 元。 

4.來回機上餐不包含，請自理機上自理選擇。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不

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6.初次辦理護照者請申請者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