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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瀨戶內海最迷人的藝術小島–直島，置身充滿秋天氣息的空氣中，
我們不只是逛美術館，而是直接住進安藤忠雄設計的美術館旅宿Benesse House裡。

其他不能錯過的還有地中美術館，李禹煥美術館，
以及草間彌生紅色和黃色兩顆南瓜。
這裡，最令人驚喜的是，就連在餐廳用餐，都可見藝術家作品。

有别於一般旅館制式化的早餐，
我們要帶您入住連續六年獲得米其林評價「4紅標」的La Suite Kobe Harborland，
並享用奪下2015日本早餐冠軍殊榮的「Le Pan原創烘焙麵包」，

此外，延續貝納羅梭Bernard Loiseau料理精髓的「水之法國料理」晚餐、
米其林一星味吉兆BUNBU庵的京懷石料理、
海之星TERRACE RESTAURANT的法式料理，
以及入口即化的神戶牛，
讓此趟旅遊，一路用舌尖寫下旅遊印記。

除了藝術和美食，秋天旅遊行囊更少不了溫泉及紅葉狩，
我們將帶您來到淡路島，邊欣賞瀨戶內海海景邊泡溫泉；
到神戶須磨寺、大阪城，以及榮獲米其林三星評價的栗林公園賞紅葉；
還要優閒散策於北野異人區的秋色中。

藝術、海景、紅葉、夕陽、溫泉、美饌、極上宿…串起此趟遊程；
秋天，迷走神戶四國，在瀨戶內海和藝術有約。



驚艷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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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行旅   

Benesse House Museum～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設計，構造以「從開口處導入島的自
然」主題所建造。在這裡，作品不只放在展示區域中，整個館內及館外皆是美術館。
地中美術館～安藤忠雄所設計，館內保存了莫內、光的藝術家James Turrell、Walter 
de Maria的作品。
李禹煥美術館～藝術家李禹煥與建築家安藤忠雄合作的美術館，位於海與山包圍的谷
中，是一個與自然呼應的美術館。
「南瓜」與「紅南瓜」～前衛藝術家─草間彌生的作品，聞名全球，必朝聖。
家PROJECT～將直島本村的古民家，以豐富手法改修，成為別有風味的藝術作品。

  紅葉狩   

栗林公園∕紅葉期約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米其林綠色指南評選為三星景點。
大阪城公園∕紅葉期約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日本關西必訪景點，紅葉與銀杏同框堪稱
絕景。
神戶須磨寺∕紅葉期約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神戶人的賞楓祕境。

  極上旅宿   

Benesse House∕奢華2連泊～美術館中的極上旅宿，安藤忠雄設計，集美術館與飯店
為一體，建於可以眺望瀨戶內海的高台處，館內收藏了繪畫、雕刻、攝影等作品，行坐
之間均浪漫。
La Suite Kobe Harborland∕奢華2連泊～全室擁有可欣賞神戶港的陽台，為美國
Luxury Institute調查中於高級旅館部門連續三年得到第一名、同時為米其林評價連續六
年獲得「4紅標」的最上質旅宿。
新淡路廣場溫泉酒店～每間客房均享有海景。於《米其林指南 兵庫2016特別版》的旅
宿篇中，榮獲4PAVILION(4星)之榮耀。

  極品美饌   

aʃ法式水分子料理～日本名廚山口浩，承襲法國料理大師貝納羅梭Bernard Loiseau意
念的水之法國料理。
TERRASE RESTAURANT 海之星～在優雅的環境中，體感藝術與料理的結合，讓法式
料理的美味席捲舌尖。
Museum Restaurant 一扇～使用瀨戶內海海幸為素材，在夢幻空間中享用美食是這裡
的最大特色。
味吉兆BUNBU庵～米其林一星，傳承京都料理的真髓。
姬路瓢亭～傳統名物鱉鍋，擁有100年歷史。
神戶牛～兵庫縣產的黑毛和牛。

  嚴選行程│
靈山寺～「御遍路」巡禮的起點。
北野異人區～穿梭在充滿異國風情的巷弄間，美術館、雜貨店、老舖酒吧、咖啡廳、古
董店等林立，散步其間，處處是驚喜。
兵庫縣立美術館～亦稱藝術之館，為建築家安藤忠雄與鄰接海的渚公園一體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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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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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島│瀨戶內海最迷人的藝術小島

位在香川縣東北方的迷人小島，以藝術小島聞名，
從高松港船行1小時即可抵達。
島內主要觀光地區分別為宮之浦(船港及草間彌生南瓜)、
保留戰國時代城下町原形的本村(家RPOJECT)以及漁港的積浦。
這裡從江戶時代開始就是海上交通的樞紐，
現今為藝術與歷史、自然共存融合的現代島嶼。
直島中的建築囊括了安藤忠雄、石井和紘氏、SANAA、三分一博志的設計，
草間彌生更是創造了著名的「南瓜」擺設，
為喜愛設計、藝術、人文的旅客務必拜訪的小島。

MA
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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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間彌生 「南瓜」與「紅南瓜」  

南瓜是草間彌生最喜歡的蔬果，在直島共有兩個南瓜的戶外展示藝術品，
其一為位於宮浦港的紅色南瓜，設計的緣由為在宇宙中尋找太陽的紅色光芒，
在直島的海中變身為紅色南瓜﹔另一個是位於島南邊的黃色南瓜，
在Google搜尋「直島」，第一個會出現的即是這個黃色南瓜。
來到直島一定要收集到兩個南瓜才不需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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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PROJECT    

將直島本村的古民家，以豐富手法改修，成為別有風味的藝術作品。
在島民生活空間中穿插的家PROJECT作品，為的就是讓來島的旅人與當地住民相遇，
進而創造出不一樣的故事。

  直島錢湯「  湯」  

「  湯」象徵了直島島民的活力，由藝術家大竹深朗打造，
將一般的入浴設施注入了不同的藝術風格，
從外觀至內裝都有許多出乎意料的裝飾設計。
●因設施本身為公共澡堂，僅參觀外觀。

家Project「はいしゃ」 大竹伸朗 舌上夢 ボッコン覗  照片出處：鈴木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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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美術館│

2004年設立的地中美術館，為安藤忠雄所設計，
館內保存了莫內、光的藝術家James Turrell、Walter de Maria的作品。
以藝術家及建築家互相腦力激盪出的美術館，整體就宛如一個巨大的美術作品。

Chichu Art Museum / Photo: Mitsumasa FUJITSUKA

  李禹煥美術館│

藝術家李禹煥與建築家安藤忠雄合作的美術館，位於海與山包圍的谷中，
是一個與自然呼應的美術館。
希望來此的訪客可以忘卻世事、回歸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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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hu Art Museum / Photo: Mitsumasa FUJIT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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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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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戶須磨寺│紅葉期間約11月中旬~12月上旬

與源氏︑平家淵源的須磨寺，自古以來就是風景勝地，
為了感受源平羅曼到訪的旅客眾多，
包含與謝蕪村和松尾芭蕉等文人都曾來此留下俳句詩碑。
這裡11月紅葉開始轉紅，可與紅葉一同入鏡的三重塔、
源平之庭等，皆是須磨寺的風景名勝。

須磨寺©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須磨寺©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須磨寺©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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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林公園    紅葉期間約11月中旬~12月上旬

栗林公園在2012年美國的庭園專門雜誌中被評選為繼足立美術館、
桂離宮之後的第三名，並被米其林評選為三星評價，
意指「可以特地前往的旅遊景點」。此代表日本的大名庭園在國內外皆有高度的評價。
庭園本身為室町時期留存下來的手法建造，
江戶時期更為讚岐高松藩藩主的居住地。以紫雲山為借景，
以6個水池及13個造山搭配而成，南庭為回遊式庭園，北庭為近代準洋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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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城    紅葉期間約11月中旬~12月上旬

大阪城擁有13棟重要文化財，也是多數史跡與重要的歷史傳承地，
現今為日本代表性的景點之一。天守閣前的大銀杏樹齡約有300年，
公園外側有長達1公里的銀杏並木，與紅葉一同在11月~12月爭奇鬥艷。
大阪城為豐臣秀吉的居城，也是當時權威的象徵，被稱為三國無雙之城。
現在的天守閣層，兩度被燒毀、再建，
是見證許多日本重要歷史變遷的寶地。

大阪城©(公財)大阪観光局提供

大阪城©(公財)
大阪観光局提供



嚴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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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庫縣立美術館    藝術之館 安藤忠雄建築賞

兵庫縣立美術館的別稱為「藝術之館」，
是建築家安藤忠雄與鄰接海的渚公園一體化設計，
館內的通路以及建築物本身都是鑑賞對象。
這裡收藏了7000件以上的作品，
以近代雕刻、版畫、鄉土美術以及現代美術為主。

兵庫縣立美術館©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兵庫縣立美術館
©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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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寺    「御遍路」巡禮的起點

四國遍路八十八靈場全程約1460公里，
第一號札所的靈山寺據傳為弘仁6年(815年)，
空海(弘法大師)曾來此停留21日進行修行。
弘法大師在此說法的情景宛如在印度天竺靈鷲山中闡述佛法的釋迦，
靈山寺據傳即為取天竺靈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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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野異人區    安排入內參觀風見雞之館

神戶在日本開國時即為外國人停留的港口，
而北野的異人館街就是明治初期保留下來的景觀。
這裡放眼望去皆是充滿異國風情的洋式建築，
異人館、美術館、雜貨店、禮品店等林立，非常適合優閒散策。
巷弄中藏著當地民眾喜愛的老舖酒吧、咖啡廳以及各國的料理店、古董店，
沿著小徑走到底即是著名的風見雞館、萌黃之館，
途中的星巴克為重要文化建築改建而成，散步其間，處處是驚喜。

風見雞館©KOBE CONVENTION 
& VISITORS ASSOCIATION提供

北野UROKO家©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萌黃之館©KOBE TOURISM BUREA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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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上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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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sse House美術館極上宿│奢華2連泊   保證入住 
入住房型：PARK DELUXE TWIN/28m²

住在美術館裡是什麼感覺？擁藝術作品入睡，在海濤聲中醒來。
Benesse House是美術館與飯店合為一體的設施，
建築設計師安藤忠雄將Benesse House建在可以眺望瀨戶內海之處。
住在此，眼前即為美麗海景，
整個館內及館外，包含海岸線及樹林中，隨時都有看到藝術作品的驚喜，
「臥是藝術、醒見海景」的幸福，僅此一回。

Benesse House Park / Photo: Osamu Watan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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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uite Kobe Harborland│米其林評價連續六年4紅標奢華2連泊   保證入住 
入住房型：Executive superior twin 58〜66m²/Luxurious superior twin 58〜66m²

美國「Luxury Institute」調查中於高級旅館部門連續三年得到第一名，
同時為米其林評價連續六年獲得「4紅標」的最上質旅宿，是神戶區域最頂級的飯店。
全室擁有可以欣賞神戶港的陽台，平均58㎡的客房內以歐風設計為主軸，
裝飾大氣，一入門就可感受到尊貴奢華，
是全日本第一間加入SLH(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的飯店。
SLH從最先進的設計旅店至古堡飯店，
在全世界網羅了約520間的奢華住宿設施，評價方式嚴謹，
每年世界各地頂級飯店申請加入，能通過審查的僅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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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淡路廣場溫泉酒店│泡湯賞海景觀夕陽   保證入住 
入住房型：和洋室 49.5m²

在《米其林指南 兵庫2016特別版》旅宿篇中，獲4PAVILION(4星)之榮耀。
位於南淡路市的小山丘上，可將鳴門海峽與大鳴門橋盡收眼底的絕佳地段，
每間客房均享有海景。
設有「天空SPA 晚霞之湯」的展望露天溫泉，
一邊欣賞夕陽一邊迎接滿天星星，宛如星空SPA，
泉源為100%自家湧出的南淡路溫泉，皮膚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滑順與舒緩。



極品美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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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Pan原創烘焙麵包    奪下2015日本早餐冠軍   保證訂位 

由樂天旅遊訂房網舉辦的第六屆「2015樂天旅遊早餐盛會頂尖對決」，
歷經了海選、網路投票、現場比賽，並由專業評審團評選，
最後由兵庫縣La Suite Kobe Harborland的「Le Pan原創烘培麵包」
奪下「日本第一早餐」冠軍。
「Le Pan原創烘焙麵包」利用水果或穀物內的天然酵母發酵而成，
品嘗起來帶有獨樹一格的天然香氣，
若沒有食用完，也可以外帶稍晚肚子空虛的時候可以填補。
La Suite Kobe Harborland的早餐中包含一籃滿滿的各式風味養生麵包，
就用日本第一早餐的「Le Pan原創烘焙麵包」開啟美好的一天。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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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料理aʃ與神戶北野料理長 山口浩    法式水分子料理   保證訂位 

法國料理餐廳aʃ位於神戶北野HOTEL的最深處，
承襲將法國料理帶來新潮流的名廚貝納羅梭Bernard Loiseau之意念，
提供強調色、香、味、感、溫度變化的五感料理。
這裡也是北野HOTEL的總支配人兼總料理長親自主持的餐廳，
將傳統與現代發揮至極限，讓貴賓享受極致的法式美味。
山口浩曾在巴黎名店「La Côte d’Or(現為Le Relais Bernard Loiseau)」工作，
學習Bernard Loiseau創作的「水之法國料理」。
他以科學來創作料理的概念，獲得全國矚目，近年也屢次獲得國家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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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um Restaurant一扇     保證訂位 
位於Benesse House Museum內的餐廳「一扇」擁有整面落地窗，
可欣賞到瀨戶內海以及現代藝術，
在脫離日常生活的夢幻空間中享用美食是這裡的最大特色。
一扇料理以日本會席為主，使用瀨戶內海幸為素材，
讓人可以感受到季節變換。
一扇展示品：
Andy Warhol「FLOWERS」1967年
杉本博司「Time Exposed」1980〜97年

  TERRACE RESTAURANT 海之星     保證訂位 
面向瀨戶內海大片的落地窗與開放的空間為海之星的特徵，
此處展示了以藝術與生活結合為理念的巨匠「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的作品。
在此優雅的環境中，體感藝術與料理的結合，讓法式料理的美味席捲舌尖。

Benesse House Terrace Restaurant / Photo: Osamu Watan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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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吉兆BUNBU庵    米其林一星    懷石料理    保證訂位 
老舖日本料理店「味吉兆」旗下，
連續獲得米其林一星餐廳味吉兆BUNBU庵，
將上方料理(京都料理)及浪速之味(浪速為難波之別名)的真髓傳承，
二代中谷隆亮將「世界的名物、日本料理」的理念持續發揚。
味吉兆BUNBU庵雖位在都市中，
但店舖設計融合了日本自然之美，
以樹木與苔、石景創造出別有風味的和風空間，
讓視覺與味覺共同經歷一趟驚豔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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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戶Plaisir    神戶牛及產地直送的新鮮食蔬    保證訂位 
Plaisir為法文「滿喫」、「歡喜」的意思，
神戶Plaisir將以產地直送的新鮮食材帶來最高等級的美食饗宴。
兵庫縣北為日本海、南為太平洋，其豐富的美食被稱為日本的縮圖。
這裡是JA全農兵庫直營的餐廳，最令人讚嘆的是使用了來自兵庫各地的新鮮蔬菜，
包含了知名的淡路洋蔥、丹波黑豆，高麗菜、番茄、白菜、青椒等也將一同入菜。
著名的日式蒸籠料理中，將可一次享用16~18種時鮮的蔬菜，打開蓋子後
與同是兵庫產的黑毛和牛「神戶牛」的香味撲鼻而來，令人食指大動。
※因神戶Plaisir秋冬菜單內容尚未確定，有可能更改菜單，主食仍為神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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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米心食     在地有機玄米蔬食   保證訂位 
玄米心食是改造位於直島本村地區，屋齡約80年的古民家和食飯館。
使用岡山產的有機玄米，主餐以新鮮的蔬菜為主。
舒適溫暖的環境與健康無負擔的和食料理，共創出一段美好的直島午餐時光。
●餐廳包場，為小家庭式特色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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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路瓢亭     百年老舖鱉鍋   保證訂位 
姬路瓢亭位於姬路城城腳，擁有100年歷史。
目前的料理長白倉壽夫傳承父親的料理手藝，
至1992年開始進入料理界，將瓢亭傳統名物「鱉」料理發揚光大。
瓢亭的鱉湯與其他餐廳最大的不同為，貨源來自安靜且日照充足的「安心院」，
其精心熬煮8小時以上的濃厚風味，讓饕客享有美味之餘，也有了美容與健康。
●如不食用鱉鍋，可改用但馬牛涮涮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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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桃園機場→關西機場→神戶須磨寺紅葉賞
→淡路島→新淡路廣場溫泉飯店
早餐：環宇商務中心
中餐：機上餐食
晚餐：飯店內溫泉會席
住宿：新淡路廣場溫泉飯店(保證入住)
●本日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18:10

Day2
早餐→四國遍路八十八個所第1番「靈山
寺」→米其林三星景點~栗林公園→瀨戶
藝術小島【直島】→草間彌生紅南瓜、直
島錢湯「 湯」→美術館中的極上旅宿：
Benesse House奢華2連泊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香川名物讃岐烏龍麵鍋
晚餐：TERRASE RESTAURANT海之星
住宿：Benesse House(保證入住)
●本日預計飯店出發時間：約8:5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17:30

Day3
早餐→藝術小島直島漫步：Benesse 
House Museum鑑賞、家Project、草間
彌生南瓜→Benesse House 奢華2連泊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一扇旬彩懷石
晚餐：一扇日本料理
住宿：Benesse House(保證入住)
●本日預計飯店出發時間：約12:3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16:00

Day4
早餐→李禹煥美術館、地中美術館、玄米
心食午膳→汽船前往岡山→姬路瓢亭→精
緻奢華:La Suite Kobe Harborland2連泊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玄米心食
晚餐：姬路瓢亭鱉鍋會席或但馬牛涮涮鍋
住宿：La Suite Kobe Harborland
         (保證入住)
●本日預計飯店出發時間：約9:4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21:10

Day5
早餐→神戶港自由漫步→神戶Plaisir :
神 戶 牛 → 安 藤 忠 雄 建 築 賞 : 兵 庫 縣 立
美術館→北野異人區散策→神戶北野
HOTEL:法式水分子料理→La Suite Kobe 
Harborland2連泊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神戶Plaisir
晚餐：神戶北野aʃ法國料理
住宿：La Suite Kobe Harborland
         (保證入住)
●本日預計飯店出發時間：約11:5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20:30

Day6
早餐→大阪城楓葉賞→米其林1星：味吉
兆BUNBU庵→AEON臨空泉南自由購物
→關西機場→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味吉兆BUNBU庵日式料理
晚餐：發放餐費2000日幣/機上餐食
住宿：溫暖的家
●本日預計飯店出發時間：約9:30

每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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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貴賓獨享，
環宇商務中心禮遇
通關，海關及航空
公司地勤為您一對
一服務，快速通關
極致尊榮體驗。

航班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12/1(日) 8:55 12:25 桃園-關西 日本航空JL814
12/6(五) 19:20 21:45 關西-桃園 日本航空JL815

岡山縣

兵庫縣

大
阪
府

香川縣

小豆島

淡路島
關西機場

Day2&3 
Benesse House Museum

直島

豐島
Day4&5 

La Suite Kobe 
Harborland

栗林公園

Day1 
新淡路廣場
溫泉酒店 和歌山縣

德島縣

靈
山
寺

宇野港

大阪城
公園

須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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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報名流程
Step1→ 線上報名，或來電由專人為您處理報名

手續。
Step2→ 繳交30,000元訂金，回傳繳款單、護照

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Step4→辦理出國手續。
Step5→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機場集合、出發。

6.報名資訊
● 成團人數：全團人數20名，16名以上成行。
● 本團房間數不足，暫不接受單人報名。
● 入住三人房不另折價。(需另需求但不保證有
房)

●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
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
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 為保留各位貴賓的房間及機位之權益，請於報
名完成後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尾款請於指定時
間前繳清。

● 相關取消行程說明，依照觀光局「國外旅遊定
型化契約書」之規定。

●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公司保有活動
最終說明權，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有離隊放
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 直島大部份鑑賞設施內禁止攝影。
● 因為天候因素可能導致楓況改變，敬請見諒。

7.報名請洽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有行旅旅行社
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號2樓(近台鐵汐科站)
電話：(02)8643-3517、8643-3581、
         8643-3543、8643-3926
手機╱LINE ID：0935-080209
傳真：(02)8643-3968
信箱：rebecca.lee@udngroup.com

報名資訊

1.費用：台幣146,000元
報名時請繳交30,000元訂金，以確
保您的席位。
餘額請於2019年11月1日前繳清。

2.費用包含
1. 經濟艙來回機票(團體機票，團進
團出)

2.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稅
3. 全行程參訪費用、食宿、交通、

導覽、門票等
4. 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5.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平安險

500萬台幣，20萬意外險。（依
政府規定，15歲以下70歲以上,限
額投保200萬旅遊責任險及20萬
意外醫療險）

6. 司機導遊服務小費
7. 每個房間一台WIFI機
8. 每日晚餐每人一壺日本酒或洋酒
9. 每日飯店迎賓水果或精品禮物

3.費用不包含
1.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2.行李超重費、飯店之行李小費
3.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

住宿、餐飲、特殊照護及醫療險
自付額

4.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