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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航廣島】四國愛媛德島．廣島蠔御膳． 
大步危峽遊船．世產嚴島神社． 
日本三大後樂園．2 晚名湯 5 天 

JXB5UOB: 12 月 1, 22 日; 1 月 19, 26 日; 2 月 2, 23; 3 月, 1, 8, 15 日出發 

廣
島 

H
iro

s
h

im
a

 

5天 
JXB5UOB  

廣島入廣島走 

浮動的綠色寶石【大步危峽遊船】 
 「大步危峽」由吉野川切入，由

於受到石灰岩岩質的影響，整條

川水呈現碧綠色，望去猶如浮動
的綠色寶石。乘坐遊覽船近距離
欣賞經長年累月的侵蝕而形成的

岩石彫刻美。冬季期間，船內加
設日本人愛不釋手的被爐，讓您
可以暖笠笠地欣賞美景。 

愛媛名物【今治毛巾美術館】 

今治的「毛巾文化」因毛巾生產量

為日本第一而聞名，而毛巾美術
館正是世界第一間專門介紹毛巾
的美術館。除了可以參觀毛巾的

製造過程和用毛巾製成的美術品
外，在商店也賣有種類豐富的毛
巾商品、藝術作品和四國的土產。 

冬季期間限定！ 
廣島名物【廣島蠔御膳】 
牡蠣在日文意為蠔，廣島是日本蠔產量最

多的地方，於冬季當造，蠔身蘊含着大量
糖原，肉質厚實飽滿，蠔味濃。 
 

圖片只供參考 

【住好啲】道後溫泉 12月 22日; 
1月 26日出發限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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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宿泊  

         

【湯鄉 GRAND 溫泉】 

位於岡山縣的湯鄉溫泉和湯原溫泉，和奧津溫泉合稱為「美

作三湯」，湯鄉溫泉泉水無色透明，是鹽化溫泉，源泉溫度

平均維持在 40.1度左右並具有健康療效，可以紓緩貧血、

過敏性皮膚炎、消化系統疾病、神經痛及風濕等，同時亦有

美肌効果。而館內的露天風呂內有由現代雕刻家「空充秋」

所作的石柱，別具有藝術感。 

【湯鄉 GRAND 溫泉】鹽化溫泉・具有健康療效 
www.yunogo.co.jp 

日本美作三湯【岡山湯鄉】 

【四國奧道後 壹湯之守】男女湯共 14種溫泉可供享用 
www.okudogo.co.jp/    

【四國奧道後 壹湯之守】 

可享受多款溫泉設施，男女湯各有 7 種，面積約 1500 平方

米，其中有西日本最大級的露天風呂「翠明之湯」，讓您悠

悠享受溫泉與四周景致，放鬆身心。泉質為鹼性單純硫磺泉，

PH值高達 9.4，可謂美人湯，特別受女仕們的歡迎。 

【道後溫泉 茶玻瑠】道後唯一屋上露天溫泉 
www.chaharu.com/ 

【道後溫泉 茶玻瑠】 

位於千與千尋「油屋」的取景地道後溫泉本館約 2分鐘的絕

佳地段，經過不段翻新，融合了日本傳統氣氛及現代建築風

格，房間、餐廳等設施別致，予人舒適的感覺。擁有道後溫

泉內唯一沒有屋頂的天台露天溫泉，讓人盡情放鬆的開放

感，晚上更能觀賞繁星及明月，讓心身都得以治癒。 

住好啲．12月 22日;1月 26日出發  

 

 

 

【廣島 GRAND PRINCE】 
www.princehotels.co.jp/hiroshima 

【廣島 GRAND PRINCE】 

坐落於宇品島上，坐陸擁海，酒店環境清幽，可輕鬆眺望瀨

戶內海，享受到被藍天碧水包圍的感覺。可自行前往享用酒

店內展望露天溫泉風呂「瀨戶之湯」，毎次入場約 2000円。

眺望瀨戶內海，一邊享受廣島溫泉，實為人生樂事。泉質為

鹽化物泉，有助舒緩肌肉痛、關節痛等症狀。 

如入住壹湯之守，可以每位 HK$2500 
提升至 15分鐘車程外的「道後溫泉 八千代」 
私人露天溫泉和洋套房

壹湯之守 

八千代私人露天溫泉 

http://www.okudogo.co.jp/


倉敷保留了很多江戶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建築物，該帶被列

為「倉敷美觀地區」。白牆黑瓦的小屋、舊有的石板路、長明

燈，加上四周皆有運河貫通，感覺古色古香。小巷之間有不

少特色的店舖、咖啡店，別具風味。除此之外建於 30 年代

的大原美術館，極富希臘的典雅風格。 

JXB5UOB: 12 月 1, 22 日;1 月 19, 26 日; 2 月 2, 23; 3 月 1, 8, 15 日出發 

 

人氣行程  

 

嚴島神社坐落於位於自古以來被認為有神明居住，充滿著靈

氣的島嶼「宮島」。其獨特的寺廟風格和華麗的寢殿式建築都

被日本指定為國寶，具體表現出日本平安時代的極樂世界思

想，也充分展現出日本自古以來視自然為神的信仰，整座嚴

島神社與大鳥居巧妙的融合自然美與人工美，神聖莊嚴。嚴

島神社最著名的就是位於海上的大鳥居，但由於受到海水侵

蝕，所以大鳥居於 19 年 6 月開始進行維修，所以暫時不能

欣賞海中大鳥居的美景。 

 

  

米芝蓮星級觀景處．賞四國絕景 
十二天守【松山城】 

松山城矗立在松山市區中心的 132米高山丘上。乘纜車約 3分

鐘就可到達鏟平山脊而成的山頂，有登城道與天守閣相接。位

於山頂本壇的大天守是日本 12座現存天守之一，登上天守閣

的木臺階，可以一覽西日本最高峰的石鎚山和伊予灘的美景。

2009年於《米芝蓮綠色指南日本篇》品評為二星級觀景處。 

米芝蓮三星庭園・日本三大名園
【後樂園】 
後樂園是大名(封建領主)池田綱政花了 14年用心打造而成，

除了一些由其他大名施加的變更，從江戶時代至今一直維持

原有的外觀，300年的歷史在您眼前重現。當中的池泉迴遊式

庭園，使景色隨遊客步移而逐漸變化，如詩如畫。已被指定

為特別名勝，擁有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美稱，同時也得到米

芝蓮三星景點的國際最高評價。 

走進宮崎駿動畫世界 
千與千尋取景地【道後溫泉街】 

一條古色古香的溫泉街，其中有 120年歴史的道後溫泉本館

更是千與千尋「油屋」的取景地，可以自行入內浸浴、參

觀。而道後溫泉車站保留着 1911的建築原貌，與周圍景觀渾

然一體，還可以觀看到「像火柴盒般」的少爺蒸汽列車。溫

泉街上有十一所免費足浴、手浴，可以體驗日本人喜歡到處

泡浴的習慣，解除疲勞。 

置身江戶時代  
漫遊【倉敷美觀地區】 

 
 

 

松山城 

後樂園 

世界文化遺產【嚴島神社】 
包宮島遊船 

 

嚴島神社 

倉敷美觀地區 

道後溫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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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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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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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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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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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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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延期停留返港。 
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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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入住廣島GRAND PRINCE，可以自行前往享用酒店內展望露天溫泉風呂「瀨戶之湯」，每次入場一人約2000日圓。 

或因天氣不佳不宜乘船遊覽大步危峽，實際情況以當地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入住「道後溫泉 八千代 私人露天溫泉和洋套房」，5歲或以下客人只需成人價錢一半HK$1250即可入住，但將不會安排床位與餐食；另細意安排晚餐
於獨立個室享用，在私人空間品嚐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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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島入‧廣島走】 

香港  12:05 
UO822 

廣島  16:40 
UO823 

香港 20:00 

廣島 16:30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廣島入廣島走  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 Y 1  

香港  廣島  
 

航機上 

自費 



【2晚廣島】 

廣島 GRAND PRINCE 
備註 

 

D A Y 2  
宮島(包遊船來回暢遊宮島灣)(約 10 分鐘)(被喻為神島，有不少野

生的鹿生息於此地) ~ 表參道商店街 ~  

世界文化遺產【嚴島神社】 (海上神社)(嚴島神社的海中大鳥居由

於受到海水侵蝕，所以於 19 年 6 月開始進行維修，所以暫時不能欣賞海

中大鳥居的美景) ~世界文化遺產【原爆圓頂屋】 ~廣島平和公園 

~ 廣島原爆資料館(展示有關原爆的歷史、遺物等珍貴資料) ~  

廣島本通商店街(廣島最大的商店街，雲集國內外名牌，由服飾、雜貨

店到生活用品店，應有盡有，三越、Parco 等知名百貨公司亦位於此街) 

~ 紙屋町地下城(與百貨公司 SOGO 連接的地下商店街) 備註 

酒店內 
廣島名物 

【廣島蠔御膳】 

日式御膳 

或 

會席料理 

D A Y 3  
千光寺公園(從頂上的展望台。那裡擁有360度全景景觀，甚至可以眺望

到遠處瀨戶內海上各式各樣的島嶼。) ~  瀨戶內海三連橋 ~  

今治毛巾美術館(欣賞用毛巾製作出的各種美術品，如:毛巾地圖、 

毛巾畫等，更有用毛巾製作的姆明展) ~  
米芝蓮二星級觀景處【松山城】(包乘坐纜車，約3分鐘)(日本全國僅

存12座的現存天守之一) ~ 道後溫泉街(古色古香的溫泉街，其中的道後

溫泉本館更是千與千尋「油屋」的取景地，帶你走進宮崎駿動畫世界) ~ 

日本三大古泉 奧道後溫泉鄉 

酒店內  

和洋 

自助餐 

或 

溫泉御膳 

四國奧道後 壹湯の守(內
設多款溫泉設施)

 
 【可每位HK$2500提升至

15分鐘車程外的 
「道後溫泉 八千代」私人
露天溫泉和洋套房】備註 

及 
【12月22日;1月26日 

出發提升】 
道後溫泉 茶玻瑠 

 

www.chaharu.com/  

D A Y 4  
大步危峽遊船(約 30分)( 由於受到石灰岩岩質的影響，整條川水呈

現碧綠色，望去猶如浮動的綠色寶石。乘坐遊覽船穿梭於大步危峽，欣賞

兩岸優美的景色，別有風情)備註 ~  

米芝蓮三星景點．日本三大名園【後樂園】(欣賞江戶風情雅緻庭

園) ~ 湯鄉溫泉鄉(擁有千年以上歷史的古老溫泉。自古以來以溫泉療

養所而繁榮，其美膚功效深受女性喜愛。以原始自然風光聞名，因此被稱

為「美作三湯」之一) 

酒店內 ~ 

和洋 

自助餐 

或 

溫泉御膳 

或 

西式料理 

 

 

 

湯鄉GRAND溫泉

 

D A Y 5  

倉敷美觀地區 (保留了很多江戶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築物，感覺古色古香。

小巷之間有不少特色的店舖、咖啡店，別具風味) ~ 廣島  香港 
酒店內 倉敷自費 

 

航機上 

自費 

 

 

 

 

 

 

 

 

 

 

 

 

 

 

 

 

 

 

 

 

 

倉敷 

乘搭香港快運 

每人包運送 

20kg 行李！ 

https://goo.gl/2LA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