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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石見銀山、出雲大社、青海島、足立美術館賞楓溫泉七日 

【行程特色】 

※ 【足立美術館】是美國的日本庭園專門雜誌「The Journal of Japanese Gardening」所選出日本庭園排行

榜第一名的庭園造景。從 2003 年至 2018 年已經連續蟬聯 16 年。 

※ 【石見銀山】是自 1526 年被發掘的，並且活躍於銀開礦近 400 年直到它於 1923 年“退休”。它被列為世

界遺產是因為從開採銀的期間並沒對附近的環境造成巨大的傷害。 

※ 安排造訪「山陰地區~賞楓地」。島根縣【由志園】、【足立美術館】、【神庭瀑布】、【千光寺公園】、

【毛利氏庭園】。以及搭乘【帝釈峡遊覧船】和【堀川遊船】遊覽松江城。 

※ 安排住宿位於鳥取縣著名溫泉區【三朝温泉斉木別館】。島根縣著名溫泉區【玉造温泉玉造グランドホテル

長生閣】。山口縣著名溫泉區【津和野温泉わた屋】、【湯田温泉：ホテルニュータナカ】。廣島縣著名溫泉

飯店【庄原温泉かんぽの郷庄原】等高級溫泉飯店，並保證 2 人一室。 

※ 本公司以【極上的堅持與信念】為出發點，嚴格控管旅遊品質。讓您充分享受旅遊樂趣，達到渡假休閒的意

義，而非片面式趕行程之旅遊型態。 

【極上的堅持與信念】 

※ 決不接受免稅店派車，不進所謂俗稱的「觀光團體指定的藥品免稅店」。 

※ 決不在車內做任何商品推銷，以達到「完全零購物」。 

※ 獨家出團，「絕不併團」。 

※ 獨家設計規劃行程，「親自帶團」，確保品質。 

※ 行程以「悠閒慢活」為出發點，享受旅遊。 

※ 「行程內容」皆已規劃完成，「行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出發日期：2019 年 11 月 17 日（日） 【航空公司】：中華航空 

日  期 航 班 起 飛 地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地 抵 達 時 間 

11 月 17 日(日) CI-178 桃園機場 14：20 起飛 高松空港 17：50 抵達 

11 月 23 日(六) CI-117 福岡空港 20：35 起飛 桃園機場 22：20 抵達 

※為搭配航空班機，去程、回程以說明會為主。 

【住宿飯店】 

塩江温泉：新樺川観光ホテル 庄原温泉：かんぽの郷庄原 

三朝温泉：斉木別館 玉造温泉：玉造グランドホテル 長生閣 

津和野温泉：津和野温泉宿 わた屋 湯田温泉：ホテルニュータナカ 

【行程餐食】 

日 次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第一天  機上套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二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三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四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五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六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七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機上套餐 

【參觀景點】 

※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搭機手續之後，搭機飛往日本【高松空港】。抵達

後，前往飯店休息，一滌旅途疲憊，準備明日豐富的行程。 

※ 【帝釈峡遊覧船】（賞楓期：11 月上旬～11 月中旬）帝釋峽在廣島縣莊原市，是被帝釋川沖刷出來的全長

18 公裏的大峽谷。這裏有許多懸崖峭壁，洞門、溪流、水潭、急流和瀑布等，景色雄偉，富於變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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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日本國國家名勝比婆道後帝釋國家公園的主要景勝地。安排搭乘神龍湖上的遊覽船。美玉般的湖水之

上，同時近距離接觸在兩岸的奇異多變的懸崖峭壁。 

※ 【神庭瀑布】（賞楓期：11 月中旬～11 月下旬）是西日本地區著名的大型瀑布，也是「日本瀑布百選」和

「日本百景」之一。高 100m，寬 20m 的瀑布從黑亮的懸崖峭壁上飛瀉直下的姿態魄力十足，激起的純白

水花充滿神秘感。瀑布下游還有如同茅草屋簷下滴落的雨滴般的「玉垂瀑布」、在石灰岩中挖出的「鬼之穴」

洞窟等景點。瀑布周圍已被劃為自然公園，新綠和紅葉時節的森林非常漂亮，此外這裡還生活著約 200 隻

野猴。 

※ 【鳥取二十世紀梨記念館】是日本唯一以梨子為主題的博物館。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士是倉吉公園地區

內的其中一項設施。有關於梨子的歷史和產業情報的介紹，也有可以享受發覺和體驗樂趣的展示和企劃。

樹枝廣為 20m 的二十世紀梨巨木作為鳥取二十世紀梨紀念館的象徵，收集著世界的梨品種。 

※ 【出雲大社】出雲素有神之國及神話之國之美稱是因為在這一帶有許多祭拜「神」的古老神社，相傳出雲

大社是「大國主神」讓出王權所換得的聖地，此時出雲稱之為「神在月」因此出雲大社也被視為是日本神

話的起源，出雲大社祭拜「大國主命」被相信是創造天下的神，致力於造國、造福人民生活是個慈悲的神；

而出雲大社擁有規模宏大的古殿社建築、日本第一的大鳥居牌坊，瀰漫靜謐莊嚴的氣氛，「正殿」被認定

為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建築，也被日本政府指定為「日本國寶」及「重要文化財」，而『神樂殿』前５噸

重的巨大草繩「注連繩」更是出雲大社的象徵，據說站在注連繩之下把硬幣往上扔若是成功的將硬幣塞在

縫裡就可以締結良緣，由於相當靈驗因此出雲大社成了日本求緣最靈驗的神社許多民眾都幕名前來參拜希

望可以結良緣，來到此地不彷也來試試求個好運氣!! 

※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賞楓期：11 月中旬～11 月下旬）石見銀山是自 1526 年被發掘的，並且活躍

於銀開礦近 400 年直到它於 1923 年“退休”。它被列為世界遺產是因為從開採銀的期間並沒對附近的環

境造成巨大的傷害。據估計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銀是從日本開採的，而這個銀礦據說占了相當大的部分。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有關於銀在世界 16 世紀的作用說明，同時也展覽有關該銀礦當時的資料。這裏有個

複製江戶時代（1603-1868 年）的銀礦採掘的坑道內部讓您可以走入參觀。 

※ 【石見疊浦】位於島根縣濱田市的唐鐘海岸，是由於地震的關係而隆起的海床擴張而成的風景區。跟附近

的國府海岸的白沙和青松合起來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海濱公園。這一個隆起的海床大約是 5 公頃所以也被叫

做千疊敷。夏天有很多來海灘遊玩和採蜆，冬天由於會吹很強的季節風，日本海也會刮大浪所以只有在春

天至秋天其間可以來訪。此地可以感受到磯貝的香氣，是島根縣唯一一個被環境省選定為「香風景 100 選」

的地方。 

※ 【太鼓谷稻成神社】建於津和野城山腰的日本五大稻荷神社之一，但不同於稻荷而寫成稻成，象徵願望成

就的意思。每年新年都有數十萬參拜客前來，由山腳下步行上山的參道，是由大量紅色鳥居組成，有如紅

色隧道般。 

※ 【倉敷美観地区】獲得米其林 2 星級評價 日本白壁和舊民宅林立的街道。白壁宅邸與倉敷川沿岸柳樹所

形成的街道，為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於 1600 年代，作為運送物資集散地而繁榮至今。將歷史

傳統融合於現代生活，悠閑的氛圍令人著迷。美觀地區也有許多日本料理的餐館和倉敷知名的糕點店，能

夠盡情享用日本傳統美食。 

※ 【千光寺公園】（賞楓期：11 月中旬～11 月下旬）千光寺相傳是在 806 年，大同元年建設。紅色的正殿

也被稱為紅堂。每年除夕，這裏的鐘聲迴盪，是著名的鐘樓，也是尾道地區的象徵。正堂旁邊的巨大岩石

也稱為「玉之岩」，相傳從前曾經置於此岩石上的珠寶放射出來燦爛的光芒，成為航海船隻的方向目標而

命其名。在千光寺山山頂設有展望台，能眺望瀨戶內海有名的「しまなみ海道」大大小小的島嶼，同時也

被選為「戀人的聖地」。 

※ 【松江遊船】搭乘堀川遊船遊覽松江城，感受松江築城 400 年的歷史情懷，河岸旁的垂柳、唐菖浦花倒映

在墨綠色的川面上景致優雅，岸邊的住家妝點襯托著沿岸景色。船伕經常是一邊吟唱著傳統歌謠，一邊為

大家介紹沿岸風光。堀川上有 16 座各具特色的橋，其中有 4 座橋的橋墩很低，需搖下船篷才能通行，這時

船伕會要求大家把身子往後躺，一趟船行下來，就這樣趴趴躺躺了好幾次，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 【由志園】（賞楓期：11 月中旬～11 月下旬）由志園。面積達 3 萬㎡以上，春季的牡丹、櫻花、杜鵑花，

夏季的蝴蝶花、繡球花，秋季的紫薇、紅葉，冬季的冬牡丹、山茶花，一年四季都可以觀賞到美麗的植物。

在欣賞完美景以後，還可以在餐館享用使用高麗參和當地食材烹制的鄉土料理。另外，在能夠看遍季節變

換的茶房，還可以一邊品嘗高麗參咖啡和高麗參茶，一邊享受悠閑時光。在池塘、小河、瀑布、小橋等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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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美景中豔麗的花朵競相開放，吸引了衆多攝影愛好者。 

※ 【足立美術館】（賞楓期：11 月中旬～11 月下旬）足立美術館是美國的日本庭園專門雜誌「The Journal of 

Japanese Gardening」所選出日本庭園排行榜第一名的庭園造景。從 2003 年至 2018 年已經連續蟬聯 16

年，勝過京都的桂離宮等其他日本全國的名勝古蹟。在「Michelin Green Guide Japan」中為山陰地區唯

一獲得最高三顆星的景點。足立美術館為安來市企業家足立全康所建，其根本信念是為了回饋鄉土及幫助

島根縣文化發展而創設。擁有近代日本畫，陶器，漆器等約 1500 件收藏品，其中橫山大觀的作品就有 120

幅，數量為全日本數一數二。其他還有許多當代的日本畫家的優秀作品及北大路魯山人等日本泰斗級的陶

器家作品。美術館會依季節一年 4 次舉行特別展覽。足立全康認為欣賞最好的日本畫需要最好的日本庭園，

而著手建設足立美術館庭園。約 5 萬坪的庭園裡有「枯山水庭」「白砂青松庭」「苔庭」「池庭」等 6 個庭園。 

※ 【松陰神社】為了讚揚儘管在 19 世紀培育出許多人才，但最後還是被江戶幕府處刑的教育家吉田松陰的豐

功偉業所建造的神社。神社內保存著吉田松陰的宅邸以及他所開設的私塾【松下村塾】這些建築物。在歷

史館裡，可以追溯他的一生。 

※ 【青海島】青海島是日本海「仙崎灣」海面上的 一座小島，和長門市的「仙崎」之間有「青海大橋」相連

接，北側海岸因長年經洶湧的日本海侵蝕，形成了為數衆多的海蝕洞穴、懸崖、怪岩等景觀，是山口縣「北

長門海岸國定公園」的代表名勝，整個島嶼都被指定爲「天然紀念物」，同時也是「日本百景」之一。 

※ 【元乃隅稻成神社】元乃隅稻成神社是位在龍宮之潮吹旁，有著令人印象深刻連綿不絕的赤紅色鳥居的神

社。這裡的鳥居共有 123 座。其供奉的是祈求商業繁榮、漁獲豐收、航海安全、實現姻緣、求子、開運除

厄、福德圓滿、交通安全、學業成就、願望實現等的大神。它長達約 100 公尺以上,整齊連延不絕排列的 123

座鳥居,其景色十分的壯觀。神社的參道出入口的大鳥居上面設置了功德箱,參拜人士若想捐獻的話，便須要

瞄準那裡，將香火錢投入。相傳，如果成功將香火錢投入，願望便會成真。 

※ 【角島大橋】被指定為「北長門海岸國定公園」的一部分。在 2000 年 11 月正式開通的角島大橋，不僅是

角島觀光的代名詞，也經常在汽車的廣告中登場，是僅次於沖繩的古宇利大橋（1,960 公尺）的日本第二長

橋（1,780 公尺）。寶藍色的美麗海洋，妝點上青翠的角島、白色的橋身、以及漂浮在大橋途中的鳩島，絕

妙的平衡有如一張精心構圖的風景畫，讓到訪的遊客都不禁按下快門紀錄眼前的美景。 

※ 【毛利氏庭園】（賞楓期：11 月中旬～11 月下旬）該庭園是集聚明治時代(1868 年〜1912 年)、大正時代

（1912 年〜1926 年）之技術精粹，依托美麗的自然環境，在工匠巧奪天工的精心設計下，形成了一個中

央為葫蘆形池塘的宏偉華麗的環遊式庭園。其建築風格堪稱當時日本庭園之顛峰，受到人們的高度讚美。

另外，建在園內的毛利府邸全部用扁柏修建，極為宏偉壯觀。 

※ 【宮地嶽神社】（賞楓期：11 月下旬～12 月上旬）是供奉神功皇后(古代天皇的妻子為皇后)的神社。除了

福岡這裡，日本全國各地也有與此同名的神社。福岡的宮地嶽神社與神功皇后有著最貼近的淵源。祈求開

運或生意興隆相當靈驗的神社，一年約有 200 萬左右的參拜者。特別是在每個月的 1 日，稱為「朔日參拜」：

向神名感謝這個月又平安度過的回禮，祈求下個月也能如此度過的祈禮。每個月 1 日的午夜 0 時起就陸續

會有信眾前來參拜。另外，這個神社也種有櫻花、牡丹、菖蒲等，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花開，也經常舉行

櫻花祭、菖蒲祭等活動。這個神社最吸引人的是直徑 2.5 公尺、長 13.5 公尺、重達 5 噸的日本第一大注連

繩。※「注連繩(聖地結界繩しめなわ：將聖地與不浄之地隔開的結繩)」這個注連繩是與神社有密切關係的

義工信眾們親自參與，手作出來的，每 3 年會更換一次。福岡宮地嶽神社還有收藏一個直徑超過 2.2 公尺

的日本第一大太鼓。實際上，如果真要認真找，應該還有比這更大的太鼓。只是，全部使用日本當地材料

製作的大太鼓，唯有這一個。「奧宮八社參拜」巡遊境內八個可以帶來各種不同恩惠的神社，千萬別錯過。 

※ 之後前往【福岡空港】，搭機返回甜蜜的家，結束此趟難忘的山陰～石見銀山、出雲大社、青海島、足立美

術館賞楓溫泉之旅，期盼下次再與三五好友們共遊舊地，再次細說當年。 

 

※敬請詳閱【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行程】及【住宿飯店】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注意事項】 

1. 參團人數 16 人以上。  

2. 交通、住宿、觀光景點忠於原公告行程，若遇特殊狀況（如班機起降時間的變動、交通阻塞、船舶臨時變

更時間或停駛等突發狀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以整體行程順暢為原則，保有調整、變更行程

與轉機點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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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遇中途自行脫隊或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  

4. 請自行確認護照有效日期，以該團回程日期為基準，有效期限仍在 6 個月以上。  

5.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6. 如遇景點休館均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7. 為維護團體旅遊之品質，我們堅持售價，並以提供每位團員盡善盡美且對等的服務為目標。 

8. 請依個人需要，建議旅客自行加保【旅行平安險】。 

【報名須知】  

※團費：NT$ 81,800 
1. 單人報名時，則須另補房間差價台幣 22,000 元。 

2. 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A.不加價三人一室(使用飯店提供輔助床加床，輔助床亦有數量限制，

以入住當天該飯店提供數量為主)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 

3. 為維護團體旅遊之品質，我們【堅持售價】，以提供唯美盡善的服務!! 

4. 報名時需提供【聯絡方式及護照影本】以便確認機位，並以支付訂金現金 NT$10,000 以保留機位。 

5. 訂金部分請以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處理（請自行保留匯單作為依據），並來電通知已付訂金完成報名手續。 

6. 尾款部分則於出發前十日，以刷卡（不加手續費）或匯款方式完成即可。 

 

※費用包含： 

1.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 

2. 航空公司燃料稅及機場稅等諸費用。 

3. 住宿飯店及表列餐食。 

4.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附加 20 萬醫療險。 

5. 行程設計費用及導遊、司機小費。 

6. 台中至桃園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有人數、區域之限制，無法接送時，一律退費 NT$800元。） 

 

※費用不包含： 

1. 晶片護照新辦（NT：$1,600） 

極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40864 台中市南屯區大同街 61 號 1 樓 

交觀甲字第 6679 號 、中品保 0237 

TEL：(04)2471-0882 

FAX：(04)2471-1227 

業務担當 黃 貴 琳 小姐 

匯款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台中分行 

帳  號：076420001022 

銀行代號：108 

戶  名：極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