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溫暖的家庭旅遊】四國 - 大
阪 專屬家族旅遊管家 16人小團
5天
全新企劃！全心全意！專門為了家族旅遊而誕生的旅遊方程式！入住頂級日式溫泉旅店、百
年歷史、日式頂奢服務、漫遊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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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時間

起點 迄點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 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華航 CI156 8:20 12:00

大阪關西機場 桃園 華航 CI173 19:05 21:05

航班地圖

【最溫暖的家庭旅遊】四國 - 大阪 專屬家族旅遊管家 16人
小團 5天

【最溫暖的家庭旅遊】四國 - 大阪 專屬家族旅遊管家 16人小團 5天 誠翔運通旅行社



Day 1
大阪機場→姬路城→岡山散策
特別安排早去班機，讓旅遊的時間更充足不趕路。 第一
站即是世界遺產姬路城！欣賞白鷺城的雙羽之姿；接著
前往桃太郎的故鄉 – 岡山市，體會不同於日本本島文化
以及氛圍。

大阪關西機場-51KM-大阪午餐-93KM-姬路
城-96.5KM-岡山
早餐：自理
午餐：大阪在地料理
晚餐：日式精緻燒肉
岡山站前大和ROYNET
或同等級

姬路城
姬路城在1993年被選為世界文化
遺產，為日本第一個被登錄於世
界遺產的名城。其城廓保留度極
高，完整留存築城初期模樣，為
日本最具象徵意義的城堡，並與
熊本城，松本城合稱為日本三大
名城。因其雪白的優美城漆，也
被稱為『白鷺城』。

含入門票
姬路城門票

世界文化遺產
姬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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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岡山漫遊→倉敷美觀，岡山後樂園，吉備津神社
想和家人嘗試不一樣的自由探險嗎？還是各自想去不同
的風味景點呢？ 我們將選擇權歸還給熱愛自由的旅客們
，沒有時間壓力，沒有限制！ 但卻多了位旅遊管家討論
以及諮詢。不用擔心行李，不用擔心住宿，旅遊管家還
會指導您們如何抵達想去的景點，一個不需要您耗費精
神的自由旅程，一個做好準備的小探險，即將在面前展
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倉敷美觀
1908年畫家兒島虎次郎向莫內本人購買其作品「睡蓮」及
各大師的名畫，如畢卡索的「鳥籠」，埃爾葛雷柯的「受胎
告知」並設立了大原美術館，戰時，每個人都知道這些藝術
品存放於此，為了保護它們而避免了此地的轟炸，因此倉敷
美觀地區也被稱作「藝術之街」。

岡山後樂園
1884年後樂園的所有權由當地領主轉移給岡山縣，並開始
對一般名眾開放。經歷了洪水及世界大戰的轟炸後嚴重受損
，所幸有自江戶時代保留下的設計圖，進而重建。 直到195
2年，日本指定岡山後樂園為特別名勝，是見證歷史變遷最
美的日式三大庭園之一。

吉備津神社
日本岡山為「桃太郎傳說」的發源地，而在岡山的吉備津神
社更是桃太郎傳說的起源，神社內全長360公尺的大迴廊為
其特色，還能參觀其舉辦的鳴釜神事儀式，讓此處更增添了
神祕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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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岡山→祖谷溪與葛藤橋，大步危與小步危→金刀
比羅宮(自由參拜)→琴平溫泉
今日我們將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身歷其中，聽著溪
水的流動，望著白雲和峭壁。 並於今晚入住溫泉旅館百
選的優質日式溫泉旅館，享受道地的日式服務，漫遊在
溫泉街道上，旅客可選擇悠閒的享受慢活時光，也可懷
抱虔誠的心情，登上古老石階，見證千年過往，「金刀
比羅宮」的華麗肅穆在石階盡頭等著。

岡山-155KM-祖谷溪谷-大步危小步危-葛藤
橋-50KM-琴平溫泉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大步危小步危鮮魚料理
晚餐：溫泉旅館高級懷石料理

祖谷溪與葛藤橋
祖谷是位於德島縣西部、四國中部的山村，被列爲日本三大秘
境之一。祖谷溪上架有長45米寬2米的葛藤橋，為日本三大
奇橋之一，為國家指定重要民俗文物。

大步危與小步危
為三大秘境祖谷的起點，因川流長年沖刷形成V字深谷，自
然雕刻而成的岩石展現著不同的姿態，還可乘坐遊船更近距
離的欣賞蝙蝠岩和獅子岩等怪石。

金刀比羅宮
擁有3000年歷史的神社，建築在象頭山上，如欲前往最高
處奧社參拜須走上1368階段的石梯，因其需要一定的體力
，為了鼓勵參拜的人們，在高達1000階段的神社處，販售
著由住持親自設計的圖案御守，是其他地方無法取得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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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高松→栗林公園→鳴門觀潮→大阪市區
米其林三星景點，已紫雲山為背景，將日本極簡之美發
揮到淋漓盡致的「栗林公園」，湖為景，山為畫，我們
散步其中，涼風吹拂，好不自在。 之後前往鳴門觀賞大
自然的壯麗奇景，夜晚熱鬧的大阪市區正等著旅客們的
來臨。

溫泉旅館-37.5KM-栗林公園-73.6KM-鳴門
觀潮-128KM-飯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四國烏龍麵
晚餐：日式高級壽喜燒 / 日式精緻涮涮鍋
Namba Oriental Hotel
或同等級

栗林公園
媲美日式三大庭園的栗林公園，
甚至有過之而不及之處。栗林公
園倚仗得天獨厚的地勢，直接以
整座紫雲山為遠景；因其為日本
擁有最大腹地的日式庭園，園內
充滿著不同的高低落差，有6個
水池可印照水中倒影，可謂一步
一景，讓人目不暇給，是前往四
國必到景點。

鳴門觀潮
鳴門漩渦是德島縣最著名的景點，因鳴門海峽的海底地形和
水流特別湍急，因此形成了世界最大的漩渦「鳴門漩渦」，
還可搭乘觀潮船近距離欣賞大自然的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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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大阪市區漫遊→溫暖的家
來到美好時光的最後一天，特別安排晚回班機，讓旅客
們可在飯店好好休息或出門看看有別於前晚的大阪市區
，讓回憶隨著清晨的空氣緩緩落在我們的心底。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記錄旅遊‧分享感動
帶著美麗難忘的回憶，回到舒適
的家。期待您休息片刻，繼續與
我們分享旅行回憶，「旅行回憶
換禮券」，等您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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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注意事項
團費與訂金說明
1. 團費費用包含：全程經濟艙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餐食除外)、行程中安排入內參觀之景點門票、行李搬運費、燃油

費、機場稅、團體行程天數中500萬旅遊契約責任險、20萬意外傷害醫療險(其中意外身故保險500萬 ，法規要求投保
200萬元，誠翔旅行社貼心提高保額為500萬元)。

2. 費用不包括：機場來回接送、護照工本費、床頭小費等禮貌性質費用、私人花費等。
3. 確認報名需於三日內繳付訂金，阿聯酋航空行程每人40,000 元，其餘航空公司訂金每人20,000 元，若遇寒暑假或春

節期間出發，團體訂金將提高。如遇團體額滿或機位限期開票，請於報名隔日繳付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4. 出發日期不同團費略有差異，請與您的旅遊服務專員聯繫確認。

團體住房權益及安排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

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單人房意指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單人房較雙人房小且通常

不與雙人房同樓層。 
3. ３人房通常為雙人房1大床加１小床，一般旅館只接受12歲以下加床，1大2小或2大1小合住，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

發床或行軍床，空間有限加上３人份的行李，勢必會影響住宿品質，建議避免住宿３人房。 
4. 為遵守消防法規，年滿12歲者，不可加床。2～12歲小孩皆需佔床，2歲以下嬰兒可不佔床。
5.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相鄰連通房，同行親友如需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必須選擇同樣房型(EX.都是兩小床或一

大床房型)，我們將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6. 飯店房間多數大小不一，如果獲善意升等標準房以上房型，將由飯店隨機安排給團員，非本公司差別待遇，敬請旅客

見諒。

簽證
1. 自2011年1月11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身分證字號之護照，無身分證字號如僑民，則不適用）以觀光名義入

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可適用六個月內停留90天免簽證優惠。 摩洛哥、俄羅斯、土耳其、美洲線..等，需額外辦理
簽證部分，詳情請洽業務)

2. 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旅客請於報名參團前告知您的服務人
員，並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所屬國家入境歐洲之相關簽證規定。

3. 依法律規定，旅客辦理入出境中華民國手續，均應持相同國籍之合法有效護照。
4. 為避免旅客因下列因素無法出境或入境歐洲，請旅客於行程出發七日前將護照正本交付本公司，由專人預先檢查確認

並由領隊攜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A)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空白頁至少要有2頁)、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
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
詳閱「護照申請須知」或來電洽詢。
(B)特殊身份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雙重國籍、無身份證字號之中華民國護照、境
外補發之中華民國護照…等。



特別提醒
1. 當您繳付訂金後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

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際支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
或退回剩餘訂金。多數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

2. 【取消注意事項】
◆ 當團未達成團人數：須簽回團體取消同意書，則可全額退款。
◆ 個人因素取消：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規定收取相關取消費用 (票務、食宿、交通、作業金…等費用)，簽回團
體取消同意書，方可退款。
※ 退款方式將依旅客原付款方式退費：
◆ 信用卡退刷：退刷至原刷卡信用卡，各家銀行作業時間不同，約5-7個工作天。
◆ 匯　款退款：匯款返還至原匯款帳號，請提供帳戶資料影本，約2-3個工作天。
◆ 現　金退款：現金繳付團費或訂金，繳款本人須至公司辦理，因需核對帳務資料，約3個工作天。

其他說明
1. 若遇大型展覽或節慶以及依航班、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運通保留調整行程順序

、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2.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懷孕、

年滿70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
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3. 團體旅遊時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並搭配全體活動時間，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貴賓於報名前請謹
慎考量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免造成困擾。航空公司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每架航班及各艙等皆
有可收受嬰兒人數上限，報名時請先行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航空公司確認後方才報名成
功。

4. 國外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茹素者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
富且多變化，請體諒當地文化飲食的不同，並建議攜帶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5. 行程中的西式午餐包含桌水，西式晚餐提供酒水，如需其他飲品可請當團領隊協助購買。些許特約餐廳於午餐供應酒
水或咖啡，由當團領隊宣布。

6. 部分航空公司可由高雄自行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請洽詢您的旅遊專員。
7. 國外多數商店會於星期日及國定假日休息，若您有明確購物計畫，請提早告知旅遊專員或領隊，以便建議出發日期或

調整購物計畫。
8. 行程之景點與餐食照片，為團友、領隊或專業攝影師拍攝，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有所不同，敬請見諒。
9.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及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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