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健走嘉年華會 in 鳥取+四國自然美景及溫泉之旅 
 

【出發日期】 2016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9 日 

 
【特色行程、精挑嚴選】 

■ 栗林公園 

  同時也是四國最著名的庭園，是江戶時代最著名的『迴遊式大名庭』，以翠綠的紫雲山為背景，建   

  造了小橋、流水、涼亭、松林錯落有致，在春天繁花似錦、夏天蓮花亭亭、秋攻楓紅成片、冬天銀   

  雪遍佈，天然景致非常優美 

 

■ 小步危‧大步危(溪谷)  

  大步危就是行走很危險的意思，峭立的岩石像刀砍斧削一般，因而有大步危和小步危之稱。沿路聳   

  立陡峭的懸崖之間，景色頗為壯觀。 

 

■ 岡山後樂園－日本三大名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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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瀨戶內海－日本第一國定公園 

  瀨戶內海．欣賞海上風光景。欣賞島波海道 8島 (為尾道、、因島、生口島、向島、大三島、伯方   

  島、大島、今治) 及 10橋 (尾道大橋、新尾道大橋、因島大橋、生口橋、多多羅大橋、大三島橋、   

  伯方．大島大橋、來島海峽大橋第 1、第 2、第 3橋沿途欣賞秀麗瀨戶內海風光景緻。 

 

■ 倉敷美觀地區  

  日本國內極少數集各種文化設施於一地的歷史文化都市，也是岡山縣內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 
 

 ■ 20世紀梨紀念館 

   是日本人的驕傲，這是日本唯一以梨為主題的展覽館。 

 

 ■ 鳥取砂丘 

   屬於山陰海岸國立公園的特別保護地區，為日本最大的觀光砂丘。  

 
 

 



 

 
 

【航班資訊】 
 

去程航班 起飛時間(桃園機場) 抵達時間(廣島機場) 

CI-112 16:55 20:15 

回程航班 起飛時間(關西空港) 抵達時間(桃園機場) 

CI-173 19:05 21:05 
 

 

 
 10/13 (四)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日本廣島空港→飯店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

續之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廣島市。「廣島」：位於

大阪之西．北九州之東，是日本中國地區的政治．經濟

中心。位於發源自太田川河口的三角洲上，該河６條支

流使該地架起無數的橋樑，構成一幅美麗景觀，素有水

都之稱。夜宿廣島，接往飯店休息。 

 
 

住宿 廣島 Airport 飯店或同等級 

餐食  早餐：X 午餐： X 晚餐：機上簡餐  

 

 10/14 (五)  

 第 2 天 住宿飯店→岡山後樂園→《世界文化遺產》、岡山城~倉敷美觀．             

          白壁之町→倉吉市→大山皇家溫泉飯店 



 

享用完豐富的早餐之後，前往【後

樂園】擁有 300 年歷史的岡山後

樂園與金澤兼六園及水戶偕樂園

稱為日本三大名園；後樂園的美

在於它獨特的木橋、建築、與園

景的佈置是集各朝各地的特色，

如平安時代的池中島、安土桃山

時代的蘇鐵園林、安町時代的樹

石相間、滋賀的近江 8 景等特色

在園中都可見到，因此後樂園被

指定為國家特別名勝。 

【岡山城】，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建於 16 世紀，因為其天守閣塗上黑色，因此又被稱為

「烏鴉之城」的別稱。它原本是 16 世紀後期的日本武將所建，後來就成了統治該地區的

池田氏的城郭，可惜岡山城的天守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焚毀，現時所見的是在 1965 

年重建，作為資料博物館與展望室。僅存下來的箭樓「月見櫓」等都被定為國家重點保護

文物。 
【倉敷美觀散策】江戶時代，倉

敷作為幕府的直轄領地「天領(皇

室領地)」而繁榮。靠淺灘船水運

的備中地方特產品聚集在此，位

於中心的倉敷川河畔，商人的民

房和白牆的土倉鱗次櫛比。至今

仍保留著那大板車往來的石板路

胡同與白牆土倉融為一體這一令

人眷戀的舊街景。現在，小胡同

裡面當時的老建築被修復？再

生，用作美術畫廊和咖啡屋，土特產商店等對外開放。這種把東洋和西洋，古老和新穎融

合在一起，具有獨自而恬靜的氣氛是倉敷獨特的風采。倉敷美觀地區即是傳統建造物群保

存地區，同時也是當代人們日常生活的地方。從江戶時代開始到現在，其面貌向我們傳達

著倉敷的氣質。 

 

住宿 大山皇家溫泉飯店或同級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宴席料理  

 
 10/15 (六) 
  第 3 天 住宿飯店→倉吉市健走活動---(上午活動) 
          日本最大的沙丘→10萬年大自然的創作→鳥取砂丘---(下午活動)   
          →大山皇家溫泉飯店  
 
 

市町 

名稱 
路線名稱 距離 起點 終點 

出發

時間 

所需

時間 

定員 /

人員 

倉吉市 打吹山、赤瓦健走路線 5.7km 倉吉公園廣場 13:00 1~2h  



 

~漫步伯耆國倉吉~ 

北榮町 

北榮解謎健走路線 

~漫步在世上唯一能邂逅

名偵探柯南的小鎮~ 

5.5km 邂逅廣場 10:15 2h  

琴浦町 
A 感受海風的 

「琴之浦路線」 
7.0km 東伯綜合公園 鳴石之濱 10:20 2h 

1000

人 

 
B 森林浴景點 

「大山瀑布路線」 
5.0km 

一向平露營場- 

報到地點：東伯綜合公園 
11:00 2h 100人 

 
 
【鳥取沙丘】位於日本的鳥取縣東

部，東起駟馳山，西至氣多岬的鳥

取砂丘，東西長約 16 公里，南北寬

約 2.4 公里，是日本最大的砂丘。

這是飄落到千代川的泥砂之上而堆

積起來的大山的火山灰，被日本海

的風吹浪擊，歷經 10 萬年創作出來

的大自然傑作。 

鳥取砂丘屬於日本三大砂丘之一，

被指定為山陰海岸國立公園的特別

保護地區，為日本最大的觀光砂

丘。1955 年日本政府指定為天然紀

念物，2007 年入選日本地質百選。 

鳥取砂丘是日本極具代表性的海岸砂丘。每年慕名前來體驗這日本最佳絕景的遊客都超過
160萬人。 
 
 

住宿 大山皇家溫泉飯店或同等級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大會餐盒提供  晚餐：飯店內晚餐或日式風味餐  

 
 
 10/16(日)  
 第 4 天 住宿飯店→倉吉市健走活動---(上午活動) →20世紀梨紀念館、贈梨試   
         食體驗→鷲羽山下電飯店 
 

 

市町 

名稱 
路線名稱 距離 起點 終點 

出發

時間 
所需時間 

定員 /

人員 

倉吉市 

開泉1300年關金溫泉與舊

國營鐵倉吉線癈線遺址健

走路線 

~走在日本原始風景裡 

8.3km 
關金綜合運動

公園 

泰久寺遺

址 
10:30 2h30m 300人   

湯梨 

濱町 

環東鄉湖與馬山步道健走

路線 

~遠眺秋季湯梨濱之步道~ 

18km 中國庭園 燕趙園 09:30 3h30m  



 

東鄉湖與懷舊老街健走路

線 

~昭和懷舊老街散步路道~ 

5.0km 中國庭園 燕趙園 10:30 1h  

三朝町 

日本遺產巡禮健走路線 

~追溯三朝溫泉至三德山

連綿歷史~ 

9.0km 故鄉健康村 
三德山停

車場 
09:30 2h15m 200人 

 

 

【20世紀梨紀念館】 
是日本人的驕傲，這是日本唯一以梨
為主題的展覽館。館方以一株74歲的
老梨樹為標本，開展梨的故事，現場
陳列世界300種水梨品種，日本占了70
種。另設計有3D動畫，讓遊客看20世
紀梨的發展過程。 
 
 
 
 
 
 
 

住宿 鷲羽山下電  飯店 或  同等級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晚餐或日式風味餐  

 
 
10/17(一)  
 第 5 天 住宿飯店→海上守護神～金刀比羅宮→中野烏龍麵學校體驗手打烏龍    
        →神隱少女油屋～道後溫泉本館～溫泉商店街散策→放生園～足湯．   
        音樂鐘→今治溫泉 
 
前往【金刀比羅宮】，此宮自古以來即
以海的守護神聞名，受到了水軍及瀨戶
內海漁民所尊崇，以廣泛成為當地人民
信仰精神所在，也吸引全國各地的人來
此造訪，宮內更有兩座書院被列為日本
國家重要文化財，而金刀比羅宮著名的
表參道石階共計有785階，許多老人家
或殘病者很難登上，因此當地人也貼心
的在山門前設立一個狗雕像「金刀比羅
狗」，爬不上沒關係，只要給狗5日圓，
就象徵著狗會幫忙上去拜拜，非常可
愛。5日圓在日語中與「御緣」同音，
意即可以透過5日圓的捐獻而與狗或海
神或好運結緣。 
【中野烏龍學校】體驗親自製作烏龍麵。 



 

【神隱少女油屋】道後溫泉約3000年前
開池，號稱日本最古老的溫泉。小小的
道後溫泉之所以有名，全因日本天皇、
文學家夏目漱石下榻而聲名大噪。這裡
還是《神隱少女》油湯原場景所在，雖
然這裡看不到湯婆婆、白龍等，但是道
後溫泉本館整體建築建於一九五二
年，在當時所費不貲，是專為皇室貴族
而建，雄偉的三層木結構城堡式建築，
外觀為城郭式的木造，是第一個被指定
爲重要文物的公共浴場。道後溫泉就在
四國愛媛縣松山市道後湯之町，號稱泉
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有記載至今已有三千年歷史。雖然時間有限，我們還是安排前往道後
駅前【放生園】享受免費體驗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泡足湯之樂趣。眺望著『少爺音樂鐘』如
遇整點時還可以欣賞到叮叮噹噹的音樂和人偶。道後的旅館街上有九處足浴，可隨時自由
享用。鄰接的道後商店街有各種只有在這里才買得到的土特產。 
 
 

住宿 今治國際 HOTEL 或  同等級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烏龍麵料理  晚餐：飯店迎賓晚宴  

 

 

 10/18(二)  

 第 6 天 住宿飯店→★大步危、小步危～栗林公園→德島阿波舞會館→鳴門旋渦.

展望台→淡路島皇家溫泉飯店 

早餐後，前往【大步危.小步危】，大步危峽、

小步危峽是石鎚‧劍山兩山脈所橫斷形成吉野

川雄大的溪谷，歷經 2 憶餘年歲月的侵蝕而形

成今日峽谷壯麗的美姿。前往【栗林公園】，原

為高松籓主生駒高俊的行館，後經松平氏整頓

成傳統式庭園建築，歷時 100 年之久，才於第

五代籓主手中完成，這座被人們稱為「75 萬平

方公尺的繪畫世界」，是座典型的日本庭園，有

五座池泉和小橋，四季鳥語花香，園內百花齊放美不勝收。 

接著前往參觀【德島阿波舞會館】，阿波舞是德島縣人們跳的一種自由式舞蹈，為最具日本

民俗慶典之一，會館內網羅馳名世界的阿波舞

資料於一堂，在 1999 年 7 月成立，在此可以了

解到阿波舞的歷史、充分感受其魅力。之後專

車行經明石海峽和鳴門海峽之間的淡路島，前

往位於四國和淡路島之間的【鳴門渦潮】，以其

激流洶湧而聞名；當換潮時，滾滾的漩渦直徑

可達 30 公尺，這由東西高達 2 公尺的水差而造

成的，您可於此觀賞難得一見的鳴門渦潮及風

光怡人的瀨戶內海景觀。 

 



 

住宿 淡路島  ROYAL  HOTEL 或同級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美味餐  
晚餐：日式風味燒烤 

(或)日式和風定食 

 
  

 10/19(三)  

 第 7 天 住宿飯店→免稅店→大阪城（不上天守閣）→大阪臨空城 OUTLET→      

        關西空港 桃園國際機場 
 
日本現今最大的城堡【大阪城】已有 400 多年的歷

史。總長 12 公里，四周用 40 多万塊巨石砌築城牆

和護城河。該城堡是大阪市的象征，現有部分建築

作為歷史博物館，收藏著美術精品，古陶器、古劍

及豐臣家族資料。【大阪臨空城 OUTLET】Rinku 

Premium Outlets，鄰近關西空港，醒目的摩天輪

為 辨 識 地 標 ， 中 心 建 築 模 仿 美 國 港 口 城 市

Charleston 作為設計概念，溫暖不生硬，易於徜

徉的氛圍。除了在此設門市的店家種類齊全，能充分享受購物樂趣。專車前往機場，隨後

可自行在機場商店街自由逛街、購物。帶著七天滿滿的回憶和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豪華

客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日本，在此由衷地感謝您選擇參加，期待

擱再相會，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住宿 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逛街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 注意事項 】 
(1)本商品所提供相關旅遊行程表，本公司行程內容保証完整，但因食材季節性、景點先後順序      

   以及班機時間到離不同，需做調整則以當地導遊安排為準，相關正確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2)本行程使用之票種為團體機票，因此無法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航   

   空公司是依照乘客之英文姓名之字母先後順序作訂位紀錄以及機上座位排序。   

(3)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不同，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辣椒、 

   蛋、奶等食材，與國人之素食習慣有所不同。日本團體用餐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  

   多數皆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火鍋為主。若為飯店內用自助餐或在外一般餐廳用餐，料        

   理變化較少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告素食旅客前往日本旅遊，       

   可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4)日本飯店房間坪數較小，多為 18～21㎡不等，故少有 3 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    

   是：A一大床+一行軍床或 B.二小床+一行軍床或 C.一大床+一小床，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 

   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D.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5)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      

   我們將為您向飯店提出需求。但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