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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 
【國泰】四國小豆島(魔女宅急便)‧ 
世產姬路城‧米芝蓮三星栗林庭園‧ 

奈良東大寺‧讚歧烏冬 DIY‧2晚溫泉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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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B5XX 

12 月 11 日至 3 月 11 日出發 

逢星期三、四、六出發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世界最大木造古建築 
【奈良東大寺】 

 

世界三大漩渦 

【德島鳴門漩渦】渦之道 
 

 

世界文化遺產 

【姬路城】 

世界級旅遊名勝景點 
 

 

渦之道漩渦奇景搶先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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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行程  

 

       

世界文化遺產．日本三大名城【姬路城】 
 

 

 

 

 

姬路城是代表日本近代城郭的古城，因為其美麗的白色漆城牆，型態優美，彷

彿展翅的白鷺所以也被稱為白鷺城。姬路城、熊本城及松本城同稱日本三大名

城。因為保持著築城時的風貌，所以也被稱為「天下名城」或是「日本第一名

城」。由於整座城外觀又白又美，許多古裝連續劇和古裝電影在此拍攝外景。

為了維持其美麗的外觀以及修復長天守閣，姬路城剛進行了長達數年的修復工

程，於 2015 年 3 月下旬再次供人參觀。 

米芝蓮三星【栗林公園】特別呈獻正宗日式抹茶 

栗林庭園號稱一步一景，庭園面積是全日本特別名勝的庭園之中最大。園內以

紫雲山作背景，由 6 個水池、13 座假山以及多個亭閣巧妙的佈局而成，庭園

景緻優美從日本江戶時期聞名至今。位於湖畔的掬月亭．日暮亭，原為籓政時

代籓主招待貴賓賞景品茗的茶屋，特別安排坐在此處品茗抹茶賞景，享受人生

優悠雅趣。 
栗林公園 

姬路城 

在小豆島搭乘峽谷纜車登上頂端眺望瀨戶

內海，欣賞經 200 年歲月風雨侵蝕的奇岩

怪石的鬼斧神工，斷崖及巨岩溪流峽谷中

優美的景致。乘坐約 5 分鐘纜車，沿途迎

來寒霞溪奇岩絕壁的壯美景觀。 
 

日本三大溪谷美【寒霞溪】 
包乘坐纜車欣賞美景 

奈良神鹿公園是一所東西約 4 公里、南北

約 2 公里，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名勝的公園，

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名勝。園內寬闊的草甸

上有約 1200 頭野生小鹿在嬉戲玩耍。潺潺

流水、池塘和小溪為公園的景色增添了色

彩，樹林中隱約可望見寺廟的大屋頂和塔

樓。園内包含興福寺、東大寺、春日大社、

奈良國立博物館等建築。 
 

大佛．自然．鹿 的結合 
【奈良神鹿公園】 

奈良公園 

四國海上守護神 
【金刀比羅宮】 

金刀比羅宮內供奉著被稱為「金毘羅」的

海上守護神，以治療疾病、消災避禍而聞

名。金刀比羅宮的共有 1368 級階梯，最

初 113 階梯兩邊有很多傳統店舖，可以購

買各種特色商品；而本宮位於 365 階，如

想前往請準備充足再挑戰。 
 

小豆島橄欖園 幸福橄欖葉 

率先暢遊【小豆島】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明珠．橄欖之鄉 
 

 

 

 

 

【小豆島】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第二大島」 
位於高松市東北部，是瀨戶內海中僅次於淡路島的第二大島。當地氣候溫暖，

有如地中海，以栽培日本橄欖樹的發源地而聞名。現更成為《魔女宅急便》的

主要拍攝地，也許能在島上一睹戲中出現過的場景。 島上有一處戀人之聖地

名為「天使戀人之路」，是只有潮退時才能走過的沙灘步道。如入住小豆島國

際溫泉，可從房內欣賞到天使戀人之路的神奇美景。 

小豆島橄欖園 

  
寒霞溪 

二十四瞳 

映畫村 

盡覽更多焦點行程 

天使戀人之路 

【小豆島橄欖園】魔女宅急便麵包屋 
為日本政府最初成功栽培橄欖的公園，可到園內的紀念館了解橄欖的歷史、特性等，亦可尋找心型的

橄欖葉，一般橄欖葉只有一條徑，傳說中找到兩條徑的心型葉能讓人得到幸福；園內保留《魔女宅急

便》中主角琪琪所工作的麵包店，店內更有戲中出現過的香草、麵包等等，可親身體會魔女宅急便中

的溫馨夢幻氣氛。 

二十四瞳映畫村 

金刀比羅宮 寒霞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8%E7%A6%8F%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A4%A7%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6%97%A5%E5%A4%A7%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8%89%AF%E5%9B%BD%E7%AB%8B%E5%8D%9A%E7%89%A9%E9%A6%86


嚴選宿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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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島國際酒店】 
全室海景客室。露天浴場與大海只

有一牆之隔。下午時，可以傾聽到

平穩的海浪聲，欣賞隨時間改變的

瀨戶内的景色，讓你遠離日常的繁

囂。晚上則可以抬頭眺望滿天的星

空，寫意非常。 

www.shodoshima-kh.jp/ 

擁有號稱小豆島地區最大規模，眺望

視野最佳的露天溫泉。泡湯時瀨戶內

海美景可盡收眼底。pH值 9.0的溫泉

從地底約 2000 公尺深處湧出，不僅

具有美肌效果，讓身體從內而外都得

到溫暖，泡完湯後整個人煥然一新。 

olivean.com/ 

【小豆島 OLIVEAN RESORT】 

酒店是外牆雪白的環圓建築物，背山

面湖。男女湯各有 3種露天溫泉，被

綠樹包圍，浸浴的同時感受大自然，

悠閒寫意。依季節的變化，藥草湯等

部分風呂的內容會有所改變，亦有罕

見的高濃度炭酸泉。 

www.ooedoonsen.jp/reomanomori/ 

香川縣【REOMA之森溫泉】 
全室海景客室，從大窗戶可以眺望寒

露溪的山巒與瀨戶內海。窗外的景觀

如詩如畫，可以在不同於平常的悠閒

自然環境中度過美好的時光。展望溫

泉風呂為於酒店最上層，眺望瀨戶内

的天空與大海，景色絶佳。 

bayresort-shodoshima.jp/ 

【小豆島 BAY RESORT】 

如入住金比羅溫泉櫻の抄，可以 
每位 HK$1500提升日本旅館百選 
綜合部門第 33位 琴平溫泉 紅梅亭 
只有 6 間的私人露天溫泉房間及享用 VIP 
Lounge及提升 2 餐膳食（房間約 500 尺） 
紅梅亭設檜風呂、岩風呂、女
士至愛的花風呂等男女合共
15個溫泉。房間除了設私人露
天溫泉外，更可以享用 VIP 
Lounge。VIP Lounge 配備按摩
椅及各種飲品、酒類、小食免
費享用，讓您有星級享受。 

【琴平溫泉 櫻の抄】 
SAKURANOSHOU 

www.sakuranosho.jp/ 

日本旅館百選‧美肌玫瑰風呂 

位於香川縣金刀比羅宮第 22階旁的琴平溫泉櫻之抄，因

其房間、溫泉、設施的質素特別優秀，芸芸日本酒店旅館

中，於 2018年 12月被榮獲第 44屆日本旅館百選・施設

部門的第 39位。在日本知名酒店網站 JALAN 也得到接近

滿分好評，其精緻美味的料理、天然溫泉都廣受喜愛。 

溫泉是弱鹼性冷礦泉，溫泉泉水無色透明，具有健康療效，

可以紓緩神經痛，筋肉酸痛及肩緊膊痛等，享受滋潤心靈

的優雅時光。而女性露天溫泉內更設有玫瑰風呂，高貴的

花香讓您更覺身心舒暢，亦有美肌效果。從露天溫泉裡可

以看到金刀比羅宮。溫泉後更可於休息室使用按摩椅，完

全放鬆身心，消除平日的煩惱。 

【烏冬學校】香川縣名物讚岐烏冬．親手製作體驗 
 

 

 

 

 

讚岐烏冬 DIY(日本三大烏冬) 
四國香川縣的讚岐烏冬為日本三大烏冬之一，於烏冬學校

中可以體驗以傳統的方法試作有名的讚歧烏冬。在導師指

導下，按適當的比例把麵粉、水及鹽搓好麵團；為了使烏

冬柔韌彈牙，導師會一邊播放音樂，一邊指導學生們於麵

團上踩踏，因使用腳踩麵團比用手更有力道。之後可以一

試自己親「腳」製作的麵團，完成後學校更會頒發證書！ 

 
購物熱點．潮流集中地【心齋橋購物城】【神戶海邊購物商場 HARBOUR LAND】 

 

 

 

 

 

心齋橋是位於日本大阪府大阪市中

央區的商業購物區。一連排的百貨

商店與各式專門店等為大阪代表性

的中心商務區。狹義上是指大阪中

心部向南北延伸御堂筋東側的心齋

橋筋，但一般來講會包含到以大阪

市營地下鐵心齋橋站為中心的御堂

筋西側。以流行時裝發信地而馳名

的美國村，是高級品牌專門店、時

裝店及咖啡店的集中地。 
 

HARBOUR LAND是指位於臨海樂園海

邊的綜合性商業樂園。餐廳，商場，

影院及小型娛樂設施。另外，還有

明治時代所建造的倉庫活化而成的

紅磚倉庫飯店以及新大谷酒店等形

形色色的設施聳立在此地。MOSAIC

花園裡設有觀光纜車，Hanekko廣場

則有日本第一座建設的開合橋。裝

飾着瓦斯燈的沿海街道靜靜地在此

延續。在此地還可以乘上週遊神戶

港和明石大橋的遊覽船。 

神戶港夜景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SQJL_zh-TWHK846HK846&q=%E6%9E%97%E5%89%87%E5%BE%90%E8%99%8E%E9%96%80&sa=X&ved=2ahUKEwjC8urQ-J7iAhUlE6YKHdB_BrMQ1QIoAHoECAk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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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號碼:350217 JXB5XX (DEC-1)-ITX2019 製表日期: 11 SEP 2019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保障，「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之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得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行 程  大阪入‧大阪走 順道暢遊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 Y 1  

香港  大阪 ~ 神戶 ~  

神戶海邊購物商場HARBOUR LAND(神戶海港旁的商場，露天購物街 

集中了約90家商店、餐廳等，亦可欣賞神戶海景) 

(※如入住大阪酒店，神戶HARBOUR LAND將會改為前往大阪心齋橋購物城) 

  

航機上 

日式 

御膳

大阪MONTEREY LE FRERE 

(設有大浴場) 

備註 

或 

神戶CROWN PALAIS  

或 

大阪SHERATON MIYAKO  

D A Y 2  途經明石海峽大橋 ~ 渦之道．世界三大漩渦【德島鳴門漩渦】 

(利用大鳴門橋的橋桁空間而設置的走道，可以於上空欣賞鳴門漩渦)備註 ~  

鳴門展望台(可遙望鳴門海峽景色) ~ 烏冬學校(DIY 制作日本三大烏

冬之讚歧烏冬，約 40~60分鐘)(於導師指導下，用腳踩踏麵團使其柔韌

彈牙，完成後更可獲頒證書) ~ 【金刀比羅宮】．懷舊石級街(金刀比羅

宮共有 1368 級階梯，宮內供奉著治療疾病、消災避禍的海上守護神金毗羅神

而聞名。最初 113 階梯兩邊有很多傳統店舖，可以購買各種特色商品；而本

宮位於 365 階，如想前往請準備充足再挑戰)  

酒店內 

品嚐 

自製烏冬 

＋ 

天婦羅 

溫泉 

御膳 

【香川縣】 

REOMA之森溫泉 

或 

HYPER RESORT VILLA 鹽江 

指定日子提升↑ 

【日本旅館百選】 
琴平溫泉 櫻之抄  

www.sakuranosho.jp/ 

【可每位HK$1500提升日本酒店旅館百選 

【紅梅亭】的私人露天溫泉房間】 

及提升兩餐膳食 備註  

D A Y 3  
栗林庭園．包品嚐正宗日式綠茶(四國第一特別名勝庭園) ~  

四國高速渡輪(從高松港至池田港，欣賞灣港景色，約 1 小時)~ 小豆島~   

二十四瞳映畫村 (重現日本古早電影名作「二十四瞳」場景，二十四瞳是

一套以小豆島為舞台，描述了 1928 和 1946 年之間由一位女教師和 12 個小學

生之間由讀書、參軍、戰敗後各人的狀況，足足橫跨 18 年的電影故事) ~  

寒霞溪公園 (乘坐 5 分鐘纜車，沿途迎來寒霞溪奇岩絕壁的壯美景觀) 

備註 ~ 土渕海峽(世界最狹窄的海峽)  
※如入住小豆島國際溫泉，可於潮退時自行前往戀人之聖地「天使之路」 

酒店內 鄉土料理 
溫泉 

料理 

【小豆島溫泉】 

小豆島國際(設露天溫泉)  
www.shodoshima-kh.jp/ 

或 

小豆島BAY RESORT  
(設展望風呂、露天溫泉) 
bayresort-shodoshima.jp/ 

或 

小豆島OLIVEAN RESORT  

(設露天溫泉) 

D A Y 4  
小豆島橄欖園(保留有《魔女宅急便》中的麵包屋，白色的主調配上淡綠的

色彩為小木屋增添了不少溫馨氣氛) ~ 四國高速渡輪(土庄至新岡山，約

1 小時 10 分) ~ 日本三大名城【姬路城】(可自行購票入內參觀(約 1000

日圓)，亦可前往欣賞雅緻庭園「好古園」(需連同姬路城門票一同購買) 

備註 ~ 心齋橋購物城 ~ 美國村 ~ 歐洲街 ~ 道頓崛美食街 

酒店內 ~ 
牛肉鍋 

SHABU 

SHABU 

大阪MONTEREY LE FRERE 

(設有大浴場) 備註 

或 

大阪 SHERATON MIYAKO  
或 

姬路 MONTEREY 

(設有大浴場)  

D A Y 5  奈良 ~ 神鹿公園(育有約 1200 頭野生鹿，旅客可自己購買當地鹿仙貝餵

飼。)備註 ~ 全球最大室內佛像世界文化遺產【東大寺】~  

關西 FACTORY OUTLET(匯集多個港人熟悉的品牌) ~  

大阪  香港 

酒店內 日式網燒 
 

航機上 

 

 
備註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溫泉  酒店晚餐，以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行程安排、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機票有效期8日。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請留意團隊價格逢星期二．六有機會調整。故越早報名，價格優惠越多。 

酒店 WIFI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大浴場的開放時間為 06:00-11:00、17:00-24:00。 
或因人數限制或其他不能預期之因素而未能進入，敬請留意。 
因應每天潮漲潮退的時間，漩渦的大小會有所不同，視乎潮汐的情況而有差異。渦之道於12月第2個星期一休息，敬請注意。 
最終可否提升，以出發前確認為準。若房間已滿將退回有關費用，唯客人不可藉此退出。 
纜車或因天氣不佳不宜或檢查維修而停運，實際情況以當地安排為準，如無法登山，將取消乘坐纜車及取消前往寒霞溪公園，敬請留意。 
 

【大阪入‧大阪走】 

香港  08:00/08:15/10:30 
CX562/596/506 
 
大阪  17:55/18:10 
CX507/595 

香港 21:35/21:50 

大阪 12:35/12:50/15:00 
 

https://goo.gl/2LAefr
http://www.shodoshima-kh.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