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航班     高雄/東京 JL 812  0945/1425     東京/高雄 JL 811  1800/2110 

出發日期 2020 年 10 月 22、24、26、28 / 11 月 4 日【賞楓限定版】 

 
＊ 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3F 團體櫃台集合  東京成田國際機場－東京羽田國內空

港－青森（三澤）國內空港－青森 

 今日在興奮期待之情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抵達後；

經國內轉機，搭專車前往今日下褟飯店 CHECK IN，今晚 貴賓們必須好好休息；明日精

彩行程即將開展。 

 
 
使用餐食：早－x／午－機上精緻套餐／晚－羽田空港自選餐；每人發放 2000 日幣 

 
使用飯店：青森 HOTEL／同等級 

 飯店－睡魔之鄉－東北賞楓之最～水的旋律～千變萬化躍動的音符～綺麗的

奧入瀨溪～賞楓散策步道－十和田湖﹏賞楓遊船～乙女神像－人氣蘋果園～

季節性水果摘採－安比高原溫泉 

 【睡魔之鄉】日本東北有三大祭典，分別是「青森睡魔祭」、「仙台七夕祭」及「秋田竿燈 

 祭」，三大祭典中則是「青森睡魔祭」最為著名。每年的八月是青森最熱鬧的時候，知名的 

 青森睡魔祭固定在 8 月 2 日至 8 月 7 日舉行，每年吸引超過三百萬人前來青森朝聖這難 

 得的文化祭典。而無法前來朝聖的旅客，可以拜訪青森的「睡魔之家」，那些曾經走上街頭 

 的山車，全都完整的收藏在展館裡頭。 

【奥入瀨溪】十和田湖流出的唯一河川奥入瀨川之中，由上流十和田湖的子之口至下流燒 

 山這一段全長 14.2 公里的名稱，由於越是往深處走越見許多小灘，故命名為「奥入瀬」。 

 沿路設有步道供旅客漫遊，行走在步道上沿路除了可以欣賞奥入瀨溪流大大小小不同風貌  

 的流水瀑布、清澈溪水，還有山毛櫸(ブナ)、扁柏及楓樹等的原始樹林。其原始的風貌和 

 景觀變化之美難以用言語形容。以十和田湖的子之口(子ノ口)為源流的奥入瀨溪流，成為 

 奔流，沖洗長滿了青苔的岩石，有時快速的流過，有時放慢速度，途中迎接左右兩旁大大 

 小小各有特色的瀑布，最後流入廣大的河原而到達燒山。比起十和田湖的静態湖水美，被 

https://journey.tw/nebuta/


 很深的自然林包圍、總長 14.2 公里的奥入瀨溪流展開充滿了由千變萬化的水流所產生的 

 躍動感。溪流兩岸的斷崖稱為溶結凝灰岩，是輕石頭和火山灰在高溫的状態堆積，因為熱 

 量與自己的重量所產生，使得奥入瀨溪流的景觀更加有迫力。沿溪流漫步，可一路欣賞身 

 邊的自然美景。這裏有蒼鬱茂密的大樹，飛濺的水珠，還有浮在水面上的蘚苔和藤蔓纏繞 

 的岩石，真是美不勝收。 

【十和田湖】位於青森縣和秋田縣的邊界上的海拔 400 米的山上，這是雙層破火山口湖， 

 由大噴火時出現的噴火口陷沒後所形成。水深約 327 米，在日本居第三位，透明度也很 

 高，可以清楚地見到 10 米深處。春來一片新綠，秋天滿山紅葉，冬有北國雪景，碧綠清 

 澈的湖水映出這些各具特色的四季應時的自然風貌，由船上眺望湖面風光，更可以深刻感 

 受十和田湖的四季風情。 

【乙女神像】建造於西元 1953 年(昭和 28 年)，十和田湖國立公園 15 週年紀念銅像乙女 

 神像，為詩人兼雕刻家的高村光太郎以妻子(出現在詩集「智惠子抄」中)智惠子為範本製 

 作，使用日本福島縣產黑御影石的底座上、面對面互相碰觸左手高 2.1 公尺的兩位裸女 

 像，以作者遺作著名。 

【摘採季節人氣水果】東北是日本知名的水果產地，且這裡的水果也以高品質而聞名。今 

 日安排到日本東北觀光果園摘採水果，體驗現地採當季的水果，讓您享受一邊採果，一邊 

 現場品嚐美味可口的水果。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早餐／午－東北風味餐／晚－溫泉迎賓總匯自助餐 

 
使用飯店：安比高原 HOTEL / 或同等級 

 

飯店－秋田++療愈之旅～內陸縱貫鐵道++田澤湖～辰子飛姬銅像－『陸奧

的小京都』～角館武家屋敷〜烤米棒體驗－日本東北『耶馬溪』美稱～抱返

溪谷賞楓散策－花卷溫泉 

 【秋田內陸縱貫鐵道】聯絡整個秋田的南北，從最南端的角館到北端的鷹巢總長 94.2 公  

  里共 29 站，沿途穿越農村不但可以體驗秋田四季的變化，還有貫穿八個知名的溫泉區及 

  以花聞名的百大山之一的森吉山，以及沿線著名的秋田內陸線八景。 

【田澤湖】周長 20 公里的近圓形的破火山口湖，是秋田縣內唯一的天然大湖，以清澈的 

 湖水為特徵，透明度高達 31 公尺。由於田澤湖位於高原之中，四季景色變化多端非常迷 

 人，交通便捷食宿均便。區內有日本全國聞名辰子飛姬之銅像，附近更有姬觀音佛像、 

 滑雪場、露營區、鄉土資料館、高山植物、高原、溫泉等等。 

【角館武家屋敷】江戶時代地位崇高的武士所居住的地方，分佈於檜木內川堤內側的街道 

 兩邊，在西元 1967 年時被列入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角管町內遍植楓樹和 

 垂櫻，使得角館擁有「小京都」之稱。 

【抱返溪谷】以雄壯的自然奇景著稱，被譽為日本「東北地方的耶馬溪」。因為溪谷非常陡 

 峭又狹隘，每當遊客擦身交錯，往往彼此相抱回頭，因而得名。保留著原始風貌的樹林分 

 布兩岸，青翠蓊鬱；懸掛在陡峭岩壁上，大小不同的瀑布飛馳而下，蔚為奇觀；加上形狀 



 各異的奇岩怪石、呈現著藍寶石般璀璨光澤的溪流，使這裡成為遊賞春綠、遍覽楓紅的絕 

 佳名勝。來到抱返溪谷，一定要踏訪健行路線。抱返溪谷提供不同程度的健行路線，有高 

 階、中階及初階三種，民眾可以依照時間、體力以及想挑戰的階級選擇不同的路線，但是 

 初階路線的路段已可盡賞不少深谷峻峽的自然美景了，流經溪谷的玉川湛藍清澈，峽谷山 

 色多變，而秋天紅葉更是日本東北名物。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早餐／午－日式風味餐／晚－飯店溫泉迎賓豪華自助餐 

 
使用飯店：花卷溫泉 HOTEL／同等級 

 

飯店－東北彿教藝術之最～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松尾芭蕉～奧之細道～平

泉中尊寺－絕美楓葉溪道～日本第一美溪～嚴美溪～贈 : 郭公丸子－鳴子峽

〜鳴子娃娃－神隱少女〜銀山溫泉散策－天童溫泉 

  【平泉中尊寺】位於東北岩手縣。中尊寺開創於西元 850 年的天臺宗寺院，1105 年由藤 

  原第一代的清衡重建。國寶『金色堂』在 1124 年以當時最尖端的技術及昂貴的金箔建 

  成，是當時繁榮表徵的建築，共有 3000 多個國寶及重要文化財產，是東日本第一的平安 

  美術寶庫。 

 【嚴美溪】是因河流的侵蝕而形成的，變化豐富的震撼景觀延綿長達約 2 公里。這裡擁有 

  結構複雜的岩石表面、翠綠的水流以及 河岸上為溪谷增添色彩的樹叢。四季交織出的美 

  麗景色，1927 年被指定為國家指定名勝、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險峻的灰岩與清澈的溪 

  流交織的河岸上，春天櫻花綻放，雪水融化，溪水淙淙；夏季裡潺潺的溪水，清涼透 

  心；秋天滿山紅葉似彩霞；冬季裡，水墨畫般的迷人景色，都讓人賞心悅目，流連忘 

  返。上游水流氣勢洶洶，水花飛濺；下游是水流平緩深淵。這種對比鮮明的景觀也是嚴 

  美溪的魅力之一。力量與美的結合，把人們帶入一個愉悅身心的世界。說到嚴美溪，就 

  不能不提到「郭公丸子」。把錢放進巖壁上的籃子裡，敲響木槌，對岸就會通過纜繩把丸 

  子送過來，是一種有趣的名產，丸子的口味也豐富多樣。 

【鳴子峽】位於宮城縣，是日本東北地區最佳賞紅楓地點之一。鳴子峽的溪谷深 100 公尺，由大 

 谷川溪流貫穿峽谷切割，深約 3,000 公尺的大 V 字形斷崖峽谷。鳴子峽最著名之處在於峽谷中遍 

 植的林木，會隨四時季節的轉換，變化出不同的風貌，特別是秋天紅葉染得峽谷如著火般，所以 

 鳴子峽為日本著名的賞楓景點，每年 10 月中旬到 11 月上旬紅葉前線來臨，滿山滿谷炫麗多彩 

 煞是迷人。鳴子峽紅葉和黃葉大約有 7 種，呈現出壯麗豪邁的另一種秋意。 

【鳴子娃娃館】純樸的東北人自古就以製作木頭人形為生活樂趣，繼而發展成一項祖傳技藝，其 

 中又以鳴子(こけし)最具代表性；傾向於展現素材的原來質感，不崇尚過度的修飾、加工，反而 

  因此形成其特有自然風格，益發令人尋味。 

【銀山溫泉】16 世紀發現了位列日本三大銀山的延澤銀山的銀礦，江戶時代作爲礦山城 

 鎮發展起來。這裡曾是盛極一時的溫泉勝地。此處有 2 處共同浴場「銀湯」和「大 

 湯」，也有免費的足浴。銀山溫泉的主要成分為硫磺泉，混有細小浪花的乳白色泉水從 

 內而外地溫暖身體，對神經痛、風濕病、皮膚病、婦科病都很有療效。 



 

 

 

 

 
使用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午－日式和風料理／晚－溫泉迎賓料理 

 
使用飯店：天童溫泉 HOTEL／同等級 

 

飯店－日本三景～松島【海灣游船～海鷗餵食秀】－戰國大將～伊達政宗～

桃山式建築～五大堂【日本俳句詩人奧之細道】－黃金楓葉道路～磐梯朝日

國立公園～日本絕美小九寨溝～五色沼－藏王紅葉觀景道路～御釜～特別安

排前往搭乘賞楓↗纜車－藏王溫泉 

 【松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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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島上多黑松及紅松等古松故稱「松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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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處 

 的周圍景色被稱爲“松島四大觀”，因站在島上可以欣賞松島的各種不同神態而聞名，一 

 年四季遊客絡繹不絕。 

【五大堂】位於日本東北宮城縣松島，就在松島遊船的渡船口旁邊而已，建築在小島上的 

 五大堂，由朱紅色的橋與外相連結，與四周圍的松樹、島嶼與海岸交織而成的景色，是松 

 島的名勝景點。通往五大堂的橋，名為結緣橋(縁結び橋)，又名透橋(透かし橋)。名稱的由 

 來是因為橋面上板子間的間隙很大，可以直接看透到橋面之下的海水，故名透橋。會把間 

 隙作大的原因是為了讓參拜的人們做好身心上的準備，大概是心存敬畏之心。不過那是很 

 久以前的事了，現在則是鋪了兩道木板道於橋面上，方便遊客行走。五大堂最初是在西元 

 807 年所建造，西元 828 年時，因為慈覺大師手雕五大明王並供奉於此，稱為五大堂。 

【五色沼】被譽為日本的九寨溝，位於磐梯山北側的磐梯高原，屬於磐梯朝日國立公園的 

 一部分，指的是散落在裏磐梯這個區域中大大小小約數十個的湖沼。這些湖沼的形成是 

 因為西元 1888 年發生的磐梯山大噴火，泥流阻斷了河道，所以產生了大大小小約 300 

 個湖沼，其中的數十個湖沼總稱為五色沼。因為水質呈酸性且富含不同的礦物質，加上 

 各個湖沼濃度深淺不同，光線反射表現出了各種顏色變化，因此取名為五色沼。 

【藏王紅葉觀景道路】面積十分遼闊的山形藏王，夏末即稍可感受到大自然預備過冬的氣 

 息。從山頂開始逐漸換上秋裝的紅葉，呈現的是一整片黃中帶橙，紅中帶著瓦紅色的美麗 

 漸層色調，讓造訪的遊客為之驚艷。此外，能讓人從高處俯瞰鮮豔的紅葉景致，更是搭乘 

 纜車才有的特權。歡迎蒞臨欣賞這幅宛如名畫中的世界，反覆堆疊而成的秋色美景。利用 

 藏王纜車，使得藏王的森林健走更平易近人。適合初學者與銀髮族的 30 分鐘路線，到能 

 徹底探索藏王的 4 小時路線應有盡有，路線變化豐富可供遊客選擇。邀您親身體驗在觀景 

 勝地的絕景、高山植物等隨著季節呈現不同表情的藏王美麗大自然。 

【藏王紅葉觀景道路御釜】山形屋頂藏王山脈中的一座神秘的火山口湖，日文的意思是鍋 

 子， 綠澄澄的湖水與周圍岩石地形成強烈的色彩對比，蕩漾著一股神祕氣氛。 



 

 

 

 

 
使用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午－日式和風料理／晚－飯店溫泉迎賓料理 

 
使用飯店：藏王溫泉 HOTEL／同等級 

 飯店－日本第四大湖～豬苗代湖湖畔展望台～又名『天鏡湖』【賞楓名所】－ 

會津若松城『黑川城』－日鹽楓葉道路－鬼斧神工～龍王峽【賞楓名所】－日 

光東照宮－鬼怒川或那須 

 【猪苗代湖】位於福島縣中央，是日本所有湖中的第 4 大湖，其透明度全日本第 3，水質 

 澄清，和遠方的會津磐梯山相映成趣，故又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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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泳等活動，秋天可以觀賞 

 紅葉，冬天可以看白鳥、盡情於冬季體育運動。是代表福島縣的觀光景點。猪苗代湖因為 

 位於海拔 514 公尺的高地所以會因為氣溫的變化而起霧。霧有時會散到會津若松市附近。 

 猪苗代湖湖水清澈是因為由磐梯山、安達太良山所流下來的長瀨河為火山性的酸性水質， 

 之後注入猪苗代湖後，使猪苗代湖成為水質 PH5 以下的弱酸性貧營養湖，造成水中植物、 

 藻類不茂盛，使得湖水的透明度高。也因如此，儘管湖面積如此大，卻不見大型魚類，漁 

 業也僅限於耶羅魚及鯽魚。此地區亦為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水土馬鬃群落地、天鵝過境地， 

 因而被指定為貴重生態保護區。此外，湖水在會津與郡山地區間的落差被利用來做水力發 

 電外，還被利用為稻田的灌溉、飲用水等。 

【會津若松城】近年來「天地人」、「八重之櫻」等歷史劇的曝光下，福島縣的會津若 

 松市漸漸變成觀光熱門去處。自然，市區內的這座古城－會津若松城，也受到注目。 

 提到會津若松城歷史，不得不提及幕末時期，死守城內、抵抗新政府軍的年輕義勇 

 軍隊－白虎隊，這群平均年齡不到 20 歲的少男少女，秉持著「寧為玉碎，不為瓦 

 全」的精神奮戰，滿腔熱血，最後仍是敗陣下來，並引得 20 位白虎隊隊員悲憤自 

 裁。因此，為了紀念這群青年，城內各處都設有著白虎隊的立牌或是資訊等等。 

 【日鹽楓葉道路】日本數一數二的知名賞楓景點，而這裡位於此道路的中間一帶，紅葉 

  前線時期沿途欣賞豔紅、金黃、墨綠錯落的美麗秋日紅葉景緻。山頂有部分地區修建了 

  木製走道，能夠隨性地享受散步的樂趣。賞楓期的前半段和後半段，分別能夠欣賞到宛 

  如火焰燃燒般的落葉樹，以及閃爍著黃金光芒的針葉樹。 

【龍王峽】位於怒川溫泉和上游的川治溫泉之間，是由二千萬年前海底火山活動所形成 

 的峽谷，長約三公里，兩岸奇岩峻石，形似蛟龍翻滾於山澗，景色雄渾壯觀。龍王峽可 

 分為白龍峽、青龍峽與紫龍峽三個區域，沿著步道繞行一周約一小時半至二小時 。龍 

 王峽自然研究步道結合了巨岩、清流及溪谷之美，堪稱大自然的頂級藝術傑作。龍王峽 

 峽谷內怪石嶙峋，綠蔭茂盛，是個幽靜脫俗的旅遊勝地，峽谷景觀開闊，搭配瀑布、鐵 

 橋，景緻優美。因為兩岸岩石的分布和形狀，使得鬼怒川看來就像是一條奔騰翻滾的蛟 

 龍，龍王峽各種奇岩和斷崖綿延，怪石林立，宛如龍在飛舞也因奇岩巨石美景而被譽為

「岩公園」。在沿峽谷修建的小路上散步，鮮豔奪目的植物遍佈溪谷兩岸，與潔白的岩石 



 和綠寶石般的河川形成鮮明對比；加上經年累月受侵蝕的岩石和溪流，所形成的極具動 

 態的景觀，令人流連忘返。其中氣勢最為磅礡的動人美景，就是翻滾著白浪，直衝鬼怒 

 川底的瀑布。 

【東照宮】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徳川家康的家廟，建於日本元和 3 年(1617 年)。在全日 

 本眾多的東照宮之中，日光東照宮是本社，其正式名稱為「東照宮」。為了與其他東照 

 宮區分，又俗稱「日光東照宮」。初期的殿宇是徳川幕府第二代將軍徳川秀忠建造，20 

 年後(日本寛永 13 年，1636 年)又經徳川幕府第三代将軍徳川家光稱為「寛永的大造 

 替」的全面改造之下，成為今日絢爛華麗的殿宇群。寛永的大造替花費時間 2 年，換算 

 成現在的金額約 200 億日圓，可見工程之浩大。 日光東照宮建築全由日本江戶初期寛 

 永文化的優秀技術集團監製，是日本宗教建築的傑作，也是日光旅遊的主要景點。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早餐／午－日式和風料理／晚－飯店溫泉迎賓料理 

 
使用飯店：鬼怒川溫泉 / 那須溫泉 HOTELHOTEL／同等級 

 

飯店－國營常陸海濱公園～滿山遍野的紅色～掃帚草之丘－藥粧免稅購物－

東京成田國際機場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溫暖的家 

 【國營常陸海濱公園】地 190 公頃的公園共有西門、南門、中央大門和海濱大門四個出入 

 口，內部劃分為花卉區、西口區、南口區、樹林區、草原區、沙丘區以及遊樂園區，每個 

 區域都有不同的特色。這片海岸沙丘地起伏緩和而遼闊，一年四季開滿不同的鮮花，春天 

 是郁金香、水仙花、粉蝶花爭妍，夏天有百日草、薰衣草、向日葵盛開，秋日裏波斯菊和 

 地膚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寒冬冰郁金香和梅花則為雪白世界帶來生機。 

 午後；專車前往成田國際機場，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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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早餐／午－日式和風料理／晚－機上精緻套餐 

 
使用飯店：溫暖的家 

 

 

 

 

  

 

 

1．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新台幣貳佰伍拾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2．(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3．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

光點或退費處理，敬請見諒。如遇大風雪、雪祭期間、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



則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4．全程 2 人一室（含溫泉區）。逢旺季期間，改住 4 人一室，一晚每人退房間差價 NT＄500 元，敬請見諒。(若自願改

住 4 人一室，恕不退費)。但如遇日本特旺季(例如：黃金週 4/26~5/6、盂蘭盆節 8/9~17、日本新年 12/27~1/3...等)

時，原定住宿溫泉飯店則需改住市區飯店，則不再退費。 

※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外籍旅客敬請自行備妥回程

【離台】之機票航班等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