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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 【足立美術館~米其林三星評鑑】蟬聯 16 年日本第一庭園，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境，不同的

季節欣賞，每一次都是一幅不同的圖畫，帶給人們深深的感動~ 

★ 走訪日本山陰山陽紅葉名所~奧津溪、鰐淵寺、帝釋峽、舊閑谷學校。 

★ 白壁街道洋溢著江戶時代氛圍的倉敷美觀地區、倉吉白壁。 

★ 安排住宿著名特色溫泉鄉~玉造溫泉、羽合溫泉、吹上溫泉。 

★ 人間美味鮮甜現流，境港盛產紅楚蟹初體驗。 

★ 全程輕鬆旅遊不進免稅店無購物壓力，讓您旅遊渡假玩得盡興。  

★ 貼心提供車上 WIFI 網路，讓您輕鬆打卡上傳隨時與好友分享旅遊的樂趣。 

★ 團體依天數承保每位旅客，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傷害醫療險(※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之旅客，限額投保 2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傷害醫療險)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虎航 IT 214 桃園國際機場 岡山機場 11:10 14:35 

虎航 IT 215 岡山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15:55 18:00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岡山桃太郎空港福山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飛機前往被稱為晴天之國的【岡山】吧！位於西日本中央部的岡山，有著

得天獨厚的氣候，產出的水果特別甜美。在此區又有許多日本歷史文化建築，豐富多變的自然景觀，

就讓我們來趟視覺與味覺的”心”體驗~ 下機後用完晚餐，養精蓄銳準備翌日精彩豐富的山陰山陽之

旅。 

餐  食： （中餐）機上套餐（晚餐）日式風味餐 

住  宿： 福山 RICHMOND 飯店  或 同等級 

第 二 天 
飯店★日本百大名城〜福山城★紅葉名所〜帝釋峽遊船國家天然紀

念物〜雄橋米其林三☆景點〜日式第一庭園足立美術館日本三大美

人湯玉造溫泉 

【福山城】福山城位於福山公園內，是日本百大名城之一，最著名的特色建築物是源自於京都的伏見

航 班 時 間 

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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櫓及筋鐵御門，也是國家重要文化財，五重六階登上天守閣，可以眺望福山市。 

【帝釋峽】帝釋峽在廣島縣東部、吉備高原的喀斯特高地上，是被帝釋川沖刷出來的全長 15 公里的

大峽谷。這裏有許多懸崖峭壁，洞門、溪流、水潭、急流和瀑布等，景色雄偉，富於變化。美玉般的

湖水之上，鑲嵌著唇紅色的天橋。搭著遊覽船環繞在三條天橋（神龍橋，櫻橋，紅葉橋）之間，體會

大自然之美，一邊看著映在湖中的紅葉，讓人心曠神怡。 

【國家天然紀念物~雄橋】雄橋是石灰岩因長年溪水的浸蝕而形成的天然橋，全長 90公尺，寬 18公

尺，厚度有 24公尺，若從河川底下算起，足足有 40公尺高，相當於 16層樓。它是大自然賜予的日

本國的象征，被日本國民稱作上天賜予的禮物（神橋），也是日本國唯一的天然橋，是最值得驕傲的

自然景觀之一。 

【連續蟬聯日式庭園第一~足立美術館】五萬坪的日本庭園造景，借景出雲的群山建造的枯山水庭、

苔庭、池庭、白砂青松庭等庭園，舉目望去任何一隅，都是一幅美麗的畫，春天的杜鵑、夏天的深綠、

秋天的紅葉、冬天的雪景，四季展示不同的美麗景致。是美國庭園雜誌票選出日本 389處庭園後，連

續 16年被評鑑為第一名的庭園；2017年更得到米其林三星景點。此外，足立美術館的庭園採取的是

「封閉式」參觀，也就是參訪者不能踏進庭園內，只能在美術館內用遠觀的方式眺望，美術館的走道

到處都有大片落地窗玻璃，可以讓館內遊客從不同角度去欣賞庭園之美。館內收藏以日本繪畫為主，

收藏的橫山大觀作品質量更可說是日本第一。 

【玉造溫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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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中還有石堆的造景，三五好友也可相約來此泡泡足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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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然石邊碰觸邊許下心願，誠心祈求讓運勢提升心想事成。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晚宴 

住  宿： 玉造溫泉~玉井別館 或 紺家  或 同等級 

第 三 天 
玉造溫泉★紅葉名所〜鰐淵寺★古神話裡的巨大神殿〜出雲大社松

江堀川遊覽船〜遙望國寶松江城 山陰八景〜東鄉湖羽合溫泉 

【紅葉名所〜鰐淵寺】鰐淵寺位在出雲市的帄田市北方，以前為出雲大社的神宮寺與大社關係密切。

本殿的根本堂為戰國時代毛利氏所建已有 400多年歷史。是島根知名的賞紅葉景點。鰐淵寺的建立可

以回溯到西元 594年，傳說來自信濃(今長野縣)的智春上人於當地的浮浪瀑布祈禱推古天皇眼疾有功

而受命興建。其名由來為智春上人於修行中不小心將法器掉入河中，這時河中的鰐魚用鰭將法器撿還

給智春上人而得名。到根本堂之間有 108階石梯，每年約 11月開始兩側的楓葉就會開始轉紅，形成

絕美的紅色楓葉隧道。當你踩在落下的楓葉所鋪成的天然橘色地毯上，ㄧ定也能感受的到濃厚的詩意。 

【結良緣.求好運〜出雲大社】出雲素有神之國及神話之國之美稱，相傳出雲大社是「大國主神」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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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王權所換得的聖地，出雲大社擁有規模宏大的古殿社建築、日本第一的大鳥居牌坊，瀰漫靜謐莊嚴

的氣氛，「正殿」被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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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樂殿」前５噸重的巨大草繩「注連繩」更是出雲大社的象徵。出雲大社裡所供奉的大

國主命以結縁神以及福神出名。出雲大社是日本求緣最靈驗的神社，在這裡的參拜方式傳承古法，遵

循「二拝四拍手一拝」的程序，比一般神社多了兩次拍掌。希望結良緣，來到此地不妨也來試試，求

得好運氣！！ 

此外，相傳日本所有的神祇都要在每年的農曆十月來到出雲大社開會，日本的月曆上，農曆十月別稱

為「神無月」，相反的只有出雲這裡，把農曆十月稱為「神在月」舉辦神迎祭，若是農曆十月來到出

雲大社，請感受這裡莊嚴、特別的氛圍。 

【松江堀川遊覽船】松江城的初代城主築城之時，挖掘了許多水道，這些水道既有經濟價值也有護衛

城堡的功能，搭乘崛川遊船欣賞有 400多年歷史的松江城，是來到松江城最特別的旅遊體驗。本次特

別安排搭乘遊覽船，沿途會穿過 17座橋樑，其中有 4座橋的橋板非常低，經過這些橋時，屋形船的

船篷就會下降，遊客們也必頇跟著把頭低下，才有辦法穿行而過。請邊聽船伕吟唱日本歌謠邊欣賞美

景，體驗這項只在松江城才有的有趣經驗。 

松江城是一座複合式帄山城，位於宍道湖北側湖畔的龜田山之上，是日本三大湖城之一。造型特別的

三角屋頂被稱為「千鳳破風」，望之彷佛有如千隻飛鳥展翅高飛，所以又稱為「千鳥城」。天守閣更

是日本國寶，站立城頂可以眺望宍道湖風景之美，讓肅穆的古城添加了點柔和的氣息。 

【山陰八景〜東鄉湖羽合溫泉】山陰八景之一的東鄉湖以夕陽絕景聞名，湖畔有兩個溫泉鄉，其中羽

合溫泉的望湖樓，可享受當地唯一的湖上露天風呂，邊泡湯邊欣賞遼闊湖景，更有可以看朝日與夕陽

不同的風呂，不同時刻的美麗湖景都能擁有。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晚宴或和洋式自

助餐 

住  宿： 東鄉湖 羽合溫泉望湖樓 

第 四 天 
飯店日本重要建築保存區〜倉吉白壁鳥取二十世紀梨博物館〜無限

品嚐新鮮水梨★紅葉名所〜奧津溪★紅葉名所〜舊閑谷學校倉敷 

【倉吉白壁土藏群】順著玉川排列的白壁土藏群裡，有很多江戶及明治、昭和時期建造的建築，因保

存良好如今也可以看到當時的風貌。漫步在玉川的石橋上或是紅瓦白漆牆的街道中，會讓人有穿梭時

空的錯覺，是當地的人氣景點。 

【無限品嚐新鮮梨〜鳥取二十世紀梨博物館】日本唯一梨的博物館，美味多汁的二十世紀梨在世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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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鳥取縣一整年產量為日本之冠，館內除了介紹梨子的培植經過和產量分佈等基本資料外，還陳列

出世界上三百種不同的水梨，另外在館內中央有一顆超過 70 歲的樹齡老梨樹，目前博物館將它當做

樹王般供奉著，來到這裡、不但可以品嚐最新鮮的水梨之外，在館內的另一邊有個梨樹花園，遊客們

可以在這裡了解到梨子的成長，也算是旅途中的不同經驗。 

【紅葉名所〜奧津溪】位於奥津溫泉下游 3公里的溪谷。河床的石頭因水流帶動而打轉，經歷長時間

磨穿岩石而形成的圓孔「壺穴」，號稱東洋第一。長約 800公尺的步道，能夠享受散步的樂趣。尤其

是每年 11上旬〜中旬左右的美麗楓紅，染上紅色或橘色的葉子不傴倒映在溪谷的水面，更暈染整片

溪谷。 

【紅葉名所〜特別史跡-舊閑谷學校】 1670年由岡山藩主池田光政所創立，是日本第一所公立學校。

在這裡，不論是武士還是帄民都有帄等受教育的機會，這所帄民學校的誕生在當時嚴格的階級社會

中，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現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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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屋頂都是紅色的備前

瓦，與周圍的自然景觀十分相融。境內兩棵楷樹為 1915年由中國山東省孔子廟旁帶回的種子所種植

而成，ㄧ到秋季，楷樹葉子開始變色，優美景致也成為人氣的賞楓景點。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和洋式豪華自助餐 

住  宿： 吹上溫泉 鷲羽山 風籠飯店 或 同等級 

第 五 天 
倉敷人氣景點~倉敷美觀地倉敷三井 OUTLET岡山桃太郎空港桃園

機場 

【米其林二星人氣景點~米其林二星倉敷美觀地區】白壁與水道的街景，倉敷川兩岸搖曳的綿長柳樹

是倉敷的特色，來到倉敷，「美觀地區」絕對是必遊之地。因為昔日德川幕府直轄的區域而成為豐富

物資的集散中心，進入現代之後陸續有許多洋風建築及美術館誕生，東洋風情與西方文化交融，為倉

敷美觀增添更多藝術氣息，也使得這裡成為米其林二星觀光景點。貫穿中心區域的倉敷川中，時而可

見小船悠遊，乘小舟賞兩岸的町家街道，倉敷的美吸引許多人來此一賞往昔情懷。 

【倉敷三井 OUTLET】以「倉敷森林」做為主題設計並以綠環保為概念的購物商場，約有 120家的店

舖，從時尚名品起到精選名牌或是體育用品等眾多商品應有盡有，來到這裡可以盡情享受購物樂

趣！！如果逛累了也不用擔心，這裡也設有多處休憩中心及餐廳提供您休息及用餐。 

【ARIO購物中心】與倉敷三井 OUTLET相鄰，也是由 100多家專賣店購成的大型複合式商場「Ario倉

敷」，網繫了 Cocokarafine藥妝、Joshin家電、MUJI無印良品、Loft等眾多知名品牌以及各種特

色美食，部分店家還可享免稅優惠。 

依依不捨中踏上歸程，回想一下在這幾天當中有那些地方、哪些景點讓您心曠神怡、回味無窮？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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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方讓您流連忘返的呢？仔細回味過之後就該帶著滿足的笑容起身前往機場囉，準備回到您溫暖

的家與親朋好友們一同分享您此趟的豪華旅程。抵達岡山空港後，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

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的山陰山陽 5日之旅。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套餐 

住  宿： 溫暖的家 

【團體備註】 

1. 成團人數 16人以上成行；此團體必頇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2. 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等級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間數個訂

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客觀綜合分級，且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不同，所載資訊不為最

終評鑑，敬請瞭解。 

※另日本洋式大飯店 2人房是 2 張單人床為主，如 3人房第 3張床通常是加床(沙發床)，日式

榻榻米房以 8〜12帖為主。 

3. 若為單人報名(或有單人房產生之情況時)則需補收單人房價 NT$8,000〃－（以洋室房一  

張大床為主）。 

4.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圔、觀光景點休假、

住宿飯店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

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

費敬請鑒諒。 

5. 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

至柴魚或肉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

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

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

備不時之需。如遇季節性的變化，將隨著季節性變更餐食內容，本公司將保有變更餐食內容之

權利。 

6. 有關飛機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2 個工作日前向您

的業務員提出需求，航班起飛 2 個工作日以內(包含機場 CHECK-IN手續時)，因航空公司作業

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7.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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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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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名收受訂金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9. 團體依天數承保 5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隩及 20萬意外傷害醫療隩/每位旅客。 

※依規定 15歲以下，70歲以上之旅客，限額投保 2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隩及 3 萬意外傷害醫療

隩/每位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