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四國 Shikoku ‧ 德島、高知、香川、愛媛
4日3夜 [出發日期 : 2019年1月16日/2月27日/3月6、13、20日] 4Days 3Nights [Depart on: 16Jan/27Feb/06、13、20Mar2019]

5日4夜 [出發日期 : 2019年1月5、12、19、26日/2月16、23日/3月2、9、16、23日] 5Days 4Nights [Depart on: 05、12、

19、26Jan/16、23Feb/02、09、16、23Mar2019]

國泰港龍航空來回德島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KA 

to/from Tokushima

HK$3,990+ (每位/成人佔半房)

高知市Comfort Kochi HK$630+(每房每晚)

愛媛松山市Terminal Matsuyama HK$650+(每房每晚)

德島市Washington Plaza HK$670+(每房每晚)

香川高松市JR Clement Inn Takamatsu HK$1010+(每房每晚)

高知
「四萬十川」

香川「栗林公園」

愛媛「道後溫泉」

2晚德島市Washington Hotel Plaza住宿
2 nights accommodation at Tokushima 

Washington Hotel Plaza 

+

1晚住宿於德島市 Washington Hotel Plaza 或

高知市 Comfort Hotel 或愛媛松山市 Terminal Hotel
1 night hotel accommodation at Tokushima Washington 

Plaza or Comfort Kochi or Terminal Matsuyama 

住宿、鐵路周券
、租車服務

四國鐵路周遊券
ALL SHIKOKU Rail Pass

HK$700+(每位)

自駕租車費
Toyota-Rent-a-Car rental
HK$1960+(每車)

2人成行 GV2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週末、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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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四國 Shikoku ‧ 德島、高知、香川、愛媛
4日3夜 [出發日期 : 2019年1月16日/2月27日/3月6、13、20日] 4Days 3Nights [Depart on: 16Jan/27Feb/06、13、20Mar2019]

5日4夜 [出發日期 : 2019年1月5、12、19、26日/2月16、23日/3月2、9、16、23日] 5Days 4Nights [Depart on: 05、12、

19、26Jan/16、23Feb/02、09、16、23Mar2019]

四國位於瀨戶內海與太平洋之間，包括德島、香川、愛媛、高知。
受到豐腴的大自然眷顧，有許多名勝古蹟與傳統祭典活動。
「鳴門渦潮」的規模世界少見；「祖谷」號稱日本三大祕境之一，
四萬十川」被譽為日本最後清流，可從事各項水上活動；
「金刀比羅宮」祭拜海中神明；日本最古老的溫泉之一「道後溫泉」
擁有數千年的歷史；德島夏日祭典「阿波舞」有130萬人共襄盛舉；
還有日本最大規模的高知露天市場「日曜市」……等，四國的觀光景點不勝枚舉。

四國鐵路周遊券 ALL SHIKOKU Rail Pass
4日HK$700+(每位) ; 5日HK$770+(每位)

加購鐵路周遊券

四國鐵路之旅
除壯闊的大自然秘境
外，還有麵包超人與
Torocco等歡樂列車
，單是坐在車中就令
人非常興奮。請務必
來展開您的悠遊自在
之旅。

http://shikoku-railwaytrip.com/tw/

香川
「金刀比羅宮」

高知城
「天守閣」

德島「日本最大規模的阿波舞」

愛媛「JR下灘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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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的各個地區都獨具特色，遊客無論從何處開始遊覽，未曾看過的景色和體驗都在等著您。看到大自然
風景、品嚐了盛產的農產，並體驗了傳統的工藝，既充實又有趣。現在可直飛德島，想挑戰不一樣的日本
旅遊與絕佳風景，就來自駕一探究竟吧！

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您能更加享受四國的觀光，特別介紹幾個推薦行程

四國自駕租車費 TOYOTA-Rent-a-Car rental 
4日HK$1960+(每車) ; 5日HK$2500+(每車)

加購自駕租車

香川「瀬戸大橋」
愛媛「今治毛巾
美術館」

高知
「仁淀川町上久喜」

4日行程A:
德島市步行遊覽(阿波舞會館) >> 鳴門渦之道/觀潮遊艇 > 大步危‧小步危 > 祖谷葛藤橋 > 祖
谷溫泉鄉 >> 高知城 > HIROME(弘人)市場 > 土佐和紙DIY >> 德島藍染住町歷史館-藍之館

https://leisure.westminstertravel.com/wp-content/uploads/2018/10/DRIVE-GUIDE.pdf

5日行程A:
德島藍染住町歷史館-藍之館 > 德島市步行遊覽(阿波舞會館) >> 祖谷葛藤橋 > 祖谷溫泉鄉
>> 琴平金刀比羅宮 > 琴平温泉 > 讚歧烏冬DIY >> 瀨戶大橋 > 高松栗林公園 > 中央商店街
>> 鳴門渦之道/觀潮遊艇

5日行程B:
德島藍染住町歷史館-藍之館 > 德島市步行遊覽(阿波舞會館) >>鳴門渦之道/觀潮遊艇 > 卯

建房屋街道 > 祖谷溫泉鄉 >> 愛媛今治毛巾美術館 >「少爺」蒸氣火車 > 道後温泉本館 >> 

松山城 > 瀨戶大橋 > 高松栗林公園 > 中央商店街 >> 鳴門渦之道/觀潮遊艇

德島
「祖谷葛藤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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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欣賞廣闊的自然景觀之外，四國也有豐富的山珍海味，製作出美味的鄉土料理：
香川「讚岐烏冬」、愛媛「鯛魚飯」、德島「醬油拉麵」、高知「刀敲鰹魚」。

各地風土培育出獨具風味的料理，可充分滿足旅客的味覺。
費用包括：
•國泰港龍航空來回德島經濟客位機票
•3晚酒店住宿
•HK$100,000旅遊保險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852-2886-3977]
•0.15%旅遊業賠償基金

小童最少要與兩位成人同行價錢 : 
•佔床收費與成人相同

條款及細則：
•出發日期：(4日)2019年1月16日/2月27日/3月6、13、20日 ; 
•(5日)2019年1月5、12、19、26日/2月16、23日/3月2、9、16、23日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酒店入住必須於2019年3月26日或之前完成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 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以上優惠每次每房最多適用於兩位客人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KA to/from Tokushima
•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852-2886-3977]
•0.15% TIC Levy 

Child travel with min. 2 adults price: 
•Twin Sharing: same as adult price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depart on 16Jan/27Feb/06Mar/13Mar/
20Mar19(4Days) ; 05Jan/12Jan/19Jan/26Jan/16Feb/23Feb/02Mar/09Mar/16Mar/
23Mar19(5Days)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26Mar19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All the above benefits are only applicable for maximum 2 persons per room per stay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HKG / TKS  KA322 0930 / 1400 4 日 3 夜 

4Days 3Nights TKS / HKG  KA323 1700 / 2100 
    

HKG / TKS  KA322 0930 / 1400 5 日 4 夜 

5Days 4Nights TKS / HKG  KA323 1630 / 2010 
Flight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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