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 

業務專員：范家豪 電話：02-2551-6707 分機 1931 

行動：0956-112856 EMAIL：hank.fan@colatour.com.tw 

關西四國～魔女小豆島、岡山姬路城、秘境大步危、金刀比羅宮、 

淡路島夢舞台、心齋橋購物趣六日 

行程特色 TO 

天使之道：著名的戀人朝聖地，傳說中走過天使之路，便可得到幸福。天使之路這個奇觀是在退潮時才會出現水上的沙洲，

可以從小豆島本島一路走至海中的中余島，在樹枝掛上心型的祈福許願繪馬，感受小豆島的浪漫魅力。 

 

栗林公園:號稱一步一景，分為南、北兩個庭園，南庭為迴遊式庭園，北庭是近代的準洋式庭院。總面積約 75公頃，是全

日本被指定為特別名勝的庭園之中最大。公園以翠綠的紫雲山為背景，由 6個水池、13座假山以及 10多個亭閣巧妙的佈

局而成，處處景緻皆不同，四季呈現不風貌同，整個庭園景緻優美，可與三大名園媲美。 

 

神戶六甲山纜車:於昭和 7年開業的富有歷史的纜車。它作為六甲山的大門(玄關)口,從六甲纜車下的車站到六甲山上車站

約 1.7公里,儘 10分鐘就把您送到六甲山上了。在六甲山上車站有六甲山上展望台, 六甲山的景色在此一覽無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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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比羅宮:帶來幸福的金刀比羅宮，一生中至少要參拜金毘羅一次。參拜道路極長，到象頭山山腰的正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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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路城：有 400年的歷史，又被稱為《白鷺城》。現有城堡保有狀態，在全世界受到很高的評價。於 1993年在日本首次

和法隆寺被聯合國教科科文組織登記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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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小豆島：位於高松市東北部，是瀨戶內海中的僅次於淡路島的第二大島。周長約 126公里，氣候溫暖，有如地中海，很適

合柑橘類植物的栽培，以日本橄欖樹栽培的發源地而聞名，加上氣候溫暖，和南歐地中海相似，也和希臘愛琴海的米洛斯

島締結為姐妹島，島上希臘造型的白色風車高高佇立於山丘上，俯瞰著蔚藍海洋，成為島上最美麗的地標。 

 

大步危、小步危(遊船)：此處有因激流形成深谷約 8公里長的溪谷地帶。搭乘大步危遊覽船由大步峽出發順流而下更可進

一步體驗山谷之美，沿途溪谷岩壁交錯，可見識到德島縣天然記念物～含礫變岩形成之蝙蝠岩、獅子岩等特殊奇景。 

 

祖谷葛藤橋：《日本三大奇橋》的祖谷葛橋，為德島縣的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是由葛籐編織而成的，祖谷山區傳說是平

家武士為了躲避敵人的藏身之地，所以才會搭建可以隨時斷敵人後路的葛籐製吊橋。 

 

奇蹟之星植物館：坐落在兵庫縣淡路市的室內植物園。展示溫室面積 6700平方米,是日本第 2大的植物園。展示概念是五

官能感受到的"五官軸"和提倡都市綠化的"共生軸",即使是熱島效應酷暑難當的都市也可以生長著色彩艷麗的熱帶植物、

形態特別的食蟲植物等,可以觀賞十分珍貴罕見的植物。 

溫馨提醒與建議 TOP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事

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

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

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

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

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

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6.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

見諒。 

7.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

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

資料為準。 

9.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

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10.日本政府根據法令，規定自 2005年 4月 1日起，凡在日本國內無住所的外國人在投宿時，除必須填寫姓名、地址、

職業外，還有務必填寫國籍及護照號碼，並出示影印護照，敬請予以理解協助。 

11.【因日本國情習俗不同，多數日本溫泉飯店之泡湯區，皆有張貼禁止身上有刺青或紋身之旅客進入泡湯之標識及警語，

再請旅客見諒！如您不確定自身是否符合以上狀況，為避免被飯店人員勸導離場，請於進場前務必詢問本公司隨團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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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作確認。】 

12.如果貴賓是搭乘中華航空提醒您: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CI/AE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報名時請先

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航班時間 TOP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7/11/05 

〔星期日〕  
CI156  台北(桃園)  關西(大阪)  08:20  12:00  

2017/11/10 

〔星期五〕  
CI153  關西(大阪)  台北(桃園)  14:00  16:00  

機場資訊：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台中航空站 

行程安排 TOP 

 

第 01天 
桃園／關西～車上享用加熱便當+飲料～日本三大名城「姬路城」～搭乘渡輪(姬路港～

福田港)～小豆島溫泉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大阪關西機場，此機場建設於1994年耗資全世界

最貴的人山島嶼空港。降落於關西海上空港，抵達日本第一大商業城～大阪。 

 

姬路城：有 400年的歷史，在日本现有的城堡中還保有剛完成的狀態，在全世界受到很高的評

價。於 1993年在日本首次和法隆寺一起被聯合國教科科文組織登记為世界文化遺產。塗了白

漆的城樓看起来宛如飛騰欲起的白鷺，所以又被稱為《白鷺城》，非常漂亮。大天守進行 50年一次的大修，在 2015年

3月 27日再度開放。塗了白漆的城墻和矗立在天空的天守非常壯麗，讓人為其氣勢所震撼。春天的時候城內約上千株的

櫻花競相開放，會有很多遊客來此觀花。周末會有甲胄隊、門番、忍者和姬路市的吉祥物～城堡小丸子，在城內表演迎

接遠道而來的客人們。 

 

小豆島美人湯溫泉：小豆島著名溫泉，溫泉水質因屬低溫並含有純天然的保濕成份，具有養顏美容的功效又有美人湯之

美稱。而泡過美人湯的肌膚滋嚕滋嚕的感覺，有著你意想不到的絕妙效果！放鬆心情盡情享受在露天風呂中體驗青空下

天人合一的自然洗禮而瀨戶內海的景色一望無際盡入眼簾，溫泉、海景、美食，真是人生享受啊。 
 

餐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加熱便當+飲料￥1000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小豆島 OLIVEAN   或同級旅館 
 

天使步道散策：有《戀人聖地》之美稱，位於銀波浦內海外灘的島嶼，每天都有兩次的機會因為潮汐關係在海水退潮時浮

現出沙洲步道連結串起各島嶼，趁著退潮時刻一定要散步穿越這天使步道，傳說相愛的戀人一起牽手走過天使步道戀情將

會長長久久，在小島上不時可看見許多祈願繪馬懸掛在樹枝上戀人們的山盟海誓處處可見，歡迎您也來感受一下這浪漫的

魅力。 

 

第 02天 
飯店～《戀人聖地》天使步道～小豆島橄欖公園～醬油醃製屋京寶亭(品嚐蜂蜜蛋糕)～

寒霞溪公園(單程纜車)～搭乘渡輪前往小豆島(土庄港～高松港)～鹽江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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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島橄欖公園：島上目前約種有 3萬多棵橄欖樹，集中在中部的小豆島橄欖公園。園內可自由

參觀， 設有一間土產店，除了琳瑯滿目的初榨橄欖油、護膚品和各式食品，還有一所希臘式藍白

小屋及一座愛琴海圓錐形風車給你留影，散發濃厚的地中海風情。 

 

小豆島醬油醃製屋京寶亭：陽光普照的瀨戶內海，溫暖氣候、乾燥少雨，適合栽種橄欖樹、小麥、

芝麻。讓小豆島生產的橄欖油、手工醬油、胡麻油，無論是品質或產量都居日本之冠。小豆島手工醬油，歷史超過 400年，

是日本四大醬油產地之一，當地醬油達人循傳統方式，長時間釀製，讓醬油的味道甘甜獨特，連料理東西軍節目也千里迢

迢來尋找醬油達人。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醬油釀製槽，有各式各樣的醃漬品可試吃，可品嘗獨特的醬油蜂蜜蛋糕唷!漫步在醬

油鄉裡，連空氣都微微的醬油香氣。 

 

寒霞溪公園(單程纜車)：歷經二百萬年歲月的洗禮形成的奇岩，被選為日本百大風景名所，三大溪谷美之一同時也是四國

另一個響亮的招牌。當天氣睛朗時，站在高達 612公尺的山頂上視野頓時開闊，瀨戶內海天海一色的明媚風光一切盡收眼

底。在秋楓時節，紅葉燃燒了滿天的華麗遇遍野的楓紅更是把整座山頭點綴的詩意盎然。纜車停駛時，則搭乘巴士來回。 

餐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小豆島風味料理￥2000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 大江戶溫泉雷歐瑪之森   或 同級旅館 
 

第 03天 飯店～祖谷葛藤橋～大小步危峽谷遊覽船～朝日啤酒四國工廠～道後溫泉 

祖谷葛藤橋：祖谷地區有《日本三大奇橋》的祖谷葛橋又名《蔓藤橋》，為德島縣的重要有形民

俗文化財，是由葛籐編織而成的，祖谷山區傳說是平家武士為了躲避敵人的藏身之地，所以才會

搭建可以隨時斷敵人後路的葛籐製吊橋；日本政府每三年會更換一次藤葛，所以安全無虞。 

 

大小步危：位於德島縣西部，吉野川上游的溪谷，發源於石鎚山脈，橫穿愛媛、高知、德島三縣

的四國第一大河～吉野川的幹流，衝擊四國山地的岩石而成的。步危就是行走很危險的意思，峭立的岩石象刀砍斧削一般，

成深深的 V字形，在那樣的羊腸小道上行走，不管你是大步走，還是小步走都很危險，據說大步危和小步危因此而得名。 

搭乘遊覽船由大步峽出發順流而下可進一步體驗山谷之美，沿途溪谷岩壁交錯，可見識到德島縣天然記念物～含礫變岩形

成之蝙蝠岩，獅子岩等特殊奇景，自古以來後方的祖谷溪就仗著大不危，小不危的天險與深山的屏障，成為平家隱性埋名，

漁耕維生的最佳地點，被稱為《日本三大祕境》。 

 

朝日啤酒四國工廠：四國唯一開放參觀啤酒釀造過程的啤酒廠，由專職的嚮導帶領啤酒製作全過程，先觀看 15分鐘關於啤

酒品牌的微電影，通過微電影對朝日啤酒工廠進行解說，原料展示，製造工序參觀，之後參觀啤酒誕生的過程，最後更可

以品嘗最新釀制的朝日啤酒。 

 

道後溫泉號稱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據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道後溫泉位於松山市街的東北端，是相當熱鬧的溫泉區，

也是日本著名的溫泉鄉。據日本歷史記載，景行天皇、聖德太子、天智天皇還有許多文人墨客都曾是這裡的泡湯客。 

餐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大步危香魚料理￥2000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 道後茶玻瑠  或同級旅館 
 

第 04天 飯店～金刀比羅宮～栗林公園～讃岐和三盆糖 DIY製作體驗～淡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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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 

業務專員：范家豪 電話：02-2551-6707 分機 1931 

行動：0956-112856 EMAIL：hank.fan@colatour.com.tw 

金刀比羅宮：鎮守於象頭山東側山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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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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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岐和三盆糖 DIY製作體驗：傳統產業「讃岐和三盆糖」，維持自江戶時代起的傳統手工製法，和三盆傳統的製作方式，

首先將甘蔗榨出汁、熬煮製作成白砂糖，再以人工研磨三次，這樣繁複的流程需要很多時間跟勞力，因而特別珍貴。和三

盆的味道簡單來說就是「甜而不膩」，其精緻與高雅的香氣透過品嘗干菓子就能充分感受到它的魅力所在。「和三盆糖」

全日本只有在香川縣跟德島縣生產，而且產量有限的高級傳統砂糖。DIY體驗教室裡有提供各式製作干菓子的木造模具，

不但能觀賞到這些歷史悠久模具的精緻工藝，還能為自己選個喜歡的圖案體驗日本傳統文化，別具一番意義。 

註：週三休館，如遇休館時，則改為烏龍麵手工製作體驗。  

 

驅車直往《花與夢舞台》之稱的淡路島！ 

餐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讚岐烏龍麵風味料理￥2000  （晚餐）飯店鳴門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自助晚餐 

住宿： 淡路島 WESTIN   或同級旅館 
 

第 05天 
飯店～淡路島夢舞台(奇蹟之星植物館)～明石大橋(世界第一吊橋)～神戶六甲山纜車

～～免稅店～心齋橋逛街～大阪 

奇蹟之星植物館：在飯店旁的溫室花園，裡面展示了日本各地美麗的花卉，看淡路島的花圃

迎風搖曳生姿；另有各式各樣的珍奇花卉，五彩繽紛令人美不勝收。 

 

明石海峽大橋：於1998年4月建成，是連接的神戶和淡路島的世界最長跨度的吊橋。明石海

峽大橋全長3911米，橋中央跨度長達1991米，從開工到落成，前後共用了10年歲月。一到

夜裡無數彩色燈光照射主塔和電纜，每小時0分時照射出彩虹顏色；每小時30分鐘時照射出聯

想生日寶石的顏色，充滿幻想的燈光彷彿是一條串在一起的美麗的珍珠，因此被稱為《明珠之橋》。  

 

神戶六甲山纜車:連接六甲山和神戶的市區、於昭和7年開業的富有歷史的纜車。它作為六甲山的大門(玄關)口,從六甲纜

車下的車站到六甲山上車站約1.7公里,儘10分鐘就把您送到六甲山上了。在六甲山上車站有六甲山上展望台, 六甲山的景

色在此一覽無餘。 

 

免稅商店：在此，您可購買精美禮品回台饋贈親友。 

 

心齋橋：大阪市區採買的好地方無論是衣服、生活民生用品等，很有美國風格地區。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心齋橋街內有間

《上方浮世繪館》美術館展覽很多繪畫一樓出口還有販售精緻的日式圖騰、信紙、明信片、工藝作品等，相當多精采的美

術作品，在這推薦給您。 

餐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日式和風料理￥2000   （晚餐）同歡餐會(獨立空間)￥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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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大阪喜來登都  或同級旅館 
 

第 06天 飯店～電車體驗(自由參加/自費)～黑門市場～機場／桃園 

今天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的早晨，您可在酒店內自由活動，或來一趟健康概念的晨光散步之旅，痛快的流身汗、

沖個澡，肚子也該餓了，餐廳裡美味的早餐已等候多時，徜徉在慵懶的早晨裡，享用美味的早餐。 

 

或自由參加由導遊帶領搭乘電車體驗(電車來回)，前往黑門市場，市場內特別是鮪魚、神戶牛、河豚等高級食材。此外，

草莓、柑橘類、蘋果等水果種類也十分豐富。不僅美味，購買後當場食用也很安全。 

 

在與導遊約定好的時間地點集合，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

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

資料為準。 

餐食： （早餐）酒店內早餐  （點心）花壽司+飲料￥800  （午餐）機上輕食  

住宿： 溫暖的家 
 

 

康福旅行社(股)公司  可樂旅遊      聯絡地址：台北市 104南京東路二段 98號 4樓 

承辦人員：楊鈞為  先生     服務電話: (02) 2551-6707分機 1986    0929-298-438 

承辦人員：范家豪  先生     服務電話: (02) 2551-6707分機 1937    0956-11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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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旅遊團體報價單 

 一．基本資料 

團    號 06D 委託公司 新北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 

團    名 

關西四國～魔女小豆島、岡山姬路城、

秘境大步危、金刀比羅宮、淡路島夢舞

台、心齋橋購物趣六日 

委 託 人 鄭玉柱 

電  話 0988-151-058 

出發日期 2017 年 11 月 05 日 專    線 0911-027-256 

使用班機 如行程表上 電子郵件 Tel246kimo@yahoo.com.tw 

報價日期 2017 年 07 月 18 日 星期二 

報  價 

以下 團（車）為單位：(現金優惠每位團費折價 NT$800/人) 

大人: NT42,300 元/人     2~12 歲以下小孩不佔床大人團費 減 NT$5,000 元/人 

備    註 

 報價限當團大人 32 人數以上同時出發有效（不占床者--不算在人數內） 

 全程指定單人房，須加價 NT$ 13,000.- 

 航空公司成行率為 90％ 

二．費用項目 

報價包含 

 機票/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得更改航班及日期）      

 住宿/酒店五晚住宿（兩人一室） 

 遊覽/行程表中所有行程（若註明自費項目者除外）      

 餐食/以行程中標示為主 

 行李/以不超過 30 公斤為主（依照各航空公司規定）     

 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貴公會(新北市三重區大榮街 6 號及 4 個集合點)定點至桃園國際機場接送服務 

 贈送威士忌八瓶(1500/瓶)，每車贈送 2 個生日蛋糕 

 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報價不含 
 新辦護照工本費 NT$ 1400（已持照者則無此項） 

 行程中額外項目自費行程、房間服務、飲料、酒水、電話費、個人行李超重費等個人支出 

責    任 

保    險 

 報價含 6400 萬綜合旅行社出團履約保證 

 報價含 500 萬履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三．付款方式 

訂    金 
 簽約時，需支付我社訂金每人 NT$5 ,000 

 支付日期為簽約後三個工作天內，煩請開立即期票或現金或匯款 

尾    款  團體出發前 5 至 7 天舉辦說明會時，支付其餘尾款(即期票或現金或匯款)。 

匯    款 

帳    號 

 銀行 彰化銀行 吉林分行 

 戶名 康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 【ATM＋009】 帳號：3003－01－889885－00 

 康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業務 

 楊鈞為  分機 1986 0929-298-438 

gary.yang@colatour.com.tw 

 

 范家豪  分機 1937 0956-112-856 

hank.fan@colatour.com.tw 

www.cola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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