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5 年 02 月 14 日          團費/每人 NT40,000 元起 

        105 年 02 月 27 日          團費/每人 NT43,0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安排著名觀光景點：日光東照宮~二荒山神社、大內宿、會津若松城、裏磐梯、豬苗代湖、藏王

纜車．山麓線、風雅之國～贈日式抹茶 DIY 體驗+和菓子‧遠眺山寺、五大堂、松島海灣遊船、嚴

美溪、中尊寺、新幹線、台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 購物廣場（或成田 AEON 購物商城）......等。 

★【日光國立公園 世界遺產～東照宮】：日本有句諺語云：「不看日光，不能說好。」由二荒山神

社、東照宮、輪王寺的建築物及其用地構成的「日光的社寺」被登記為世界遺產，自然與社殿渾然

一體的文化景觀已成為代表日本的觀光景點。  

★【澄澈如鏡～豬苗代湖】：日本第四大湖。像顆明珠般地鑲嵌在福島縣境內接近中央位置，像大

海一樣寬闊的湖面寧靜澄澈，將磐梯山美景清楚照映湖面，故又有「天鏡湖」之稱。 

★【日本三景～松島四大觀‧遊覽船】：松島灣因長年海浪拍打形成豐富的自然美景，稱為松島四

大觀，想要一次看盡，搭乘松島遊覽船是不二選擇。另外搭船最讓人興奮的就是可以餵海鷗，看大

批尾隨船後的海鷗，神準接食物的功夫，這也算是松島奇景之一吧！【五大堂】松島最具代表性的

景色。赤紅色的太鼓橋跨過松島海岸，連接著綴滿翠綠松柏的小島，小島上亭亭而立的日式樓簷就

是著名的五大堂。 

★【會津若松城】：福島縣最著名的古城，此城在德川幕府結束後、明治天皇初期，東北地方忠於

德川幕府的武士們，在此與明治政府的軍隊發生激烈的戰爭。 

★【五大堂】：松島最具代表性的景色。赤紅色的太鼓橋跨過松島海岸，連接著綴滿翠綠松柏的小

島，小島上亭亭而立的日式樓簷就是著名的五大堂。 

★【中尊寺】：為日本天臺宗東北地區大本營。在杉木林中建了廣闊華麗的殿堂，當時的平泉堂塔

40 座和大約 300 間以上的僧舍，可與京都相匹敵的文化城市。走在老杉木林中的表參道及月見坂



時，不禁讓人懷念起那曾經極盡繁榮的往昔。  

★【特別安排】台場 Diver City Tokyo PLAZA 購物廣場】：2012 年 4 月 19 日全新開幕營業，台場

最新的超大型娛樂購物中心，戶外廣場所展示高 18 公尺大型機動戰士鋼彈模型) 位在台場著名地

標富士電視台正後方，共擁有 9 層樓多家日本與世界的知名服飾品牌。另外備受注目的是戶外廣場

所展示高 18 公尺的大型機動戰士『鋼彈』模型，更是成為台場的新地標！ ※  溫泉區貼心安排二

人一室，充份享受悠閒的快樂，除去一身疲憊，泡個舒服的溫泉浴。 

★安排當地高級大飯店，吃、喝、玩、樂、購物皆方便。 

★行程安排日式火烤豐盛大餐或日式和食、歐、日式自助餐，體驗日本吃的文化。 

★輕鬆遊日本，全程綠牌營業車(一億日幣保險)安全有保障；專業導遊服務，安全、貼心、有保障。 

★行程中已投保最高 5000 萬元履約特約險內附加之每人 200 萬元意外死殘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

療險＋S.O.S 國際海外緊急救援。保險期間係指旅遊團員自離開其居住處所開始旅遊起，至旅遊團

員結束該次旅遊直接返回其居住處所，或至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晚上 12 時為止，以先發

生者為準。   

※每年 12 月到隔年 3 月下旬，是欣賞日本山形縣藏王樹冰的最佳時機。這種特殊的自然奇景，全

世界也只在日本東北地方的奧羽山脈部分山區，包括八甲田山、八幡平、熊野岳、吾妻山等亞高山

地帶可以見到。樹冰奇景何以如此罕見？樹冰的形成需要三種條件，而且條件缺一不可。 

1. 樹種必須是容易附著冰雪的常綠針葉樹，例如：椴松樹。  

2. 附著冰雪後，還需要大量的雪花以及方向固定的強風與持續低溫。 

3. 氣溫低到攝氏 0 度左右、風速達每秒 10 至 15 公尺，強風颳起地面積雪加速冰雪凝結，遂造就

龐大的樹冰。 

而在這種大自然條件下形成的樹冰，每一棵造型都不相同，而且形狀奇特，有如冰雪妖怪，因此素

有『冰怪』之稱。★【藏王樹冰絕景體驗～冬限定】 

樹冰是冬天藏王的象徵，是冰雪和冷風所創造的大自然的藝術。雪和冰的雪原上創造出無數的藝術

造型物。嚴冬的高山裡，神聖的美令人不敢褻玩…… 【搭乘藏王纜車‧山麓線(藏王山麓站～樹冰

高原站)～山頂線(樹冰高原站～地藏山頂站)‧兩段式攻頂 欣賞冰雪交織的銀白世界】隨著 360 度

空中賞景纜車緩緩上升爬行，一路下望顆顆璀璨剔透、各具特色的樹冰群，這是身處在亞熱帶的我

們所無法想像的美麗景象！藏王山頂，視野浩瀚，一望無際的樹冰群全在腳底下，您可享受霧冰祕

境之美。 

 ★【特別安排～加碼贈送】★  

※風雅之國每位客人特別贈送 ＂日式抹茶 DIY 體驗+和菓子＂ 

 

航   班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日本航空 JL812 高雄/成田(東京) 08:50 13:05 

日本航空 JL811 成田(東京)/高雄 18:35 22:1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語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一天 高雄小港機場/成田機場－鬼怒川溫泉(或那須)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專機前往位於日本。   

 



餐 食：早餐 : X   午餐：機上精緻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 宿： 鬼怒川 PALACE、觀光、NEW 岡部、新塩原 或同級 

 

第二天  鬼怒川溫泉(或那須)－日光東照宮(江戶文化精髓，石造大鳥居)-神馬廄(日光三神猿－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三神庫(二隻想像之象)-鳴龍堂(一條鳴龍)-陽明門)～二荒

山神社－大內宿－會津若松城(鶴城)－裏磐梯溫泉    

●【日光東照宮】集日本之建築、美術、雕刻之大成，神佛合一之思想建築，在日本建築史上空前

絕後。本殿祭祀德川家康，第二代將軍秀忠依家康之遺言交待將部份遺骨改葬在日光，當時社殿非

常樸實，到第三代家光因對祖父之尊崇，下令大肆整建社殿，而本殿壁上更使用金箔裝飾美侖美奐。

穿過境內的高大杉木林，擁有超過五千個雕刻彩繪的華美建築，採和唐樣式高三十六公尺的五重

塔、有著八面猴雕刻的神廄舍，其中三隻代表「不看、不言、不聽」的猴子最有名 

●【陽明門】陽明門，豪華精巧，集江戶文化精髓。置身東照宮，欣賞它建築之美，會讓人讚嘆萬

分。東照宮前院院南「神殿」窗檻上，嵌了一排八隻的彩色猴子。左邊的三隻最為有名，一隻以手

遮眼，一隻以手掩口，一隻以手堵耳。這三隻猿猴的象徵，正是我國儒家所言，「非禮勿視、非禮

勿言、非禮勿聽」。日本稱這三隻猿猴為「日光三猿」。 

●【鳴龍堂】「本地堂」又稱藥師堂，天花板上繪有大蟠龍一條，為藝匠狩野安信的傑作。據說，

站立在龍頭上方拍擊手掌，天花板即發出妙音，所以取名為「鳴龍」。 

●【二荒山神社】二荒山是日光當地人所奉祀的靈山，又稱為『男體山』，也是日光奧白根山的支

脈。現在所見到的神社並非原始的建物，而是西元 1119 年，家康的孫子德川家光所重建，寺院為

朱漆的屋舍，欄杆上有十分精緻的花鳥雕刻。 

●【會津若松城】：福島縣最著名的古城，此城在德川幕府結束後、明治天皇初期，東北地方忠於

德川幕府的武士們，在此與明治政府的軍隊發生激烈的戰爭。江戶時代曾經繁華一時的宿場町【大

內宿】，至今仍完整的保留當時茅草式建築，江戶時代大內宿完整的呈現在您眼前，體驗純日式風

情。 

 
餐 食：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日式和食料理或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 宿：星野 RESORT 裏磐梯、裏磐梯 ROYAL 或同級 

 

第三天  裏磐梯－豬苗代湖(白鳥)－藏王纜車．山麓線(藏王山麓站～樹冰高原站，1734m 約 8 分

鐘、車廂可 52 人搭乘)～山頂線(樹冰高原站～地藏山頂站，1872m 約 8 分鐘、車廂可 18

人搭乘。樹冰是老天送給藏王的神秘禮物「雪怪」)－風雅之國‧遠眺山寺(欣賞山寺潑墨

山水畫美景的意境，★贈送~日式抹茶 DIY 體驗+和菓子－仙台    

●【豬苗代湖】：位於福島縣近中央，相當於磐梯朝日國立公園的外入口處。此湖被稱爲日本第四

大湖，猶如天鏡把磐梯山的英姿映照在湖面上，因而也被稱作『天鏡湖』。以北岸的長濱爲中心，

春天可以欣賞新綠和野鳥，夏天可以盡情野營、滑水板運動、划船等活動，秋天可以觀賞紅葉，冬

天可以看白鳥，您可再小店買些餌食餵食白鳥。  

●【藏王纜車．山頂線(樹氷高原站～蔵王地蔵山頂站)】：藏王「樹冰」，是日本山形縣藏王冰原上

冬季最特殊的自然奇景，大約從每年的 11 月底到 12 月初開始形成，在此時期雲粒霧冰隨著冬期東



北季節風被帶來，逐漸在針葉樹上著冰雪，1、2 月期間，藏王冰原翠綠的蒼松便完全為白雪包覆，

或如人形、或形似野獸、或狀若土地公，形狀千奇百怪，不一而足，而且僅在冬季出現，也難怪日

本民間要稱它是「雪怪」。 

●【山寺風雅之國】：由此眺望遠處的寶珠山崖及立石寺（又稱山寺，詩人松尾芭蕉吟詠名詩之地），

宛如一幅中國山水潑墨畫，雅緻的日式庭院裏，古色古香的民家草木染館、和風甘香舍、果子工房…

等等，提供遊客們多樣的選擇，是一座適合從容漫步、靜觀四季自然變化的天地。 (每週二休館) 

●【抹茶體驗】：安排於園內抹茶 DIY 體驗，讓每人親自體驗如何調製日式抹茶，再配上特別贈送

的日式和果子，更增添茶道的樂趣！ 需公司予約   

   

餐 食：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日式和食料理或日式燒烤自助餐  

       晚餐：外用-(日式和食料理或燒烤自助餐)  

住 宿：仙台 BEST WESTERN、PLAZA、華盛頓、VIEW、東急 或同級  

 

第四天  仙台－五大堂(松島標誌，東北地方最古老的桃山建築)－松島海灣遊船(松島港～鹽釜

港)(隨季節變化不同景色，優美堪稱日本三景之一)－免稅店－嚴美溪(有日本最美溪流之

美譽)－中尊寺(象徵奧州平泉文化寺院保存平安時代美術的寶庫)－花卷    

●【五大堂】：在東北地區具有千年的歷史，松島的標誌，建材全都採用櫸木，是東北地方最古老

的桃山建築，木造屋頂為單層造形，透露出歷史的刻痕，現成為日本重要文化財，平安初期五大明

王像被供奉在堂中，五大堂的五字即由此而來，堂內五顔六色、艷麗非凡。連結小島和海岸之間紅

橋，又稱為『結緣橋』，十分受到情侶們的喜愛。 

●【松島海灣】：松島是散佈在宮城縣中部、松島灣沿岸以及松島灣上的 260 個大小島嶼組成的島

嶼群的總稱。松島的景色根據地點與季節産生各種變化，景色之優美堪稱日本三景之一。風平浪靜

的松島灣上浮起一個又一個小島，黑松和紅松挺立在灰白色的岩石上。松島的所有小島中，扇谷、

富山、大鷹森和多聞山四處的周圍景色被稱爲“松島四大觀”，一年四季遊客絡繹不絕。 

●【嚴美溪】：巨岩奇石的溪流奇景，有日本最美溪流之美譽”嚴美溪”以四季之景令人目不暇給，

尤其是秋之景物更是東北賞楓紅的名景點，猶如構成一幅山水畫般的人間仙境。 

●【中尊寺】：日本天臺宗東北地區大本營，12 世紀初由第一代藤原氏族清衡公營造諸如多寶塔以

及二階堂等許多堂塔，在杉木林中建了廣闊華麗的殿堂。當時的平泉有 21 所堂宇和 300 所以上的

佛教設施，是可與京都相匹敵的文化城市。中尊寺已於 2011 年 6 月 26 日登錄於世界文化遺產。 

※花卷溫泉創業 88 周年感謝祭～若住宿於花卷飯店、千秋閣飯店、紅葉館飯店，則每位客人贈送

900 克花卷產新米一袋，期間：2016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敬請見諒）  

  
餐 食：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日式和食料理或海鮮鍋定食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 宿：花卷溫泉、千秋閣、紅葉館 或同級  

 

第五天  花卷溫泉－新幹線 (新花卷++++東京(09:09→11:56 或 10:19→13:24)－台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 購物廣場(台場最新的超大型娛樂購物中心,入口高 18 公尺機動戰士鋼彈模型)

或（成田 AEON 購物商城，依新幹線時間而定）－成田國際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新幹線】：新幹線是日本的高速鐵路系統，以「子彈列車」聞名。新幹線於 1964 年 10 月 1 日，

東京奧運前夕開始通車營運，第一條路線是連結東京與大阪之間的東海道新幹線。新幹線的軌距屬

於標準軌（1435mm）。除了迷你新幹線的路段外，列車車速可達到 270 或 300 公里/小時。新幹線

的穩定運行全靠日本的良好電力技術，子彈型流線車身外觀、豪華舒適沙發座椅、超大觀景窗等，

搭上新幹線來趟體驗之旅。 

●【台場 Diver City Tokyo PLAZA 購物廣場】：2012 年 4 月 19 日全新開幕營業，台場最新的超大

型娛樂購物中心，戶外廣場所展示高 18 公尺大型機動戰士鋼彈模型)，共擁有 9 層樓多家日本與世

界的知名服飾品牌。 

或★【成田 AEON MALL JUSCO 購物廣場】：超大型綜合購物娛樂商城，各種吃喝玩樂設施與商

電應有盡有。包括大型 JUSCO 超市、日本品牌服飾店、鞋店、日用品雜貨店、唱片行、書店，台

灣人熟悉的無印良品、松本清藥妝店，各式餐廳、咖啡、點心店…等這裡皆有，在此可輕鬆舒適的

享受 SHOPPING 樂趣。 

由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好

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餐 食：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住 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溫馨提醒與建議】※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

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

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

悅與困擾。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 以上出發日期會因客滿或行程變更而有調整，本公司會在出發前 10 天與貴賓確認是否如期出 
   團，屆時再請假。 
※ 團體旅遊價格較便宜，但受限也較多（如限制同進同出、行程需配合多數團員而略作變更），須

配合基本成行出發人數，若未達出團人數將協助變更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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