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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周遊日本 

一次造訪日本夏日四大祭典-秋田竿燈祭、青森睡魔祭、高知夜來祭、德島阿波舞祭。 

遊覽釜山知名景點-太宗台，乘坐遊園專車悠閒參觀鬼斧神工般的懸崖峭壁及名列韓國八

景之一的APEC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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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遊輪行程中於陸上加訂四次特色午餐、五次特色晚餐及一次遊輪付費餐廳晚餐，不因節省餐
費趕回遊輪上用餐，而犧牲陸上觀光行程。 

 
  

＊遊輪上特別安排陽台艙房(陽台艙房面積包含室內及陽台坪數約6.5坪)，貴賓可於艙房內觀賞
所有行經的美麗景點，走到艙房內的陽台可立即欣賞日出、日落的美景及遊輪進出不同港口
的景緻，亦可於陽台享受屬於二人世界的早餐，擁有搭乘遊輪的美好經驗，此也正是搭乘遊
輪的魅力所在，非其他傳統拉車旅遊行程所能替代。 

＊登船前住宿橫濱一晚，品嚐特色美食及輕鬆購物。 
 

  
＊公主遊輪Princess Cruises(暱稱為愛之船)旗下116,000.噸的鑽石公主號DIAMOND 

PRINCESS，船上增添不少日本元素，如日籍船員、和風佳餚及美酒，讓大家輕鬆暢遊日本
景點，感受不一樣的東瀛風味。 

＊橫濱－造訪廣達5萬多坪的三溪園Sankeien Garden，是典型的池泉迴遊式庭園。 
＊東京－造訪被法國米其林雜誌評定為最高的三星級觀光景點，標高599公尺的高尾山。 
＊秋田－安排貴賓座席輕鬆觀賞約3小時的「竿燈祭」表演，參觀充滿綠意佔地廣大的千秋公

園，造訪安藤忠雄設計的秋田美術館及秋田市民俗藝能傳承館 (ねぶり流し館)，登上
143公尺高的秋田晴空塔SELIONセリオン。 

 ＊青森－安排貴賓座席，輕鬆體驗日本東北四大祭典中最具氣勢的睡魔祭及青森港的高空花火
秀。參觀青森縣觀光物產館アスパム(ASPAM)，登上13樓展望台，眺望市內街景、津
輕半島甚至北海道的風光。古川市場安排特別的★Nokke蓋飯午餐，造訪睡魔之家(ね
ぶたの家)，參觀A-Factory蘋果工廠。 

＊境港－造訪日本最大規模的花卉公園－鳥取花迴廊及當地著名的「水木 SHIGERU 路」。 
＊釜山－造訪眾多詩人墨客慕名的太宗台，安排搭乘遊園專車輕鬆悠閒地參觀有鬼斧神工般的

懸崖峭壁。參觀名列韓國八景之一，位於冬柏島上的APEC主題公園。造訪國際市場
及最熱鬧的中央商街。以生猛海鮮買賣聞名的扎嘎其市場，午餐於OASE海鮮餐廳，
享用當地最新鮮的國際海鮮料理。 

＊關門海峽－搭乘豪華遊輪穿越日本本州島與九州島之間的關門海峽，自海上觀賞全長1068公
尺的巨大吊橋，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高知－安排參加高知夜來祭，讓您親身體驗夏夜的熱情。參觀250年歷史的高知城，從4重5
層的天守閣眺望高知市區及高知平原到太平洋之間的絕佳美景。造訪當地人相當喜愛
的平成浪漫商店街(HIROME市場)，以及帶屋町及京町等商店街。 

＊德島－安排於市役所前演舞場貴賓席觀賞阿波舞祭。踏上約450公尺長的渦之道，從海上45
公尺的高處透過玻璃窗俯瞰腳下時速達20公里以上，直徑超過20公尺的巨大漩渦。自
千疊敷瞭望台觀賞大鳴門橋的美麗風景。參觀阿波舞會館，欣賞世界聞名的德島「阿
波舞」。搭乘纜車(來回)登上標高290公尺的眉山びざん，眺望德島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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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高雄)－東京直飛，飛行時間僅3小時左右即可享受國際4星級的豪華遊輪之旅，輕鬆又自在。 
＊全程「無自費行程」、「無餐費自理」、不上攝影、無進購物站活動，旅遊品質最有保障。行程景點均經過精

心規劃，非一般制式行程。 
＊最佳的遊輪專業領隊隨團服務及詳盡導覽、海上航行日精心安排娛樂活動（有麻將、橋牌、象棋等），貴賓

將享有最熱情貼心的服務。 
 
搭乘遊輪：★★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遊輪簡介： 
遊輪噸位116,000噸。全長290.4公尺。寬度37.5公尺。高度60公尺。航速22浬。 
遊輪艙房共1,300間。載客數：2,670人。工作人員：1,100人。甲板樓層共有18層。 
2004年3月首航，2014年4月2日全新整修。 
 

出發日期：2019年8月3日(六) 全年唯一團，限量26席 
團費：NT$218,000元（二人一室6.5坪陽台艙）、 

NT$248,000元（二人一室9坪迷你套房）訂金每人NT$60,000元。 
       出發日 90天前報名，船艙每人早鳥優惠NT$5,000元。 
★訂定遊輪協議書，出發前90天可免費取消(一般同業報名後即無法取消)。 
●此報價已含全程小費：船上遊輪小費US$132+領隊小費US$78+司機、導遊小費US$80。(NT$9,600) 
●此報價已含經濟艙團體機票(NT$13,000元)及岸上觀光費用(車資、門票、餐食)。 
●此報價不含台灣地區機場接送費用。 
出團備註：1.報名時請繳交訂金、中英文姓名及護照影本。團費尾款請於行前說明會時繳交完畢。 
 

8 月當地預估溫度℃ 

 

航班參考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機型 

第 01 天 08/03（六） 08:55 13:15 3 小時 20 分 台北/東京 中華航空 CI100 A359 

第 13 天 08/15（四） 18:20 21:10 3 小時 50 分 東京/台北 中華航空 CI105 A333 

第 01 天 08/03（六） 09:30 14:10 3 小時 40 分 高雄/東京 日本航空 JL812 B76W 

第 13 天 08/15（四） 18:00 21:10 4 小時 10 分 東京/高雄 日本航空 JL811 B76W 

 

地點 橫濱 秋田 青森 境港 釜山 高知 德島 

均溫℃ 28.1 25 22.8 28.4 26 28.6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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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說明：有★表「含門票」   有◎表「下車參觀」   未標示者為「行車經過」 

 
第1天  8/3（六）台北(高雄)/東京TOKYO－橫濱Yokohama(日本) 
早上帶著愉快的心情，集合於國際機場搭機飛往日本東京。班機於午後抵達，通關完畢提領行李後，隨即搭
乘專車前往位於日本關東地區神奈川縣、日本人口第二大的城市－橫濱，抵達橫濱後立即迎往飯店稍事休息。
晚餐特別安排於橫濱市內著名的天空大樓最高層－梅之花餐廳享用豪華的懷石料理，餐廳內部日式風格高雅
寧靜，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即可觀賞橫濱美麗夜景。餐後可以在橫濱車站地下街自由逛街購物。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梅之花餐廳豪華懷石料理 
住宿：橫濱灣喜來登飯店Yokohama Bay Sheraton Hotel & Towers或同等級旅館(兩人一室) 

 
第2天 8/4（日）橫濱－三溪園－鑽石公主號DIAMOND PRINCESS 17:00開航 
早上於飯店內用完豐富的早餐後，隨即驅車造訪橫濱市內有名的池泉迴遊式庭園－★三溪園Sankeien 
Garden。三溪園占地面積約17.5公頃，園內錯落著三重塔、茶室、樓閣、花塘、水池，以及從京都和鎌倉等
地移築過來的17棟日式古老建築物。這些優美的日式建築皆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其中更有10棟被指定為重
要文化財、3棟為橫濱市指定有形文化財。園內的茶室還會不定期舉辦茶會和音樂會，穿著華麗和服出席的女
仕們穿梭其間，為這座名園增添更多風雅。園內種植不同季節的植物與樹木，除了在春天可欣賞到圍繞著中
央大池旁的美麗櫻花花海，還有梅林、蓮花、菊花、楓樹等，隨著四季與古代建築物、水池相互襯托，而有
不同的風味變化，讓人見識到華麗的日本庭園四季之美。中午驅車前往橫濱遊輪碼頭登上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展開12天11夜精彩絕倫的「日韓雙國夏日四大祭典」之旅！ 

早餐：飯店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3天 8/5（一）太平洋巡遊 
豪華遊輪航行於太平洋，您可以睡到自然醒，輕鬆悠閒度過難得的海上時光，體會真正的「渡假」感覺。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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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8/6（二）秋田(竿燈祭) Akita，（日本本州地區）07:00抵達－23:00開航 
遊輪早上航抵位處本州北部的秋田縣。江戶時代到幕府末期，秋田市就以佐竹藩20萬石的城下町之姿繁榮發
展，流經秋田市中心的旭川兩旁，往昔即是相當繁華熱鬧的棋盤式街道，一年一度的盛典「竿燈祭」，來自各
地絡繹不絕的觀光客，使得秋田市益發充滿躍動的生命力。上午先前往◎千秋公園，此處曾經是秋田藩主佐竹
氏曾經稱霸的久保田城址，現仍存有◎八幡秋田神社與◎次郎稻荷神社。接著造訪由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設計的
★秋田美術館。之後前往鄰近的★秋田市民俗藝能傳承館 (ねぶり流し館)。中午返回遊輪午餐後稍事休息，下
午安排前往高達143公尺的◎秋田晴空塔SELIONセリオン，其展望台高度約100公尺，是秋田縣內最高的展望
台。傍晚先品嘗秋田縣的特色鄉土料理，餐後即進入東北三大祭之一的◎秋田竿燈祭(另二者為青森彩燈祭及
仙台七夕祭)會場，安排★貴賓座席讓您輕鬆觀賞約2小時的壯觀表演。結束時還有15分鐘時間給觀眾與表演者
交流拍照，甚至可以嘗試舉起竿燈，將會是一場令您終身難忘的旅遊經驗。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加訂秋田特色鄉土料理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5天 8/7（三）青森(睡魔祭) Aomori，（日本本州地區）10:00抵達－23:00離開 
上午遊輪航抵日本本州最北邊的青森縣。上午先前往◎青森縣觀光物產館アスパム(ASPAM)。2 樓映像館可觀
賞介紹青森之美及傳統祭典影片，另外還可以到◎13 樓的展望台，眺望市內街景、津輕半島甚至北海道的風
光。一旁的◎青之海公園，可一邊散步一邊遠眺陸奧灣風光。接著前往 JR 青森車站附近的◎古川市場，午餐安
排非常特別的★Nokke 蓋飯，青森特色海鮮可以自行選擇組合，讓您品嘗自己設計獨一無二的海鮮丼飯。餐
後安排★貴賓席觀賞日本東北四大祭典中最具氣勢的祭典，有 250 年歷史的青森睡魔祭(Aomori 
Nebutamatsuri)又稱「佞武祭」。接著造訪位於青森車站旁的◎睡魔之家(ねぶたの家)。睡魔之家內公開收藏
每年優秀的睡魔燈籠，透過館內介紹青森睡魔祭的歷史、製作技術等，能更加瞭解青森傳統文化。睡魔之家
一旁三角型屋頂建築就是◎A-Factory 蘋果工廠，館內主要展售以蘋果為主的產品。晚餐將安排品嘗美味的青
森季節性的和式套餐料理。餐後前往青森港，★入座貴賓席，參加一年一度的青森火花節盛典，觀賞 2 小時的
海上高空煙火表演，表演前還有年度比賽優勝的睡魔祭燈籠海上巡演，灑落滿滿的浪漫氛圍。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古川市場 Nokke蓋飯  晚餐：加訂青森季節和式套餐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6天 8/8（四）日本海巡遊 
豪華遊輪航行於日本海，您可以睡到自然醒，輕鬆悠閒度過難得的海上時光，體會真正的「渡假」感覺。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7天 8/9（四）境港Sakaiminato，（日本本州地區）06:00抵達－17:00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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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鳥取縣古時被稱作山陰地區，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縣，境港又是縣內最小的市。但因瀕臨日本海，這個
小漁港在江戶時代（1603-1867）曾經繁華一時。早上遊輪駛抵境港，境港是日本著名漫画「鬼太郎」的創
作人水木 SHIGERU 的出身地，上午先造訪★鳥取花迴廊，這座西日本最大規模的花卉公園，以百合花為主花，
此處同時也是日本唯一保有並展示全日本的野生百合品種 15 種的地方。一年四季不受氣候影響皆能觀賞花
卉，其中花之丘最具看頭，遼闊的花田襯著白雪皚皚的大山，花與天連為一線，那樣的美，對居住在擁擠土
地的台灣人而言，很難想像。午餐後參觀當地最有名的◎「水木 SHIGERU 路」， 800 公尺長的街道在 1993
年開始時只有 23 個銅像，現在已經增加到 139 個。於傍晚返回遊輪碼頭。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海鮮旬味料理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8天 8/10（六）釜山Pusan，（南韓）07:00抵達－18:00開航 
今日遊輪來到位於朝鮮半島的最東南端－釜山，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貿易港口。早餐後專車前往被釜山
市列為保護文物的◎太宗台，從釜山大橋沿著影島，就可看到位於最南端的太宗台，許多奇岩怪石就像一幅巨
大的風景畫掛在海岸邊。特別安排★搭乘遊園專車輕鬆悠閒地參觀此一從古至今，以靚麗的美姿吸引眾多詩人
墨客慕名而來的文化景點。接著前往以生猛海鮮買賣聞名亞洲的◎扎嘎其市場。午餐特別安排於全釜山市最高
檔的海鮮自助餐廳－OASE 海鮮餐廳，享用當地最新鮮的國際海鮮料理。午餐後續前往位於冬柏島上的◎APEC
主題公園，冬柏島是一座自然風景區改建成的公園，有茂密的冬柏樹和松樹，完整保留原始生態，放眼望去
皆是渾然天成的美景。著名的 APE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世峰樓，外觀是仿造韓國傳統建築，與現代科技、建
築工藝的結合。從冬柏島回望全長七公里多的廣安里大橋，是韓國最大的海上橋樑，風景異常美麗，每年十
月最後一週舉行的釜山煙火節，數以萬計的煙火就是在廣安大橋施放。接著前往◎國際市場及最熱鬧的◎中央
商街逛逛，也可以到樂天百貨盡情購物。於傍晚返回遊輪碼頭。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加訂OASE餐廳國際海鮮自助餐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9天 8/11（日）關門海峽Kanmon Straits，(日本) 05:00抵達－07:00離開 
豪華遊輪於早上駛抵◎關門海峽（かんもんかいきょう），為日本本州島與九州島之間的海峽；海峽南岸為福
岡縣北九州市，北岸為山口縣下關市。寬度600公尺，最深達47公尺。穿過這稱為壇浦的海域，就可長驅直入
瀨戶內海，抵達日本的心臟地帶，自古即是重要軍事據點，現在海峽上方興建有一條接連本州與九州的鐵橋─
◎關門大橋。因為要跨越近一公里的海峽，屬於吊橋的建築工法和型式，兩側巨大鋼筋基樁，由2條弧線優雅
的鋼纜串連，橋面往來九州與本州車流如潮，是一座兼具觀光與實用的現代建築。橋塔間距712公尺，吊橋檯
面全長1068公尺，海面到橋底距離在最高潮時約61公尺，供6條車道通行，為東洋少有的大規模吊橋。當豪
華遊輪穿越氣勢壯闊的關門大橋，更顯此橋的雄偉。接著豪華遊輪航入太平洋，您可以輕鬆悠閒度過難得的
海上時光，體會真正的「渡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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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0天 8/12（一）高知(夜來祭)Kochi，（日本四國地區）07:00抵達 - 23:59開航 
遊輪早上航抵坂本龍馬的故鄉—高知縣。上午參觀位於高知市內的大高坂山上，已有 250 年歷史的★高知城，
屬於平山城，到處皆可看到日本戰國時期及江戶時代的建築風格，並可看到完整的城池架構。從 4 重 5 層的
天守閣可以眺望高知市區及高知平原到太平洋之間的絕佳美景，本丸禦殿、天守內部則展出高知城相關資料、
城主山內家的物品等。續前往當地人相當喜愛的◎平成浪漫商店街—HIROME 市場(ひろめ市場」。這裡有高
知的鄉土料理與各地特色物產應有盡有，除了高知特產—鹽烤鰹魚外，還有炸牡蠣、握壽司、刺身飯、炸雞
塊、味增魚等眾多美食。續前往建於人行道中心的拱棚商店街─◎帶屋町及用珊瑚裝飾，高級裝飾品店林立的◎
京町等購物街，自由逛街購物。中午返回遊輪午餐及休息，下午前往品嚐溫室栽培，★超級甜美的哈密瓜及冰
淇淋。晚餐後參加洋溢著南國生氣與熱情的◎「夜來祭よさこい祭り」，每年 8 月 9 日到 8 月 12 日共 4 天，
在高知市鬧區 Aya 路舉辦，約二萬人穿著傳統法被舞衣(短版日本傳統服飾) ，手持鳴子響板(舞者起舞時在手
中撥響的樂器)，在市區內最熱鬧的街道邊走邊跳舞，充滿南國的氣氛，吸引來自各地將近 100 萬的觀賞者。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加訂高知特色料理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1天 8/13(二) 德島(阿波舞祭)Tokushima，(日本四國地區) 07:00抵達 - 23:59開航 
遊輪早上航抵舊稱「阿波」的德島，地處四國地區的東部，三面被1000公尺高的山巒環抱，北部海岸面臨瀨
戶內海。上午專車前往德島縣東北角，因渦流而聞名的◎鳴門海峽。安排踏上大鳴門橋的橋桁內設置的海上步
道(長約450公尺)★渦之道。接著前往◎鳴門ESCAHILL公園展望台，搭乘高低差距東洋最大(34公尺)的觀光用
電扶梯，上升到◎鳴門山上，自◎千疊敷瞭望台可以觀賞大鳴門橋的美麗風景及轟鳴旋轉的渦流和奔騰而瀉的
潮水。於遊輪上午餐後稍事休息，下午前往★阿波舞會館，安排欣賞世界聞名的德島「阿波舞」，還有★阿波
舞博物館展示與阿波舞相關的各種物品。接著安排於阿波會館的5樓★搭乘纜車(來回)登上標高290公尺的◎眉
山びざん，四季景色美輪美奐，可以眺望德島市全景。阿波舞已有400年的歷史，起源是在德島縣（古代的阿
波國）開始盛行的一種盆舞，目前仍以德島市所舉辦的最為盛大，為四國三大祭典、日本三大盆舞之一。舞
者組成名為「連」的團隊，比拼舞藝。晚餐後安排於★市役所前演舞場貴賓席觀賞令人熱血沸騰的阿波舞表演。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加訂德島鯛魚日式套餐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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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天 8/14（三）太平洋巡遊 
豪華遊輪航行於太平洋，您可以睡到自然醒，輕鬆悠閒度過難得的海上時光，體會真正的「渡假」感覺。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住宿：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豪華遊輪(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13天 8/15（四）橫濱Yokohama  06:00抵達－東京/台北(高雄) 
於船上用完早餐後隨即辦理離船手續，結束「12天11夜的日韓雙國夏日四大祭典遊輪之旅」，隨即驅車前往高
尾山。高尾山除了被選定為日本百景之外，同時也被法國米其林雜誌評定為最高的三星級觀光景點，山中除
了知名的高尾山藥王寺之外，尚有六七條自然森林步道，是東京近郊極受歡迎的自然保護區。安排★上山搭吊
椅，★下山搭纜車，體驗不同交通工具的樂趣。抵達高尾山站以後，沿著前往「高尾山藥王院」方向的表參道
前進，參道旁有700多年的老杉樹，隨著季節不同，沿路可以看見各種季節花卉。穿越「靜心門」踏上女坂或
男坂就抵達◎藥王院，在寺廟外有茶館，可以在此小歇一番。續搭乘纜車下山午餐，午餐安排位於綠意環繞的
高尾山山麓，一間樸素而高雅的★竹之亭(UKAI竹亭)日式傳統料理餐廳，您可在日本傳統建築的房間內享用當
季懷石料理，讓您感受到四季不同的奧妙。午餐後專車前往東京成田機場，搭機返回國門。 

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竹之亭(UKAI竹亭)日式懷石料理  晚餐：機上 
住宿：甜蜜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