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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情 MINITOUR】 森之風飯店 澤内銀河高原 2 連泊 

日本三景松島・田澤湖・角館・盛岡手作村・小岩井農場～5 天 4 夜～4 人成行 

主要特點 ＊松島＊田澤湖＊角館＊盛岡手作村＊小岩井農場＊仙台市内 

設定期間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料 金  NT$18,000 起 成團人數  4 名～ 

食 事  早餐： 4 食     午餐： ×    晩餐： 3 食 

 

行程說明 

1. 本行程包裝系以《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故請於訂購時，注意下列事項： 

2. 本行程不包含來回機票（機票敬請自理，可依個人需求自行預定日期、天數）。 

3. 本行程內觀光門票 & 飯店外餐食 & 前往機場 JR 車票，費用由客人自理。 

4. 本行程台灣不派領隊隨行。於機場內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 

5. 若您的旅遊需求是全程有領隊隨團服務，請勿報名此種團型，請另擇適合之團體旅遊參加。 

6. 本團型於當地進行觀光行程時，可能會有與其他旅客合車進行之事實，在此，特別說明。 

7. 本行程屬於自主性較高的半自由行型態旅遊，故當地服務人員最大的功能僅在於提供簡單的行程

介紹和接送之服務，若行程中您有任何需要協助安排或幫忙之處，煩請不吝主動提出！ 



★行程内容★  ■包含  □不含 

Day 01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 台灣虎航 / 樂桃航空】✈ 仙台機場（機票自理） 

仙台機場(40 分)- 飯店（專車接機） 

           ■飯店接機  □接駁巴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景點門票 

 

早餐：XX    午餐：XX   晚餐：敬請自理（飯店一樓為居酒屋料理店！新鮮海產皆海港當日直送，

非常新鮮又便宜！） 

住宿：居酒屋飯店丸特漁業部 

Day 02 飯店→ 松島自由観光(松島遊覧船・五大堂・TheMuseum 松島)→ 13:00 飯店集合

→ 森之風澤内銀河高原 

           □飯店接機  ■接駁巴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景點門票 

 

【松島遊覧船・五大堂】： 乘坐松島群島遊船,可以一邊欣賞被稱之為日本三景之一的宮城縣名勝松島,

一邊乘坐遊覽船觀光灣內。不管怎麼說松島的島嶼也是十分具有魅力的。遊覽船的路程有松島灣周遊

路線,松島至鹽釜之間的路線。哪個都需時 50 分左右。在鹽釜港也可以看到新鮮的魚貝類,可以輕鬆愉

悅的漫步於松島 。 

 

http://0109g.com/marutoku/index.html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tohoku/matsushima/


【TheMuseum 松島】: 從舊 松島 the museum 閉館以來已經六年,如今重新開幕帶來了更多更精采

的展示品。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日式會席料理 或 和洋自助餐 

住宿：森之風飯店 澤内銀河高原 

Day 03 飯店→ 田沢湖→ 角館→ 盛岡手作村→ 小岩井農場→ 飯店 

           □飯店接機  ■接駁巴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景點門票 

 

【田沢湖】：田澤湖是秋田縣內唯一的天然大湖，以清澈的湖水為特徵。由於田澤湖位於高原之中，

四季景色變化多端非常迷人。區內有日本聞名辰子飛姬之銅像，附近更有露營區、鄉土資料館、溫泉

等，是日本北部最著名的風景區。 

【角館】：角館武士屋敷通位於享有陸奧的小京都之稱的角館町。武士宅邸群、藥醫門、獨特黒色土

牆及角館武家屋敷資料館等，全都按昔日風貌留存著，充滿懷舊的歷史氛圍令來到此地的旅客猶如走

入歷史，到了當時的年代。 

【盛岡手作村】：位於盛岡市郊的盛岡手作村，可說是展示盛岡傳統工藝與道地土產的大本營，在此

可找到包括藍染、南部鐵器、木製玩具、陶器製品、竹細工、南部煎餅，盛岡冷麵等實演製作工房，

足有 11 種當地著名手工藝、共 15 家店鋪之多。 

【小岩井農場】：小岩井農場座落於雄偉的岩手山山麓，非常廣闊，是日本最大的民間綜合農場。場

內有各種各樣的娛樂設施，資料館，乳業工場，餐廳等，足以遊玩一整天。特別富有吸引力的是能體

驗驗到擠牛奶，木製工藝品的製作等難得的經驗。另外，還經常舉辦季節性活動，冬天舉辦的”岩手

雪祭”就是其中的一項代表性活動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日式會席料理 或 和洋自助餐 

住宿：森之風飯店 澤内銀河高原 



Day 04 飯店～飯店專用車～仙台飯店 CHECK IN→ 自由活動→ 仙台市內 

※飯店專用車將接送至仙台飯店 

           □飯店接機  ■接駁巴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景點門票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日式和風料理 

住宿：仙台市内 Hotel Monte-hermanaSENDAI 

Day 05 飯店→ 仙台市内自由行動→ JR 仙台機場線(仙台車站 → 仙台機場站 所要時間≒

30 分) 

仙台機場 ✈【長榮航空 / 台灣虎航 / 樂桃航空】✈ 桃園機場 

          □飯店送機  □接駁巴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景點門票 

 

※請自行前往仙台機場。 

※可協助預約從仙台市内飯店到仙台機場的計程車。仙台市内飯店→仙台機場 費用：￥5,000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 

住宿：- 

  ★ 飯店介紹 ★ 

【居酒屋飯店丸特漁業部】活魚の宿 丸特漁業部 松島 

很特別的餐廳兼營旅館「丸特漁業部（こちら丸特漁業部）」，居酒屋樓上也有住宿？而且還是漁夫經

營，漁船打撈海鮮直接上桌，陽台就是松島三景無敵海景。如果你到仙台這間旅館有提供到機場接機

的服務，旅程就從松島開始玩起，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森之風飯店澤内銀河高原】 

飯店旁延綿著森林小道，春天有山慈菇和觀音蓮，夏天有美麗的綠色和清涼的和風，在這條散步道上，

一年四季景色各異，美不勝收。請在早餐前的片刻光陰或是過午時分，享受一番寧靜的森林浴，愉悅

身心。溫泉為天然溫泉，以豐富泉量與柔和觸感而著稱。溫泉內除了室內浴池外，還設有露天浴池，

您可一邊享受四季各異的富饒大自然，一邊入浴。傾聽著澤內的大自然所演奏的旋律，遠離日常的喧

囂，輕鬆地渡過悠閒的溫馨時光。 

https://www.monte-hermana.jp/tw/sendai/
http://0109g.com/marutoku/index.html
http://morinokaze-gingakogen.com/


 

【Hotel Monte-hermanaSENDAI】 

仙台蒙特埃馬納飯店，地點極佳從仙台車站走到飯店只要 3 分鐘，過個馬路就是有免費觀景台夜景的

AER 大樓，除了房間很新穎外，還有免費大浴場。十分便捷，非常適合商務觀光購物。 

 

注意事項 

1. 參加本 minitour 自由行提醒您，（1）不包含來回機票（機票敬請自理，可依個人需求自行預定日期、天數）。

（2）本行程內觀光門票 & 飯店外餐食 & 前往機場 JR 車票，費用由客人自理（可協助預約從仙台市内飯

店到仙台機場的計程車。仙台市内飯店→仙台機場 費用：￥5,000。） 

2. 本行程為自由行，台灣並無領隊隨行國外亦無導遊，全程由日本當地酒店接待，最低成行人數四人。 

3. 若遇單人報名時，每位需補單人房差。若選擇三人一室，則第三人同價（加床方式）。 

4. 如住宿遇日本假日/休前日時每晚須加價 NT$700 元。 

5.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團費另計。 

6. 請於班機起飛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7.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保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8. 請遵守所有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9. 若有特殊餐食要求，請務必最少於出發三天前(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為您服務。 

10.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11. 當您於日本旅遊期間，若有關於行程、餐食、飯店等各方面的任何疑問，或有其他事項需要協助，都歡迎

您隨時與本公司行程說明會資料中酒店緊急聯絡人當地台灣人即刻反應，我們希望能提供客人最立即的回

應與協助。 

12. 如需訂一大床，請務必先告知業務人員，因大床房間數量有限，請恕無法保證一定入住此房型。 

13. 請於出發前向本公司人員領取已為您辦好的 CHECK IN 相關文件，本產品將不提供下榻旅店之住宿券，請

用護照辦理飯店入住手續。 

行程相關詳情請洽：日本旅情 

  昭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 338 號 7 樓之 3  TEL：04-2251-6188 FAX：04-2251-6298 

 

https://www.monte-hermana.jp/tw/send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