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 852 – 3105 3580 Fax: 852 – 3011 5100 Website: www.bliss-travel.com.hk

島根縣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與傳統文化，是一片懷抱許多神話傳說的神秘之地。

您可以在此尋訪日本第一的日式庭院、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日本現存五座國寶天守閣之一，神明浸泡過的溫泉等等...

緣 - 島根縣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也是日本最出名的結緣聖地。每年農曆 10 月，日本全國眾神會齊聚于島根，針對下一

年的「因缘」召開會議。因此在日本農曆 10 月稱做「神無月」，而唯獨在島根縣稱之為「神在月」。所謂「結緣」不僅限

於男女之間的姻緣，還包含了工作上的緣分、朋友之間的緣分等各種緣分。島根是人們祈求好運、女性祈求良緣的人氣之地。

若您想尋求結婚、工作、結交新朋友等緣分，欢迎到「結緣之國島根」。

肌 - 在島根縣，擁有美麗肌膚的人很多，是眾所周知的全國數一數二的美肌縣。而其中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原因，就在于縣

內各地的「溫泉」。其功效豐富多樣，然而最受矚目的當然是其美肌效果。

島根也是以溫泉眾多而著稱，以被稱作「日本三大美人溫泉」的「湯之作溫泉」為首，還有日本唯一被囊括再世界遺產內的

「溫泉津溫泉」，以及經科學認證泉質媲美高級化妝水的「玉造溫泉」。

結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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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縣 5 天 4 晚自駕路線

逢週六可出發

Routing: HKG - YGJ - HKG

Airlines: Hong Kong Airline

Schedule:

HKG-YGJ // 11:05-15:40

YGJ-HKG // 14:40-20:10

DAY 1：香港 - 米子機場 - 取車 - 松江市 - 松江宍道湖温泉酒店 (傍晚可前往宍道湖畔, 欣賞被評為夕陽百選之一的夕陽美景)

Hotel: 松江しんじ湖温泉 夕景湖畔 すいてんかく 或同级

Website: http://www.suitenkaku.co.jp/

Room Type: 和洋室, with breakfast

酒店「夕景湖畔 水天閣」面臨宍道湖畔，可以眺望宍道湖絕境的溫泉旅館。這裡的男女露天浴也別有情趣，入浴

77°C 且浴水量豐富的溫泉，會讓您舒心爽神，消除旅途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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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liss-travel.com.hk


Tel: 852 – 3105 3580 Fax: 852 – 3011 5100 Website: www.bliss-travel.com.hk

DAY 2：酒店早餐 - 堀川遊覽 (自費程搭遊覽船穿梭古都, 欣賞松江市全貌；3 月下旬-4 月上旬还可欣赏到两岸樱花) - 松江城 - 塩

見繩手 - 松江 Vogel 花鳥樂園 (大型室內花園, 宍道湖展望台, 各式雀鳥表演及親密接觸) - 島根 Winery (可自費品嘗島根牛, 葡萄酒

免費試飲&購買酒廠自製各式葡萄酒) - 市內酒店

Hotel: ひらたメイプルホテル 或同级

Website: http://www.hirata-maple.co.jp/

Room Type: Twin Room 19.3 sq meter, with breakfast

酒店「Hirata MAPLE Hotel」位於松江河出雲大社的中間位置，距離出雲機場，山陰高速公路的宍道出口，約 15 分

鐘車程，交通便捷，是商務觀光時的住宿好選擇。雖說是商務酒店，但還可以選擇加多 300 日元享受中國地方最大

的天然溫暖設施入浴券。距離酒店步行僅需 7 分鐘，追加當地鄉土料理套餐也只是 1190 日元/位起。

「堀川遊覽船」乘著小船遊覽松江, 感受歷史、自然、

人文等各式風情. 圍繞著國寶松江城的護城河, 在 50
分鐘的遊覽中, 您可以感受松江城下令人懷念的日本

風景, 尋訪小泉八雲因緣之地. 在建城後穿梭時光 400
年, 至今仍保留有當時的面貌. 市內共有 4 處乘船點,
10 人以下都無需預約. 另外船上還設有夏季及冬季限

定的風鈴船和暖桌船.

「松江城」1607 年松江藩藩主堀尾吉晴開始建城, 於
1611 年完成. 由於屋頂的形狀宛如千鳥展翅一般, 所

以又名”千鳥城”. 以桃山時期雄大宏偉的建築樣式為

其特征, 是全國現存的 12 座天守閣之一, 也是山陰地

區唯一一座現存天守閣, 2015 年更被稱為指定為日本

第 5 座國寶天守閣.

「松江花鳥園」松江花鳥園位於宍道湖畔, 園內有加

蓋屋頂的步道, 是一座全天候型的花鳥主題樂園. 在

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溫室花園裡, 以秋海棠及倒掛金

鐘為中心, 約 1 萬株的鮮花四季綻放. 此外, 鳥類園區

則有貓頭鷹及企鵝, 熱帶鳥類等多達 90 種, 共 400 多

只的鳥類.

http://www.hirata-mapl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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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酒店早餐 - 出雲大社(供奉結緣之神的國寶級神社) - 神門通商店街 (可品嘗結緣國名物「紅豆湯」) - 島根縣立古代出雲歷

史博物館 (原出雲大社遺址, 收藏著大量古時文物) -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 - 龍源寺間步(礦坑) - 羅漢寺五百羅漢(據說來此參拜可

見到形似已故父母或自己孩子的羅漢像) - 市內酒店

Hotel: same as above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這裡是參觀石見銀山遺跡的

出發地, 也是以立體模型、展示品等向來訪者介紹遺跡

全景所開設的導覽設施. 工作人員會用短劇來介紹往

昔礦山町的生活面貌. 在入口處還可以體驗學習以鉍

錫合金製作古代銀幣丁銀.

「龍源寺間步」石見銀山在江戶時代中期曾生產大量的

銀，像這樣的開採坑道被稱為“間步”， 在這個區域

有約 700 個以上大大小小不同的間步。其中，龍源寺間

步作為代官所直營的間步來開採，現在可供人走進坑道

內部參觀。再坑道內部，可以近距離觀察江戶時代的礦

工徒手開採的痕跡。大森町老街至間步約需步行 40 分

鐘，漫步在森林中的小溪旁，相當悠閒舒適。

「羅漢寺 ·五百羅漢」為祭奠在銀山工作過世的人們，

而於 1764 年建造了此寺院。自寺廟越過的小河對岸有

洞窟，花費約 25 年的歲月所作的 500 尊羅漢像即安置

在岩盤斜面上的石窟中。據說來此參拜，可見形似已故

父母或自己孩子的羅漢像。石窟前的三座石拱橋也依舊

架在河面上，保留了過去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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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酒店早餐 - 出雲日御碕灯台&日御碕神社(可以眺望絕讚海景) - 八重垣神社(神秘的鏡の池占卜) - 傳承館(勾玉製作體驗) - 玉

湯川 (3 月下旬-4 月上旬櫻花祭, 可看到沿岸 400 棵吉野櫻) - 玉造溫泉街(擁有 1300 年歷史的美肌之湯泉源；湯藥師廣場取天然溫

泉美肌水, 玉作湯神社製作專屬御守, 青巖寺白粉地藏王 ) - 入住溫泉酒店 - 溫泉酒店晚餐

Hotel: 玉造温泉 松乃湯 或同级

Website: https://matsunoyu.jp/

Room Type: 和室, with breakfast and dinner

酒店「出雲玉造溫泉 松乃湯」松乃湯的大浴場“月照之湯”溫泉，為 2 層建築的全面玻璃帷幕通風天井。這裡的

環境優雅舒適，不僅給您帶來入浴后的舒心爽神，還能享受沐浴陽光之樂趣。溫泉分男湯及女湯，還設有露天風呂，

氣泡浴，還有桑拿浴。在古代的地理書“出雲國風土記事”中以“神之湯”介紹的名湯“玉造溫泉”。泉質中含有

“硫酸鹽泉”，被譽為日本三大沒人泉質。該溫泉具有滋潤肌膚增加彈力之效果，此外，還有抗衰老之功效。

因氯化物泉由鹽覆蓋層而形成，其特點具有較長的保濕效果，浴后數小時仍能感到肌膚之滋潤效果。

「玉作湯神社」向南穿越溫泉街可見玉作湯神社。在那

兒祭奉勾玉之神，及至今仍滔滔不絕湧出玉造溫泉之

神。境內還祭奉圓形神社“真玉”，據說從前勾玉職人

們皆心懷期望虔誠向神石祈願。今日，帶有神石“真玉”

的神力，還可製作自己獨有護身符“成愿石”十分收歡

迎。此外，還祭奉湯姬大明神，可保安產，助產及容姿

端麗。

「夏日祭」每年 7 月中旬-8 月末， 玉造溫泉街都會舉

行夏日祭。穿著浴衣，竹燈籠、提燈、街光將溫泉街都

染成一片深紅。7 月中-9 月下旬還有光之夢劇場。

https://matsunoyu.jp/
http://www.bliss-travel.com.hk


Tel: 852 – 3105 3580 Fax: 852 – 3011 5100 Website: www.bliss-travel.com.hk

DAY 5：酒店早餐 - 足立美術館(連續 14 年被評為日本第一庭園) - 由志園(「出雲国箱庭造景」日式庭院；除了整年盛放的牡丹園, 還

能欣賞到其他時令鮮花) - 機場

每年約 4 下旬-5 月上旬，在由志園內舉行的牡丹祭里還能看到“三万輪の池泉牡丹”奇迹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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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rive：

HKD5800/位起(baseon4PPL）

費用包含：

一、全程租車費用

二、車輛免責保險

三、2 晚市內酒店

四、2 晚溫泉酒店

五、每天酒店內早餐

六、1 晚酒店內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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