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之豊 (秋田)．青之楓 (青森)．杜之豊(宮城) ～ 
 

東北紅葉饗宴五日 

│壯麗遼闊．八甲田山．藏王連峰│水色婆娑．十和田湖．奧入瀨溪流．猊鼻溪．抱返溪谷│ 

│藝術美作．毛越寺．舊池田氏庭園．青森縣立美術館│ 

 



出發日期：2017 年 11 月 01 日【星期三】 

【確認航班】※包機起降時間為暫定，需以核准後公告為準。 

 

● 關於『東北地區』 
因位於本州的東北部而得名，古稱「奧羽」，現今則設有六縣，從北至南分別為青森縣、秋田縣、岩手
縣、山形縣、宮城縣和福島縣，總面積約佔本州的三成。三面環海，土地遼闊，是日本相當富饒的地區。
保留了許多大自然的原始風貌及歷史古蹟，一直是日本人非常喜愛的後花園。東北的楓紅，自然又大器，
舖天蓋地的豪放，讓視覺感官完全感染它的綻放及美麗。 

● 關於『紅葉狩』 
日本人能從「紅葉」中感受到秋之濃韻，儘管字面為「紅葉」二字，但紅葉並不單指紅色，入秋後變色
樹種多，樹葉也呈現出紅色、黃色、褐色等多種顏色，這些顏色交匯在一起，繪製成一幅自然風景畫。
為尋此美景，日本人特意到山裡或林中觀賞紅葉，日語稱「紅葉狩」，「狩」並非狩獵之意，而是「尋訪」
之意，在手中把玩紅葉、欣賞紅葉的情形比擬成狩獵。直至 16 世紀左右，「紅葉狩」還是貴族們的樂趣。
自 17 世紀後，普通民眾也開始興起出外遊玩觀賞紅葉的習慣，於是「紅葉狩」便漸漸成了人們的秋遊
項目之一。 

 

1. 搭乘長榮航空紅葉包機秋田進青森回，早去晚回、雙點進出、路線順暢不走回頭路。行程走訪青森、
秋田、岩手、宮城、山形五縣，運用纜車、輕舟、步行等交通方式觀覽紅葉，並特別安排一晚迷離
夜楓，就是要讓貴賓們五感全開，感受滿滿美麗「楓情」。 

 



 

 



 

 
 賞楓行程每年依氣候會有前後變動，如遇紅葉未紅或已落葉，仍會依行程前往景點純遊覽，

敬請瞭解。 
2. 全程指派經驗豐富、服務親切、講解一流之優秀專業導遊。交通安全不馬虎，全程使用合法營業「觀

光巴士」，車況佳，坐得舒適，行車更安全。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秋田空港】秋田縣．仙北市秋田市 

景點：角館武家屋敷通 

 今日帶著愉快又期待的心情，於指定時間前至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長榮航空櫃檯前集合，由專人 

協助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包機前往日本秋田，抵達後開始五日精彩行程。夜宿秋田。 

【角館武家屋敷通】「屋敷」在中文是宅邸，「通」則是道路之意，故角館武士屋敷通是武士宅邸聚集地

區。角館武士屋敷通位於享有「陸奧小京都」之稱的角館町，在角館町裡約 6 百公尺長的道路沿路可欣

賞到各種不同的武士宅邸群、藥醫門、獨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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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宅邸現存的有小田野家、河原田家、岩

橋家、松本家、角館歴史村青柳家和石黒家六家，整區被指定為日本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角館

町町内擁有超過 4 百株的枝垂櫻，其中 152 株據說是佐竹北家第二代妻子由京都帶來樹苗在此繁殖。垂

在莊嚴凜然的武家屋敷坂屏間的枝垂櫻把武家屋敷的威嚴和枝垂櫻的柔美完美結合了起來，成了一幅摻

雜柔美和霸氣的絕妙圖案。 

膳食│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秋田米棒比內土雞火鍋或日式御膳 

住宿│秋田ビューホテル VIEW HOTELS 秋田景觀飯店    http://www.viewhotels.co.jp/akita/  

第二天  秋田縣．秋田市大仙市山形縣．尾花澤市山形市宮城縣．松島仙台市 

   景點：舊池田氏庭園、採果樂、銀山溫泉、藏王御釜、藏王連峰（纜車）、松島、五大堂、圓通院（賞夜楓） 

【舊池田氏庭園】大正時期東北三大地主之一的池田家之庭園，以池泉迴遊式所打造的庭園聞名。位於

仙北平野的中央位置，佔地約 42000 平方公尺，四周環繞著奧羽山脈、鳥海山等。從高空鳥瞰，整個

庭園四周以石牆、土壘區分，呈現著六角型的形狀。在園內池邊，有一座高度及傘頂直徑皆為 4 公尺的

巨大石燈籠矗立著，給人一種震憾的驚奇感。而園內唯一一棟主建築物，是秋田縣最早、最古老的鋼筋

混凝土西洋式建築「白色洋館」，原建於 1922 年，美麗的巴洛克建築外觀，令人無法想像出當時的豪富

程度。庭園在明治時代，由有「近代造園之祖」之稱的造園家長岡安平再構建，不僅具有觀賞價值，更

是具有學術價值的貴重文化財。秋天滿園的紅楓，更讓庭園呈現著淒美之秋景詩情。 

★季節採果樂〜安排果園體驗採摘水果的樂趣，品嚐現摘新鮮香甜蘋果。 

【銀山溫泉】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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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世外桃源。500 多年前這

裏發現了銀礦，所以這座溫泉村取名爲“銀山”，人們來到這裏總會産生一種錯覺，以為到了拍攝日本

古代戲的電影村。溫泉街的前端是白銀公園，有一條長長的散步小道，這是洗完溫泉澡後最理想的散步

去處，入口處有一個落差 22 公尺的白銀瀑布，上流有籟音瀑和河床由整塊岩石構成的洗心峽（文殊谷），

還有延澤銀礦坑，坑道內有照明，進出約需 30 分鐘，遊人在這裏可以體驗一下洞窟探險的樂趣。 

【藏王御釜】位於宮城縣的一個火山口湖，深度為 27.6 公尺，圓周 1080 公尺，直徑為 325 公尺。由

於被藏王山脈的北岳、刈田岳及五色山圍繞著讓它看起來像一個茶壺，因此被命名為御釜（okama）。

祖母綠的湖水非常搶眼，湖的顏色也隨著光的折射角度而改變，因此也被稱為"五色湖"。湖水具強酸性，

因此沒有生物棲息。由於少有人煙、地型特殊，有種獨特的神祕感。 

【藏王連峰/纜車】藏王連峰為日本奧羽山脈一部分，位於宮城縣與山形縣兩縣境處，主峰海拔約 1841

公尺，在日本百名山當中被稱作藏王山。來到這賞楓的遊客，一定得搭乘纜車上山才不虛此行。纜車共

分兩段，分別為海拔約 1331 公尺的「樹冰高原」站，與海拔約 1700 公尺的「地藏山頂」站，「地藏山

頂站」能從山頂眺望整座山頭翻紅之美。造型極富現代感的「藏王纜車」可容納上百人，是日本全國少

見的超大型纜車，行進途中平穩的乘坐感加上壯闊的視野，不斷變化的景色總讓乘客不斷的發出讚嘆。 

【松島】日本三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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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總稱。松島景色根據地點與季節產生各種變化，景色優美堪稱日本三景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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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上，一年四季遊客絡繹不絕。 

【五大堂】位於五大堂島上，是伊達政宗於 1609 年再建，在東北地區具有千年的歷史，木造屋頂為單

層造型，透露出歷史刻痕，現成為日本重要文化財，並列為文化保護財。因堂中供奉著五大明王像，五

大堂的「五」字即由此而來。五大堂內頂部繪有中國十二生肖之像，這裡只在每三十三年舉行一次的特

殊儀式時才向公眾開放。連結小島和海岸之間紅橋，又稱為『結緣橋』，十分受到情侶們的喜愛。 



【圓通院（賞夜楓）】建於 1647 年的圓通院已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並在米其林觀光指南上獲得

了二星評價。境內有假山花園和玫瑰園等，在紅黃交錯的紅葉時期更是美輪美奐，好評如潮，近年來更

是有越來越多的遊客特意前來參拜「結緣觀音」。一到深秋，庭園內層林盡染，特別推薦每年舉辦的紅

葉夜燈，相映成輝，呈現出與白天大不相同的風景。圓通院盛名遠播的七福神枯山水庭園，雅緻的日式

庭院裏是一座適合從容漫步、靜觀四季自然變化的天地，美麗的景緻，充滿著詩情畫意。 

【仙台市】位於宮城縣中部，自 17 世紀初統治這塊土地的伊達正宗建造青葉城以來，就作為伊達氏的

城下町開始繁榮發展起來，並一直是東北地區的最大城市，同時為政令指定都市之一。由於全市綠化比

例高，而有「杜之都」（森林之都）之譽。提到仙台的食物就會想到「牛舌」，作為仙台的傳統飲食文化

而聞名全國。在仙台市有將近 100 家可吃到牛舌的店家，越嚼越好吃的仙台牛舌是仙台必吃美食。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鄉土風味御膳 晚餐：牛舌御膳 

住宿│HOTEL JAL CITY 仙台   http://www.sendai.jalcity.co.jp/index.php 

第三天  宮城縣．仙台市岩手縣．一關市西盤井郡秋田縣．仙北市岩手縣．盛岡市 

   景點：猊鼻溪(輕舟)、中尊寺(金色堂)、毛越寺、抱返溪谷、免稅店 

【猊鼻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猊鼻溪的美景，兩岸高 100 公尺的斷崖雄偉聳立，奇岩怪石、大

小瀑布矗立其中。猊鼻溪名稱由來是因位於峽谷出口附近被侵蝕的鐘乳石形狀看起來就像是一隻獅子的

鼻子，「猊」即為獅子之意。猊鼻溪是極具詩意的觀光路線，特別安排猊鼻溪輕舟遊船，是日本百選溪

谷名景之一，乘船而下，沿途風光隨四季變化呈現不同的美，沿途可以見到飛掛在崖壁上的瀑布群，在

觀賞風光的同時，船夫會唱幾曲船歌為大夥助興，由於經常有台灣與香港的遊客來搭船，船夫還會將船

歌改成中文版。 

【中尊寺】於 2011 年 6 月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昔稱『北方京都』的平泉市內典雅的東北第一大

名寺。中尊寺和毛越寺同樣建造於西元 850 年，由慈覺大師所創建，與毛越寺明亮的景色不同，這裡位

於森林中，高聳的樹林圍在步道兩旁，秋天時造訪能欣賞一片楓紅步道。最知名景點為「金色堂」，建

於西元 1124 年，整座佛堂從天花板到地板每處都覆有金箔，被稱為「金色的極樂淨土」。除了金箔，還

有細膩的工藝、金屬雕刻、夜光貝裝飾等，是平安時代佛教美術的最高峰。 

【毛越寺】開寺於 850 年，在它漸漸荒廢時，受到了岩手縣南部奧州藤原氏第二代主公基衡與第三代主

公秀衡兩代所庇護，其後繁榮約 100 年的歲月，於 1155 年左右基衡在位時完成了金堂円隆寺。據鎌倉

幕府《吾妻鏡》中所記述，毛越寺之中的塔堂共有四十多座，僧侶居住的僧坊也有 500 間之多。毛越寺

寬廣的院內仍留有金堂円隆寺、數座的佛堂、堂門的基壇、礎石、迴廊、土壘等遺跡，現可看到的常行

堂則是在 1732 年重新建築而成。毛越寺庭園被指定為特別名勝地，中心大泉池規模約有 3000 坪，在

日本國內現存平安樣式庭園中，毛越寺庭園可說是最重要的遺跡。「遣水」是為了將河水引入庭院之池

所造築的導水路，在平安時代遺構中，此地是全國唯一所留下的遣水遺跡。 

【抱返溪谷】位玉川上流，全長約 10 公里的抱返溪谷，以雄壯的自然奇景著稱，被譽為日本「東北地

方的耶馬溪」。因溪谷陡峭又狹隘，每當遊客擦身交錯，往往彼此相抱回頭，因而得名。保留原始風貌

http://www.sendai.jalcity.co.jp/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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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流水

長年沖刷，溪谷內滿佈奇岩異石和急流瀑布，當中最有名便是「回顧瀑布」。而溪水竟會因水深不一而

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藍，據說從很久以前，日本人以「田澤疏水」為中和劑減低玉川溫泉強酸性泉水對農

作物的影響，由於溫泉水、中和劑和岩石產生化學作用，使溪水變成特別的藍綠色。每年秋天時分，紅

葉與溪水形成強烈對比，美景如畫。 

    

膳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日式御膳 晚餐：飯店會席料理 

住宿│盛岡－繫溫泉-愛真館   https://www.aishinkan.co.jp/ 

第四天  岩手縣．盛岡市青森縣．十和田市青森市弘前市 

   景點：十和田湖、奧入瀨溪流、八甲田山纜車 

【十和田湖】位於青森縣和秋田縣邊界上海拔 400 公尺的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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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在日本居第三位，透明度也很高，可清楚見到 10 公尺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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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風貌，

充滿了神秘美。從休屋稍往前走，有詩人兼雕刻家高村光太郎的遺世之作─乙女像，還有據傳是建於 9

世紀的十和田神社等景點。佇立在御前濱最深處的「乙女像」高 2.3 公尺，是十和田湖的象徵，帶著微

笑、面對面的兩位裸身婦人，是雕刻家兼詩人高村光太郎以其夫人智惠子為模特兒、本著「耐得住原始

林的壓力、可以屹立幾千年」之觀念設計的作品，到十和田湖的遊客無不爭相在此留影。十和田湖週邊

設有四個瞭望台可供觀光客欣賞，而【發荷峠展望台】標高 647 公尺，能夠瞭望整個十和田湖的湖光山

色，是眺望十和田湖外輪山的最佳地點，居高臨望更讓人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奧入瀨溪流】奧入瀨川從十和田湖流出，從入口的子之口到燒山的源流部分就是奧入瀨溪流。長約 14

公里，水流極富變化，沿岸遍佈扁柏、山毛櫸、楓樹等的原始森林，與十和田湖同被指定爲青森縣特別

名勝和天然紀念物。沿溪流漫步，可一路欣賞身邊的自然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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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勝收。奧入瀨溪流沿途大大小小的各種瀑布也值得一看。秋

季的奧入瀨溪流是一片楓狂世界，五彩繽紛，河水靛綠、楓葉盛紅、櫸木橘黃、常青樹深綠，把奧入瀨

染得目不暇給，被人們視為日本東北美景之最，日本風景月曆大都以此地為背景素材，可見其美麗。 

【八甲田山纜車】八甲田山是位於青森縣中部連綿休火山群的總稱，由以大岳為主峰的北八甲田和以櫛

峰為主峰的南八甲田兩個連峰組成，屬於日本東北那須火山帶的一環，也是日本本州最北部的火山。八

甲田山周圍是世界數一數二的豪雪地帯，冬季嚴寒常令八甲田山冰封難以靠近，春天來得又晚，但溫泉、

秋紅、高山植物、濕原，使得八甲田山充滿迷人的魅力。秋季時滿山楓葉由山頂至山麓的移動會產生多

重色帶，如山頭已經降雪而呈現白色，楓葉通過山腹，山麓則仍是綠林一片，這景色稱為「三段染」，

而八甲田山是欣賞「三段染」的著名景點。乘坐空中纜車欣賞眼底美麗樹海(約 10 分鐘)，抵達山頂公園

站後，由站體旁俯瞰八甲田西南側的群山，豪壯之姿盡收眼底。 

https://www.aishinkan.co.jp/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和風御膳 晚餐：日式燒烤或自助餐或居酒屋餐 

住宿│ART HOTEL 弘前 CITY    http://www.art-hirosaki-city.com/index.html 

第五天  青森縣．弘前市五所川原市青森市【青森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景點：弘前公園、五所川原立佞武多館、AEON MALL、青森縣立美術館 

【弘前公園】巧妙利用弘前城遺跡、以繁美櫻花聞名的弘前公園，不僅是日本國家指定史蹟，更保留許

多日本重要的文化遺產。知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在其著作《行走街道，北方的 Mahoroba》中，以「日本

七名城之一」介紹弘前城，其代表性可見一斑。除美麗櫻花外，弘前城築城至今已超過大約 380 年，尚

保留著天守閣、櫓、城門、護城河等築城形態全貌，是日本非常罕見而珍貴的城堡遺蹟，春天賞櫻、秋

天賞楓是東北代表。現存的弘前城天守閣雖是重建物，但卻是日本東北地區僅存江戶時代所建造的天守

閣，至今仍是廣為人知的弘前市象徵性建築。弘前公園全年舉行著各式各樣的活動：春天"櫻花祭"、秋

天"菊與紅葉祭"、冬天"雪祭和燈籠節"等。★菊人形展 2017 年 10 月 20 日(金)～11 月 12 日(日) 

【五所川原立佞武多館】每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8 日間舉行的五所川原立睡魔燈籠祭典為津輕四大夏季祭

典之一。立睡魔館內展出祭典當中所使用的 3 座大型立體睡魔燈籠，高約 23 公尺，採坡狀設計的建築

物讓人可由上往下參觀，祭典期間時也能讓大型立體燈籠直接出入。館內設有開放參觀立睡魔燈籠的製

作工房、放映祭典影片的展示間，以及畫廊、紀念品店、餐廳、展望廳、金魚燈籠的製作體驗教室等。 

【青森縣立美術館】由地下 2 層、地上 2 層組成，設有策劃展室、常設展室、劇場、工作室 (創作體驗

工作房) 、社區畫廊、咖啡館、商店等。建築物採用了大膽的創意，設計成“在遺跡發掘現場似的巨大

土溝 (塹壕) 上覆蓋著的凸凹有致的白色構造體”。「土牆」和「白牆」創造出表情豐富的展示空間，營

造了與三內丸山遺跡融為一體的設計形象。自西元 2006 年開館起，為了能將代表青森的藝術文化推廣

至全世界，館內收藏並展示青森當地代表藝術家棟方志功、寺山修司、奈良美智、成田亨等充滿特色的

作品，當中奈良美智的「aomori 犬」為鎮館象徵性裝置藝術品。 

結束觀光後，專車前往青森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機返回桃園，在互道再見聲中結束此次

「東北紅葉饗五日」旅程，並期待下次再相見。 

  

膳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發放代金￥2000於商場自由用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圖片轉載僅供參考，行程順序原則上不變，但如因天候交通等因素可能有所更動，敬請見諒※ 

 

http://www.art-hirosaki-city.com/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