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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 
<直航廣島>四國愛媛德島．三大秘景祖谷溪．

溪． 
大步危峽遊船．世產海中大鳥居． 

2 晚名湯                    4 月 1 日~6 月 30 日生効 

日本三大景．世界文化遺產 
【嚴島神社．海中大鳥居】 

位於宮島的嚴島神社由陸地伸延至海上，潮退的時候，會看到神社位於沙地之上。而水位高漲時，神社正殿與回廊便如

浮於海上。嚴島神社最著名的就是位於海上的大鳥居，潮退的時候，可走路過去大鳥居，近距離欣賞這美麗的鳥居。但

水位高漲時，大鳥居便儼如在海中央，這時亦是神社顯 現得最具美感的時刻。2019年 6月將開展為期 1年 2個月的大

維修。屆時鳥居會進行局部封閉，暫時將無法欣賞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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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二出發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把握今年的最後機會趁早去到訪，否則要到 2020 下半年才能再次觀賞 

JXB5UO  

廣島入大阪走 順道暢遊 



嚴選宿泊  

JXB5UO 4 月 1 日～6 月 30 日生效 

 

廣島 SHERATON GRAND 
鄰近 JR 廣島站的優越地理位置。酒店內以簡潔俐落，乾淨

清爽的設計令人感覺良好。而為了讓您睡得舒適，全部 238

間客房均配有著名的喜來登甜夢之床®，及擁有豪華浴缸、免

費 WIFI，為您帶來極致的舒適享受；酒店設施包括室內遊泳

池、健身俱樂部和水療中心等。 
www.sheraton-hiroshim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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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hiroshima/ 

日
日本美作三湯【岡山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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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yunogo.co.jp 

 

鹽化溫泉・具有健康療效 

POPPY SPRING RESORT & SPA 
採用白牆橘瓦的歐陸式風格建築與色彩柔和格調高雅的裝潢，客

房簡潔明亮且同樣採用歐陸式風格，使您能放鬆身心享受。別館

有 SPA、露天按摩浴池、專業的芳香療法等設施，特別受到女性歡

迎。亦可以徒步 3 分鐘到旁邊的湯鄉格蘭溫泉享用露天風呂及大

浴場。(露天按摩池浴池需要穿著泳衣)  
www.poppy.co.jp 

廣島 SHERATONND GRAND 

湯鄉 GRAND 溫泉 

四國奧道後 壹湯之守 

廣島 GRAND PRINCE 

POPPY SPRING RESORT & SPA 

道後溫泉 茶玻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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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kudog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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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aharu.com/ 



蔓橋是祖谷川上架設長 45 米、寬 2 米，距離水面 15 米的吊

橋。其獨特之處，在於全橋材料均以軟棗獼猴桃的樹枝所編織

而成 (現在橋內使用吊鋼索而建)走在蔓橋上，可以直視到祖谷

溪的滔滔水流，甚為驚險。相傳是日本平安時代末期(西元 12

世紀末)源氏及平氏大戰，潰敗的平氏殘黨逃到祖谷溪藏匿，

用藤蔓造橋，萬一有追兵追來就可以立刻將橋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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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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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痕跡【廣島和平公園】 

日本三大秘景【祖谷溪】 
隱藏於四國的大自然秘景 

 
祖谷溪位於德島縣西部、四國中部的山村，名列日本三大祕境

之一，是保存著未經人為破壞的大自然及濃厚日本鄉村味道。

險峻的溪谷兩旁是 1700 米以上的山巒，溪谷岩壁交錯，陡峭

的岩石就有如刀砍斧削一樣，成為深深的 V 字形，景觀壯麗

優美。雄偉壯麗的大自然是古人留下純樸景色，四周的嚴峻山

脈更突顯此地壯觀而美麗的純樸文化。 

 

日本三大奇橋【蔓橋】 
親身走上日本古代文物 
 

 

松山城 

後樂園 

廣島是世上第一個原子彈爆炸地，和平公園就建在當時原爆

中奇迹留下的圓頂屋旁，是祈求世界和平所建的市民公園。

該處是廣島其中一個著名賞櫻地點，可沿著公園內河的兩岸

邊漫步邊賞櫻。 

廣島和平公園 

祖谷溪 

蔓橋 

針線傳情【今治毛巾美術館】 
出神入化的毛巾藝術 

 
今治市出產的每條毛巾都有專屬的認證機制，不管是吸水性、

掉毛率、抗菌程度以及染色性質，皆要符合標準，才有足夠資

格掛上「今治毛巾」，成為優質品牌。這是全世界第一家以毛

巾美術為主題的博物館，內藏各種精美毛巾藝術品，令人難以

置信毛巾也能如此精彩美麗。 
今治毛巾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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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A】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 

購買「縱橫旅安心」(環球基本計劃及環球尊尚計劃)之客戶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現金賠償：

首 5 小時延誤可獲 HK$300，其後每滿 10 小時延誤可獲 HK$700，最高可獲 HK$2,000。 

 

【B】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更改原定住宿(不論是否因航班延誤而引起)： 

＞如被安排入住鄰近酒店，有關住宿費用須由客人先自付，之後由本社代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 

上限為: ‧「環球基本計劃」: HK$10,000 ‧「環球尊尚計劃」: HK$40,000 

＞如被安排入住非酒店類型之免費休息區(如體育館、學校、社區中心等)，本社會向原定酒店爭

取退款，之後再作通知。 

‧若更改住宿是因航班延誤而引起，僅可獲以上 A)或 B)其中一項賠償。 

‧客人須先自付有關住宿費，之後由本社代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當地之交通安排由本社負責。 

 

【C】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取消景點： 

＞如涉及門票，則退回相關費用，恕不設任何補償。可否前往其他景點代替，則視乎當地情況為準。 

‧如有購買「縱橫旅安心」(環球基本計劃及環球尊尚計劃)，可由本社代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 

‧請保留額外酒店住宿及交通費用之收據，以便向保險公司申索。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保單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如有任何爭議，一概以英文為準。 

‧天氣影響情況下，會以客人安全為首要重點。如安排上未能滿足客人情況下，懇請客人諒解。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更改原定住宿或取消景點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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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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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料以茶會時確認的資料為準。航空公司由3月下旬起採用夏令時間，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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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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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毎次入場一人約2000円。 

由岡山POPPY SPRINGS RESORT & SPA 前往湯鄉格蘭溫泉徒步約3分鐘，由於需途經戶

外，請預備好保暖衣物及小心路滑。 

岡山POPPY SPRINGS RESORT & SPA的露天按摩池可於15：00~17：00免費使用，於

17:30後需自行付費使用(1組30分鐘,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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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島入‧大阪走】 

香港  11:00 
UO822 

大阪  20:00 
UO689 

香港 23:05 

廣島 15:35 

行 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 Y 1  香港  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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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機上 

自理 



【2晚廣島】 
廣島GRAND PRINCE 

 
或 

廣島 VESSEL  
【指定日子提升】 

廣島SHERATON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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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三大景【海中大鳥居】(宮島的象徵，潮退

的時候可從神社步行前往大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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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 
牡蠣 

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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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奧道後溫泉鄉/今治市 

酒店內  
和洋 

自助餐 

或 

溫泉 

御膳 

或 

西式 

料理 

四國奧道後 壹湯の守
 

 (內設多款溫泉設施) 或 
今治國際(設有溫泉設施) 

 

【指定日子提升】 
道後溫泉 茶玻瑠 

 

www.chaharu.com/ 或 
道後溫泉 大和屋本店 

 

www.yamatoyahonten.com/ 

D A Y 4  大步危峽遊船(約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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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三大峽谷秘境【祖谷溪】(保存著

未經人為破壞的大自然，險峻的溪谷兩旁是 1700米以上的山巒，景觀壯

麗優美) ~ 道之駅【妖怪屋敷．石博物館】(展示著許多當地居民

手工製作的妖怪木偶以及世界上珍奇的石頭) ~  

日本三大奇橋【蔓橋】(使用蔓藤編制而成，現在橋內使用吊鋼索而

建) ~【琵琶瀑布】(琵琶瀑布的落差約有 50米，相傳瀑布的聲音有如

琵琶之聲撫慰人心而得名) ~ 湯鄉溫泉鄉 

酒店內 ~ 

湯鄉GRAND溫泉

或 

岡山歐陸式POPPY 

SPRINGS 

RESORT & SPA

 

(包享用湯鄉格蘭溫泉(不可

穿泳衣)及 

包享用館內SPA溫泉) 

另外館內有收費露天按摩浴池

(需穿泳衣) 

D a 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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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漫遊倉敷美觀地區(約停留 1小時)(保留了很多江戶時代遺留下來

的建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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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西 FACTORY OUTLET(匯集過百間名牌) ~ 大阪  香港 

酒店內 ~
 

航機上 

自理 

 

 

廣島入大阪走 順道暢遊 

https://goo.gl/2LA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