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舞紛飛～銀山溫泉古街、秋田內陸鐵道、最上川舟遊趣、
小岩井點燈秀、賞味美景美饡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

年 12 月 12.16.20.24.28 號

現金優惠價：29588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秋田內陸縱貫鐵道(角館++松葉)：這條縱貫鐵路穿過秋田縣，沿途隨四季遷移的美景，以時速 62~80 公里
的慢速度行走，欣賞沿路農田、溪谷等山色美景。列車上還有販賣著縱貫鐵道的限定商品，比內雞蛋布丁或
是蘋果汁等名產，您一定不能錯過！
★秋田故鄉村：秋田故鄉村是可以品嘗秋田鄉土料理、體驗秋田文化、藝術、手工藝的主題樂園。「故鄉料
理館」提供道地的鄉土料理與 B 級美食(橫手炒麵等…)，另外還有展示及體驗傳統工藝的工房、舉辦電影上
映等各項活動的「巨蛋劇場」、展覽販賣當地特色的商店、以及許多遊樂及運動等多種設施。
★田澤湖：號稱日本最深的湖泊。水深 423.4M 是日本水深第一湖泊。其美景足以令人摒息，是透明潔淨度
相當高的湖泊，因此在天晴時，湖面為湛藍色，琉璃湖畔讓您有依依不捨的旅情。湖中金黃色的辰子銅像，
姿容妖豔，為山明水秀的田澤湖敘說著古老的傳說。
★小岩井農場(銀河農場之夜)：達 2600 公頃是日本唯一的民間綜合農場，入口處有以岩手山為背景的廣場，
自在散步參觀牧場的風光。到了冬天舉辦日本東北最大夜間點燈、以各式各樣的花燈主題所打造的小岩井農
場「銀河農場之夜」。在燈光點綴下，吸引了各地的觀光客前來觀賞，更顯得熱鬧萬分。
★贈送品嚐～每人 1 支牛奶冰淇淋或熱牛奶。
★松島(日本三景之一)：日本最美的三景之一，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日本人俗稱之為八百八島，
或許是因為這些峭立的小島上有松，所以此地稱為松島。
★最上川遊船：日本三大急流之一的最上川早在平安時代的和歌集中就有過記載。因為此地沒有陸路交通，
所以相對的河運較為發達，而經由最上川將大米與染料的原料運往江戶，再將江戶與大阪等其它地方的西陣
纖或是女兒節人偶再由原船運回，在此同時也將京都的文化一齊帶來東北地區，河運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江戶時代的俳聖松尾芭蕉也曾到訪此地。在其著作「奧之細道」中就有描述最上川。當時松尾芭蕉邊欣
賞著最上川的美景邊聽著船伕的歌聲渡過了愉快的遊船之旅。
★角館町(秋田的小京都)：位於秋田縣東部的角館，氣氛靜謐，三面小山丘包圍，檜木內川向南流經城內。
角館市最初建於 17 世紀初葉，日後作?“城下町”（以諸侯的居城?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不斷發展，如今

市內仍保留著東北地方的風貌，洋溢著風雅瀟灑的小城風情，故有奧州小京都之稱。
★銀山溫泉街散策：宮城縣鄰接的山形縣尾花澤市內有一座沿著銀山川溪谷的銀山溫泉，銀山川清冽的河水
冒著熱氣穿流其中，這裏有成排的 3、4 層樓木結構的旅館，氣氛寧靜，宛如人間仙境。500 多年前這裏發
現了銀礦，所以這座溫泉村取名?"銀山"，人們來到這裏總會?生一種錯覺，以?到了拍攝日本古代戲的電影
村。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2/12
〔星期三〕
2018/12/16
〔星期日〕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7510

台北(桃園)

山形

09:45

14:00

CI7511

山形

台北(桃園)

15:30

18:5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山形～紅花資料館～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東北地區～山形。抵達後，專車
前往飯店休息，為明天的旅程作準備。
河北町紅花資料館：這裡原本是靠著販賣紅花為生，堀米四郎兵衛的豪宅，而現在館內收藏著許多江戶時期
買賣紅花用的文件，還有紅花染成的衣物等，在此也有展示著紅花與河北町的歷史資料，還存放著林家舞樂
(日皇登基時演出的能劇)蘭陵王入陣曲的衣裝，其裝飾與衣物也在這兒展示。2015 年時天皇夫婦也曾參訪此
處，並了解紅花染布的歷史以及對最上川町地區的影響。
註：如遇館休或其它因素無法前往時，則改前往天童溫泉觀光中心或櫻桃會館參觀。
註：航點為特別申請之直飛專機，故正確起降時間，需以出發前 3～5 天的公告為準。請參考出團資料為依
據！另，本日行程會依最終起降時間而略作行程、景點、餐食之順序調整，當行程或餐食有增加或減少時，
本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 飯店內用(自助餐 或 會席) 或 日式風味定食
住宿 : 觀松館 或 金山町渡假村 或 天童榮屋 或 天童王將 或 天童一樂 或 同級

第二天 飯店～最上川遊舟～秋田故鄉村～秋田民俗技藝傳承館～飯店
最上川遊船：日本三大急流之一的最上川早在平安時代的和歌集中就有過記載。因為此地沒有陸路交通，所
以相對的河運較為發達，而經由最上川將大米與染料的原料運往江戶，再將江戶與大阪等其它地方的西陣纖
或是女兒節人偶再由原船運回，在此同時也將京都的文化一齊帶來東北地區，河運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江戶時代的俳聖松尾芭蕉也曾到訪此地。在其著作「奧之細道」中就有描述最上川。當時松尾芭蕉邊欣賞著
最上川的美景邊聽著船伕的歌聲渡過了愉快的遊船之旅。
秋田故鄉村：秋田故鄉村是可以品嘗秋田鄉土料理、體驗秋田文化、藝術、手工藝的主題樂園。「故鄉料理
館」提供道地的鄉土料理與 B 級美食(橫手炒麵等…)，漫步於「秋田縣立近代美術館」，讓日本江戶時代
(1603 年~1867 年)中後期秋田籓主及其家臣所描繪的西洋畫"秋田蘭畫"以及鄉土藝術家風格獨具的作品，為
您帶來美好的視覺饗宴；在「WONDER CASTLE」，小朋友可以享受溜滑梯等遊樂設施帶來的歡樂，同時大人
們也可以喘口氣，參觀館內精心佈置的視覺美術展覽；此外還有日本東北地方最大、可以觀賞星空的「星空
探險館 SUPACIA」；另外還有展示及體驗傳統工藝的工房、舉辦電影上映等各項活動的「巨蛋劇場」、展覽販
賣當地特?的商店、以及許多遊樂及運動等多種設施。
秋田市民俗藝能傳承館：是為了保存與繼承「竿燈」等秋田縣各地鄉土民俗藝能而成立。以最能代表秋田縣
夏天節慶的「秋田竿燈節」(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為代表，這裡隨時都可以親身體驗與學習到秋田縣各地具

鄉土特色的民俗技藝傳統，是旅客來到秋田務必造訪之處。秋田竿燈節每年於 8 月初旬舉辦。節慶中超過大
小 230 隻的竿燈在市區裡沿著道路遊行，熱鬧非凡。
註：如遇休館或其它因素無法前往時，則改去秋田安藤忠雄美術館參觀。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 日式風味定食 或 飯店內用(自助餐 或 會
席) 或 方便逛街，發放代金 2000 日幣
住宿 : 秋田城堡 或 秋田大都會 或 秋田市區 或 男鹿觀光 或 同級

第三天 飯店～角館町～檜木內川堤道～秋田內陸縱貫鐵道(角館+++松葉)～田澤湖、辰子像、浮木神社
～小岩井農場(銀河農場之夜)～飯店
角館町：位於秋田縣東部的角館，氣氛靜謐，三面?小山丘包圍，檜木內川向南流經城內。角館市最初建於
17 世紀初葉，日後作?城下町(以諸侯的居城?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不斷發展，如今市內仍保留著東北地方
的風貌，洋溢著風雅瀟灑的小城風情，故有奧州小京都之稱。
檜木內川堤：位於武家敷屋旁，到了春天，櫻樹綿延約 02 公里，這種美景已被指定為國家名勝之一，街道
被管理保護著，在武士之家大道上樹齡大都超過了 300 年的大杉；冬季時，白雪覆蓋著河堤及屋敷，伴著枯
樹等待春天的來臨，增添江戶昔話的蕭瑟之美。
秋田內陸縱貫鐵道(角館++松葉)：這條縱貫鐵路穿過秋田縣，沿途隨四季遷移的美景，以時速 62~80 公里的
慢速度行走，欣賞沿路農田、溪谷等山色美景。列車上還有販賣著縱貫鐵道的限定商品，比內雞蛋布丁或是
蘋果汁等名產，您一定不能錯過！
田澤湖(辰子像、浮木神社)：號稱日本最深的湖泊。水深 423.4M 是日本水深第一湖泊。其美景足以令人摒
息，是透明潔淨度相當高的湖泊，因此在天晴時，湖面為湛藍色，琉璃湖畔讓您有依依不捨的旅情。湖中金
黃色的辰子銅像，姿容妖豔，為山明水秀的田澤湖敘說著古老的傳說。
小岩井農場：達 2600 公頃是日本唯一的民間綜合農場，入口處有以岩手山為背景的廣場，坐在晴空之下享
受大自然的美好，自在散步參觀牧場的風光。在一大片綠色草原，遠方的岩手山與清澈湛藍的藍天為背景，
感覺就像夢境中的場景，如此寧靜而美麗。到了冬天是舉辦岩手縣雪季的會場，在燈光點綴下，吸引了各地
的觀光客前來觀賞，更顯得熱鬧萬分。
★贈送品嚐每人乙支牛奶冰淇淋或暖呼呼牛奶乙份。
★小岩井銀河農場之夜：日本東北最大夜間點燈、以各式各樣的花燈主題所打造。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 飯店內自助餐 或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
住宿 : 花卷溫泉 或 千秋閣 或 紅葉館 或 鶯宿森之風 或 田澤湖森之風 或 同級

第四天 飯店～世嬉之一酒藏博物館～免稅店～五大堂遠眺松島灣～南陽熊野大社參道～水之町屋、七
日町御殿堰商店街～飯店
世嬉之一觀光酒廠：位於岩手一之關的世嬉之一觀光酒廠，其名是一之關市的倒裝，但酒廠以"讓世人都開
心的品嚐"為目標，使用奧羽山脈湧出的泉水來釀造日本酒、啤酒，在歐洲風情裝飾的建築外表下，很難看
出這裡是一個酒造，但實際上這裡除了酒造，還有餐廳、酒藏文化館、咖啡廳等施設，除了可以讓您試飲之
外，還可以讓你了解造酒的原理與文化，另備有許多點心與美食讓您自由選購享用，是個來到一之關市不能
錯過的有趣景點哦！
免稅店：在此可以選購饋贈親友的伴手禮。
遠眺松島灣：站在灣邊遠眺松島的另一種風情，松島為日本三景之一，另有兩個絕景是指《天橋立》和《宮
島》。海灣中共有 260 餘座小島，甚是奇景，島上蒼松成林、有置身仙境之感。
五大堂：一座松島臨濟宗妙心寺派的佛堂，位於宮城縣。五大堂最初的建築建於 807 年，現存的建築是
1604 年仙台藩初代藩主伊達政宗為復興佛教在瑞岩寺重建。據說是東北地區最古老的桃山建築，被列為國
家重要文化財產。
南陽熊野大社(陸奧童話街)：有著超過 1200 年歷史的熊野大社，是日本三熊野之一、被人稱為「東北伊勢神
宮」，每年超過 30 萬人前來參拜，是東北地區屬一屬二的人氣宗社。由於主祭神是日本古事紀所記載的夫妻

神，有著第一次求婚的神話，因為來此祈求好姻緣與舉行結婚式的人也相當的多，而在本殿後方，隱藏了三
個兔子彫刻，據說若您發現這三隻小兔子的話，將會帶來好運，再也不用為了生活瑣事所煩惱。而這裡的護
身符是相當特別的兔子護身符哦。順道一提，每年日本跨年時舉辦的紅白歌合戰，在 2017 年也以熊野大社
做為戶外舞台連線播出哦，可想這裡的人氣之高。
水之町屋、七日町御殿堰：守護了山形市民 400 年，由鳥居正公所建長達 17 公里的「御殿堰」、從古至今，
為了藏王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所搭建運河，現今，搖身一變成為了山形市民逛街散策的觀光景點，不管是雜
貨、和服、小飾品、飲食店等個性商店林立，讓人目不暇給。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日式風味定食 或 松島牡蠣定食 或
陸奧鄉土御膳
住宿 : 山形大都會 或 山形城堡 或 天童王將 或 天童榮屋 或 天童一樂 或同級

第五天 飯店～銀山溫泉街散策～山形 AEON～山形／桃園
銀山溫泉街散策：宮城縣鄰接的山形縣尾花澤市內有一座沿著銀山川溪谷的銀山溫泉，銀山川清冽的河水冒
著熱氣穿流其中，這裏有成排的 3、4 層樓木結構的旅館，氣氛寧靜，宛如人間仙境。500 多年前這裏發現
了銀礦，所以這座溫泉村取名銀山，人們來到這裏總會?生一種錯覺，以?到了拍攝日本古代戲的電影村。
山形 AEON MALL：AEONMALL 永旺夢樂城在國內外擁有約 150 家購物中心，顧及老少咸宜，進駐的店舖全方
位網羅各個年齡層所需。跟朋友一起逛也好、帶家人逛也好、或甚至自己一個人逛，保證都不會無聊！很多
好看、好買跟好吃的東西，與其說是一座購物中心，不如說是一座生活娛樂城，吃喝玩樂全包辦。而且每到
週末，AEONMALL 還會不定期舉辦各種能讓闔家歡樂的活動喔！
專車前往機場，搭乘專機返回國門，為此知性之旅劃下句點。
註 1：預定楓葉期間，如遇天候因素影響，其楓紅程度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註 2：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註 3：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