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值東京賞花》卡奇纜車、河口湖散策、鎌倉大佛、淺草

觀音寺、箱根海盜船、泡湯購物 5 日【早去午回】 

 航班資訊 

  中華航空 搭乘日期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CI100 2017/3/28 桃園(TPE) /東京[成田](NRT) 09:35/13:30 

回程航班 CI101 2017/4/01 東京[成田](NRT)/桃園(TPE) 14:30~17:10 
 

 

 

行程特色 

旅遊小語 

東京是代表日本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的國際都市。從世界各地都有許多觀光客前來朝聖，

在新宿、澀谷、原宿、六本木及台場，體驗唯有在大都市才能感受到的能量。而每次到訪

這些向世界展示最夯流行趨勢、不斷推出話題景點的街區時，或許都會有新的發現。匯集

在東京的美術館和畫廊等藝術景點也同樣不能錯過。從高層大樓群則可眺望令人陶醉的東

京夜景。除此之外，大家還可以享受購物、美食的樂趣，接觸最尖端的文化等，依據不同

的到訪目的、同伴和當時的心情，肯定會有多種多樣的遊玩方式。 

特色光點 

▲【賞櫻百選】隅田公園: 

順延著隅田川的隅田公園，右岸為台東區淺草，左岸為墨田區，每到春天可沿著隅田川河

岸觀賞美麗的櫻花盛開，這裡也是每年夏天隅田川花火大會舉辦場地，也是東京市民假日

休閒的好去處。 

 

▲【賞櫻百選】上野恩賜公園: 

東京都內最大公園，也是主要賞櫻名所之一，境內有廣大的不忍池，還有上野動物園與上

野之森美術館，以及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每年 3月底的賞櫻季節是公園人潮最多的時候，

晚上還有賞夜櫻的活動，各式小吃攤販和遊客將公園擠得水洩不通。進入上野公園後，首

先看到的是青銅雕塑的西鄉隆盛像。西鄉隆盛是擊潰德川幕府的將軍，後世為了紀念他、

在上野公園內豎立雕像。雕像附近有染井吉野櫻、寒櫻等櫻花樹種，是約會等人最佳地點。 

 

▲相模湖櫻花祭典: 



位在相模湖畔山野裡的廣闊遊樂園，適合全家大小親子同遊，40種以上的花卉，百花齊放

的美景，隨處都可見到美麗的花卉，交織出一片自然的韻律之舞，宛如走入明信片的風景

般，無論是從搭乘觀賞覽車上或坐小火車上來觀賞，都能欣賞到七彩繽紛的美麗花海。而

每年的櫻花祭典堪稱每年關東地區最大級，約 2000株左右的櫻花作為壓軸！ 

▲淺草觀音寺: 

淺草寺的象徵是風雷神門，上面掛著寫有"雷門"兩個字的大紅燈籠，這裡每天都有前來參

拜的觀光客，終年熙熙攘攘。淺草寺門前是仲見世大道，一字排開的店鋪中擺滿的各種有

著日本傳統風情的扇子和用和紙製作的小玩意等商品，是保存著傳統風情的"下町"。 

▲箱根海盜船: 

雕刻著華麗的立體裝飾，甲板上還特別設計了幾尊栩栩如生的海盜人像，從遠處乍看之下，

簡直如同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小型宮殿，馳航於風光明媚的蘆之湖湖上，湖光山色盡收眼簾。 





 

食尚讚住 

▲關東溫泉飯店 

購物安排 

▲東京免稅店 

 
 



行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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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TPE-桃園國際機場/成田國際空港-成田山新勝寺-成田 AEON購物中心-千葉縣  

【桃園國際機場/成田國際空港】CI100  09:35/13:30 

本日全體集合於桃園(松山)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機飛

往日本第一大首都【東京】。 

 

【成田山新勝寺】：建於 940 年，為日本少數超過 1000 年

以上歷史的靈地。境內的額堂、光明堂、釋迦堂、仁王門、

三重塔，皆為重要的文化財產。您可在此參拜，欣賞梅園(成

田山公園)，還有一些小攤販，可慢慢在此散步，參觀宏偉

的寺廟庭園。 

 

【成田 AEON 購物中心】：自由前往成田機場邊最大的購物

中心，能夠滿足所有您想要的東西。 

 

早：溫暖的家 午：機上精緻簡餐 晚：日式拉麵 

住宿：  成田 GATEWAY HOTEL (舊成田 PORT) 或  成田菊水

HOTEL 或  International Garden Hotel Narita成田國際花園 HOTEL 或  成田

MARROAD飯店 或  成田東武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特別說明 

1.本日如為下午班機，到達成田機場後，即前往飯店休息，敬請諒解。 

2.行程中，若遇天氣或航空公司、國外路程塞車之不可抗拒之因素時，請貴賓們稍加

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

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3.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

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

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諒解。 

4.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

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

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溫馨提醒 

桃園國際機場至成田國際空港飛行時間：約 3小時 10分 

下車參觀:成田山新勝寺、成田 AEON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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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鎌倉大佛・高德院-遠眺米其林三星評鑑景點～富士山～箱根國立公園-箱根

蘆之湖遊船【箱根町站～元箱根町站(短程)】-箱根神社-山梨縣  

http://gateway-hotel.co.jp/
http://www.kikusui-hotel.jp/
http://www.kikusui-hotel.jp/
http://www.ishinhotels.com/garden-narita/jp/
http://www.toto-motors.co.jp/marroad/narita/
http://www.toto-motors.co.jp/marroad/narita/
http://naritatobuhotel.com/


天 

 

【鎌倉大佛・高德院】：位於日本神奈川縣鎌倉市的長谷，

是一間佛教淨土宗的寺院。這座寺院擁有日本最著名的佛像

之一—大佛—一座高達 13.35 米，重約 93 噸的露天阿彌陀佛

青銅塑像，它的尺寸在全日本僅次於位於奈良市東大寺的另

一尊佛像。 

 

【遠眺米其林三星評鑑景點～富士山～箱根國立公園】：屹

立在本州中南部的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峰，海拔３７７６

米,富士山被日本人民譽為“聖岳”，是日本民族的象徵。它

距離東京約８０公里，跨靜岡、山梨兩縣，面積為９０．７

６平方公里。 

 

【箱根蘆之湖遊船【箱根町站～元箱根町站(短程)】】：仿

十七世紀歐洲戰艦造型的海盜船彩繪明亮顏色，雕刻著華麗

的立體裝飾，甲板上還特別設計了幾尊栩栩如生的海盜人

像，從遠處乍看之下，簡直如同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小型宮

殿，馳航於風光明媚的蘆之湖湖上，湖光山色盡收眼簾。 

※ PS.如遇天候不佳或不定期維修之關係箱根海賊船停駛，

則現場退費並前往蘆之湖畔散策，敬請見諒。 

 

【箱根神社】：建於西元 8 世紀，位於蘆之湖南端的元箱根，

是當地居民在船隻下水前，為祈求平安儀式在蘆之湖畔所

建，亦是日本少數幾個在水邊的神社。每年 7 月 31 日，神

社會舉行放水儀式，成千上萬的燈籠浮於水上，蔚為奇觀。

神社正門外屹立了一棵一千五百年的古杉樹，充滿靈氣，見

證了神社多年的人事變化。據說是在 757 年時，萬卷上人把

箱根山裡的三個神社合併起來創建了現在的箱根神社。神社

內寶物殿收藏有萬卷上人之木雕等重要文化財產。 
 

早：飯店內享用 午：日式鄉土風味料理 晚：飯店內用自助餐(加贈螃蟹吃到飽)或

飯店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  石和 春日居 VIEW HOTEL 或  石和 新光 HOTEL 或  富士 PREMIUM 

RESORT 或  富士河口湖溫泉 湖翠苑(舊靜岳)     或同級 

特別說明 

門票景點:高德院￥300、箱根蘆之湖遊船￥350 

下車參觀:箱根蘆之湖遊船、箱根神社、高德院、鎌倉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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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縣-天上山公園卡奇卡奇纜車-河口湖散策-相模湖櫻花祭典-【賞櫻百選】新宿御

苑-千葉縣  

http://www.k-view.jp/
http://www.ooedoonsen.jp/shinko/
http://www.fuji-premium-resort.jp/index.htm
http://www.fuji-premium-resort.jp/index.htm
http://www.kosuien.com/


天 

 

【天上山公園卡奇卡奇纜車】：天上山是日本太宰治童

話”kachikachi 山”的故事舞台，纜車上頭矗立著可愛兔子

和狸貓的大型公仔，看起來童趣味十足。從河口湖畔搭乘纜

車至天上山的富士見台（標高 1104M），遠眺富士山的雄偉

壯麗俯覽河口湖、富士吉田市街。晴朗天氣時可看到日本南

阿爾卑斯山脈。 

 

【河口湖散策】：位於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的河口湖，是

富士五湖其中一湖。河口湖在富士五湖當中位置最北，擁有

最長的湖岸線與最低的海拔地點，在五湖之中最早以作為觀

光景點被開發。面積第 2 大，以最深的深度與精進湖並列，

湖的中央浮著名稱為「鵜之島」的小島。來到河口湖，不只

可以遙望山峰連綿的美景，更可以一賭象徵日本、代表日本

精神的富士山。富士五湖分別是山中湖、河口湖、西湖、精

進湖以及本栖湖，其中公認遙望富士山山景最美地點，正是

河口湖。河口湖三面環山，東邊有三峠、北邊有御坂山塊的

黒岳與節刀山岳、西邊有十二山岳。一般介紹富士山的相

片，大多採用擁有雪白山頂的富士山，這是平常可見的模

樣。其實富士山會因季節、氣候、氣溫等影響，自山腰以下

顏色將依次更迭，加上雲、太陽或是夕陽等裝飾，使得富士

山擁有多種面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欣賞富士山。例如山頂

以下帶點紅色的稱為赤富士、太陽剛好落在山頂的情形稱為

鑽戒富士、映在湖面的富士山俗稱逆富士等，全是河口湖與

富士山的著名景緻。 

 

【相模湖櫻花祭典】：位在相模湖畔山野裡的廣闊遊樂園，

適合全家大小親子同遊，40 種以上的花卉，百花齊放的美

景，隨處都可見到美麗的花卉，交織出一片自然的韻律之

舞，宛如走入明信片的風景般，無論是從搭乘觀賞覽車上或

坐小火車上來觀賞，都能欣賞到七彩繽紛的美麗花海。而每

年的櫻花祭典堪稱每年關東地區最大級，約 2000 株左右的

櫻花作為壓軸！是一個可以感受櫻花之美的絕佳去處，夜櫻

花也大受好評! 在櫻花樹下享受愜意的時光，讓您有一場粉

紅春天的浪漫之旅。 

 

【【賞櫻百選】新宿御苑】：新宿御苑原本是信州高遠藩主

內藤家的居所，明治 39 年法國人亨利‧馬魯契內設計改建，

融合日本林泉迴遊式庭園與西洋庭園，成功地創造出日西合

壁的風格。新宿御苑滿植櫻樹，里櫻、吉野櫻、山櫻等櫻花

共有 1500 多株，品種更是多達 75 種，是東京都內超人氣的

賞櫻名所。苑內原本只提供皇室人員觀櫻，直到二次戰後日

本民眾才得以入園，觀櫻花見的地點則從新宿門口，一直延

伸到英式庭園、芝生廣場，以及千馱谷門附近的櫻園地，每



逢櫻花季總會湧入大批人潮。 
 

早：飯店內享用 午：日式和風料理 晚：飯店內自助餐或會席料理 

住宿：  吉祥寺東急 REI 或  Hotel Villa Fontaine Ueno上野維拉噴泉飯

店 或  The B IkebukuroTHE B池袋飯店 或  舞濱歐亞 SPA & HOTEL 或  東急 STAY

蒲田飯店 或  CANDEO HOTELS CHIBA千葉 CANDEO HOTEL 或同級 

特別說明 

門票景點:卡奇覽車￥500、相模湖櫻花祭典￥650 

下車參觀:淺草觀音寺、免稅店、河口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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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千葉縣-皇居千鳥淵【賞櫻勝地】-【賞櫻百選】上野恩賜公園-淺草觀音寺～雷門、仲

見世商店街～下町風情-遠眺東京晴空塔(不上塔)-【賞櫻百選】隅田公園-免稅店-千

葉縣  

 

【皇居千鳥淵【賞櫻勝地】】：在每年正值賞櫻時節的 3 月

下旬至 4 月上旬，沿著皇居西側的千鳥淵（全長約 700 公尺）

步道「千鳥淵綠道」將舉辦「千代田櫻花祭」。「千鳥淵綠

道」為日本全國知名的賞櫻勝地，活動期間除了為染井吉野

櫻、大島櫻等約達 260 棵櫻花樹點燈以外，「千鳥淵划船場」

也將在夜間特別營業，遊客可在千鳥淵的水面上享受夢幻的

夜櫻美景。 

 

【【賞櫻百選】上野恩賜公園】：東京都內最大公園，也是

主要賞櫻名所之一，境內有廣大的不忍池，還有上野動物園

與上野之森美術館，以及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每年 3 月底的

賞櫻季節是公園人潮最多的時候，晚上還有賞夜櫻的活動，

各式小吃攤販和遊客將公園擠得水洩不通。進入上野公園

後，首先看到的是青銅雕塑的西鄉隆盛像。西鄉隆盛是擊潰

德川幕府的將軍，後世為了紀念他、在上野公園內豎立雕

像。雕像附近有染井吉野櫻、寒櫻等櫻花樹種，是約會等人

最佳地點。 

 

【淺草觀音寺～雷門、仲見世商店街～下町風情】：【淺草

觀音寺．雷門】淺草寺的象徵是風雷神門，上面掛著寫有"

雷門"兩個字的大紅燈籠，這裡每天都有前來參拜的觀光

客，終年熙熙攘攘。淺草寺門前是仲見世大道，一字排開的

店鋪中擺滿的各種有著日本傳統風情的扇子和用和紙製作

的小玩意等商品，是保存著傳統風情的"下町"。 

http://www.kichijoji-i.tokyuhotels.co.jp/index.html
http://www.hvf.jp/ueno/
http://www.hvf.jp/ueno/
http://ikebukuro.theb-hotels.com/
http://www.my-spa.jp/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MT/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MT/
http://www.candeohotels.com/chiba/


 

【遠眺東京晴空塔(不上塔)】：2012 年的 5 月落成，世界第

一的自立式電波塔－東京晴空塔，矗立在墨田區押上地區，

高度為 634 米，在距離地面 350 公尺的東京晴空塔展望台上

能眺望整個關東地區，天氣晴朗時甚至能看到遠處的富士

山，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慕名而來。SKY TREE TOWN

涵蓋了晴空塔及周圍購物中心、觀光、商業設施、辦公大樓

等，成為東京新名所。 

 

【【賞櫻百選】隅田公園】：順延著隅田川的隅田公園，右

岸為台東區淺草，左岸為墨田區，每到春天可沿著隅田川河

岸觀賞美麗的櫻花盛開，這裡也是每年夏天隅田川花火大會

舉辦場地，也是東京市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 

【免稅店】：您可在此選購土產送給親朋好友。 
 

早：飯店內享用 午：日式和風料理 晚：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定食 

住宿：  吉祥寺東急 REI 或  Hotel Villa Fontaine Ueno上野維拉噴泉飯

店 或  The B IkebukuroTHE B池袋飯店 或  舞濱歐亞 SPA & HOTEL 或  東急 STAY

蒲田飯店 或  CANDEO HOTELS CHIBA千葉 CANDEO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千葉縣-購物中心・百貨公司～自由活動-成田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TPE  NRT/TPE 

CI101 14:30/17:10 

【購物中心・百貨公司～自由活動】：您可自由前往購物廣場 or 百貨公司，有各類專

櫃衣飾、家電、日常用品、以及季節性的水果，共上百家店舖任您選購。 

【成田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國，本次旅程終告結束，在此

感謝您的選擇參加，並且期待擱再相會，敬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PS1.因航空公司飛行日不同，有時以早午班機回，建議您早上睡到自然醒，優閒吃

完早餐並整理行囊前往機場；如使用下午班機回，則安排自由活動時間，並午餐敬請

自理。 

PS2.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當團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

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PS3.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

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早：飯店內享用 午：機上精緻簡餐 晚：溫暖的家 

住宿：  溫暖的家           或同級 

特別說明 

為了您逛街旅遊的方便，本日自由活動來回電車費用敬請自理。 

回程如安排搭乘午班機返台，則於飯店用完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灣。 

溫馨提醒 

成田國際空港至桃園國際機場飛行時間：約 4小時 10分 

 

http://www.kichijoji-i.tokyuhotels.co.jp/index.html
http://www.hvf.jp/ueno/
http://www.hvf.jp/ueno/
http://ikebukuro.theb-hotels.com/
http://www.my-spa.jp/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MT/
http://www.tokyustay.co.jp/hotel/KMT/
http://www.candeohotels.com/chiba/
http://www.taiwan.ne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