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著春天去旅行 

東京熱海尋梅‧河津春櫻‧鎌倉小京都 櫻舞春風 五 日 

■出發日期：02/25.03/01.04 
■售價：每位新台幣：39,900 元【含稅金；不含小費、接送】 

■參考航班： 

 



■行程特色： 

 

 

 

 



 

█特別說明： 

★欣賞花卉行程每年依氣候、開花狀況會有前後變動，如遇花卉尚未綻放或已凋謝，仍會依行程前往景

點純遊覽，敬請理性諒解。 

■行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成田國際空港－AEON 購物廣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理登機手續後，隨即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日本首都－【東京】。
後前往飯店附近【AEON 購物廣場】購物商場逛街。 
◆特別說明 
1. 行程中，若遇天氣或航空公司、國外路程塞車之不可抗拒之因素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塞
車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行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旅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益，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
並妥善安排旅遊行程，敬請貴賓們諒解。 
2. 本行程設定為團體旅遊行程，故為顧及旅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旅遊行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若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旅遊需求，建議您另行選購團體自由行或航空公司套裝
自由行，不便之處，尚祈諒解。 
3. 我們為維護旅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益，在不變更行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飯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
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旅遊行程、飯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旅遊路線，
請以說明會或最後確認的行程說明資料為準。 
4. 本日如為下午班機，到達成田機場後，即前往飯店休息，晚餐則為機上餐食，敬請諒解。 

餐食：早：Ｘ   ／午：機上精緻餐食   ／晚：方便逛街、敬請自理 
住宿：成田 捷得威飯店／ 成田 馬羅德國際飯店／ 成田 東急成田卓越大飯店／ 成田 拉迪生 

   (RADISSON)／ 成田 日航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成田－古都鐮倉歷史散策（鶴岡八幡宮～高德院．國寶鐮倉大佛）－熱海金色夜叉銅像－熱海 
    梅園祭典－大室山櫻之里－伊東溫泉 
【熱海梅園】於 1886 年開園。最著名的是早開的梅花，之後是遲來的紅葉。在約 3 萬 4000 平方米的園
內，有 730 多棵樹齡超過百年的梅花古樹，12 月～3 月是盛開的季節。每年 1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為梅花
祭。梅園內以梅花為主，櫻花、新綠、紅葉，一年四季美景常在。 
【鎌倉大佛】坐落高德院內，聳立在遊客面前。高 12 公尺，光是臉部就有 2.3 公尺，重達 121 公噸。
從 1238 年開工，花費了 6 年的時間木雕大佛修建完工，到 1252 年開始修建為金佛。為現存鎌倉的佛
像之中唯一的國寶。 
【鶴岡八幡宮】位於鎌倉市的鶴岡八幡宮，作為古都鎌倉的象徵，是一座每天都吸引著眾多遊客的有名
神社。1191 年開設了鐮倉幕府的武將源賴朝，在現在的位置上修建的祭神殿就是現在這座神社的起源。
作為包括東京在內的關東地區的總守護神。 
【大室山櫻之里】佔地 4 萬平方公尺的寬廣園内，栽種有 40 種、3000 棵櫻花樹。染井吉野櫻約有 1000
棵於 3 月下旬～4 月中旬盛開，但事實上，這裡於 9 月中旬從有稱為十月櫻的品種開始，至 5 月為止持
續可欣賞各種櫻花。每年 4 月上旬有舉辦「櫻之里祭」。 



    

◆貼心提醒 
1.參考車行時間：住宿飯店→搭車２小時１０分→古都鐮倉歷史散策→搭車１小時１５分→熱海金色夜
叉銅像→搭車１０分→熱海梅園→搭車１小時２０分→大室山櫻之里→搭車３０分→住宿飯店 

餐食：早：飯店內 ／午：日式天婦羅定食或和風御膳套餐 ／晚：四季會席料理+精采表演秀 40 分鐘 

住宿：伊東溫泉 新鳩屋飯店／ 伊東溫泉 鳩屋 飯店／ 

 
第三天 伊東溫泉－伊豆浪漫列車（伊豆高原～河津）－河津櫻花祭（青野川櫻花．油菜花祭典）－河 
    津七瀧迴旋橋－神秘傳說之地～淨蓮瀑布－富士五湖溫泉 
【河津櫻花祭】前往探訪得天獨厚的早春驚喜河津櫻花祭提早綻放的櫻花，妝點出春的氣息。當北風還
吹得冷颼颼的時候，早春的訊息已經從伊豆半島開始點燃，日本本島最早開的櫻花～『河津櫻』迫不及
待地綻放出第一朵花苞，熱熱鬧鬧的宣告春天就要來臨啦！由於氣候和地形的關係，伊豆半島的櫻花從
2月初陸續開花，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河津町河津川畔的河津櫻。 
【伊豆浪漫列車】1960 年代日本政府為了要發展伊豆觀光，特別興建行駛伊豆踊子號，最大特色與地方
就在於～它是沿著整個海岸線行駛，可讓遊客坐下來就直接的面對海景，列車行進間你可以眺望窗外伊
豆海岸景致、與沿途溫泉小鎮的風光。 
【河津七瀧迴旋橋】又稱「七瀧高架橋」，是連結天城和伊豆東海岸的河津的交通要道，也是伊豆半島
上非常具有特色的公路景觀。此橋共花費 43 億 2 千萬日幣及 3年的時間完成（昭和 58 年開通）。 
【淨蓮瀑布】源自狩野川的支流本谷川的瀑布，柱狀紋路的絕璧，因高低落差而形成之瀑布，瀑布四周
圍繞神秘之樹林，落差２５公尺，瀑布寬為７公尺，從玄武岩流瀉而下的瀑布聲環繞著整個河谷，山中
的水花和涼氣替夏天帶來一陣涼爽，素有『飛瀑激流』之美稱。 

    

◆特別說明 
1.河津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
請見諒！ 
◆貼心提醒 
1. 車程時間：住宿飯店→車程３０分鐘→伊東高原站→車程３０分→河津站→徒步１５分→河津早櫻
→車程１５分→河津七瀧迴旋橋→車程３０分→淨蓮瀑布→車程２小時→住宿飯店 

餐食：早：飯店內 ／午：伊豆山海鍋套餐或日式風味套餐 ／晚：飯店內迎賓自助餐+長腳蟹吃到飽 
住宿：河口湖溫泉 富士之堡華園飯店／河口湖溫泉 富士世紀假日飯店／富士五湖溫泉 本栖湖景觀 

   飯店／ 富士箱根 LAND／ 或同級 

 
第四天 住宿飯店－西湖療癒之鄉根場－忍野八海－箱根蘆之湖海賊船－免稅店－台場－東京 
【忍野八海】忍野八海是位於山梨縣忍野村的湧泉群。富士山的雪水流經地層數十年過濾成清澈的泉水，
由 8處滲出因而形成池塘。其秀麗的田園風光，池水波光潾潾與美麗的富士山合為一體，其情其景，美
不勝收，除了被選為名水百選，也被認定為天然記念物及新富岳百景之一。 
【蘆之湖箱根海賊船】四千多年前因火山活動而形成的火山湖，湖光山色有如風景畫，特別安排搭乘→
仿十七世紀歐洲戰艦造型的海盜船彩繪明亮顏色，雕刻著華麗的立體裝飾，甲板上還特別設計了幾尊栩
栩如生的海盜人像，簡直如同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小型宮殿，馳航於風光明媚的蘆之湖上。 
【西湖療癒之鄉根場】西湖療癒之鄉根場完全重現百年前日本田園景象，日本第一山富士山、優美的西



湖及神祕之青木樹海一覽無遺，加上日本傳統茅茸屋，是難得可以見到日本鄉土之美的旅遊景點。 
【台場購物廣場】以「劇場型都市空間」的設計理念，為國內外顧客提供購物、休閒及舒適的空間，讓
顧客親歷驚奇和感動。戶外廣場設有一座 18 公尺高的鋼彈立像，並展示了自 1980 年代起超過 1000 隻
的鋼彈模型，現場亦販售各式各樣之相關商品，有興趣的朋友千萬別錯過！ 
 
 

    
◆特別說明 
1. 門票景點：西湖療癒之鄉根場￥３００、箱根蘆之湖海賊船￥９００（船程約３５分） 
2. 蘆之湖海賊船交通工具，如遇天候因素影響而停駛，依團體票價退費。敬請理解。 
◆貼心提醒 
1. 參考車行時間：住宿飯店→搭車３０分→西湖療癒之鄉根場→搭車５０分→忍野八海→搭車１小時
３０分→蘆之湖觀光船→搭車２小時→台場免稅店→搭車２０分→台場購物廣場→搭車５０分→住宿
飯店 

餐食：早：飯店內  ／午：和風御膳套餐  ／晚：台場精緻燒肉套餐 或 台場異國自助餐食 
住宿：太陽城王子大飯店／東京大都會大飯店／東京大倉／都市中心酒店／東京 圓頂巨蛋飯店／東京 

   希爾頓飯店／ 東京灣幕張阿帕度假飯店／ 或同級 

 
第五天 東京－本日自由活動：（１）洽商、訪友（２）SHOPPING～百貨公司或地下街時尚購物天堂～ 
    （原宿、青山、表參道）（３）上野恩賜公園或新宿御苑或六本木 Hills－成田國際空港／桃園 
    國際機場 
■建議行程： 
【上野恩賜公園】日本第 1座公園。因由天皇下賜當時的東京市因而得「恩賜」之名。公園裏有上野動
物園、東京國立博物館、國立西洋美術館、國立科學博物館等文化設施，也是櫻花名勝。不僅是市民休
閒的地方，也充滿著文化氣息。 
【明治神宮】日本每年跨年搶頭香客永遠第一名，是代表東京的神社也是旅遊名勝。明治神宮的代代木
森林是喧嘩都市的綠洲，10 萬多珠樹木全數由日本國民捐獻。另外，位於神宮內苑的御苑以有山有水、
充滿綠意的景緻聞名。 
【新宿御苑】江戶時代為高遠籓主內藤家宅邸，後來被當作皇室的庭園使用，在二次大戰之後開放給一
般人參觀。新宿御苑就像是一塊高樓大廈中的綠洲，有英式、法式及日式庭園等各式各樣的庭園景觀。
作為春天賞櫻和秋天賞楓的景點也十分有名。法國式的庭院則是最佳散步處所。 
◆特別說明 
1. 為了您逛街旅遊的方便，本日午餐、自由活動來回電車費用敬請自理。 
2. 回程如安排搭乘午班機返台，則於飯店用完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灣。 
3. 車程時間：成田國際空港至桃園國際機場飛行時間：約３小時２０分 

餐食：早：飯店內   ／午：機上精緻餐食   ／晚：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出團備註： 

◆團費及小費說明 

１.本行程最低出團人數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5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領隊隨行服務。 

２.本報價已含兩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200 萬意外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療險。 

３.本報價不含行程中未標示之純私人消費：如行李超重費、飲料酒類、洗衣、電話、電報及非團體行

程中包含交通費與餐食等。 

４.本報價是以雙人入住一房計算，如遇單人報名時，同團無法覓得可合住的同性旅客，需補單人房差。 



５.若為包(加)班機行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不受國外旅遊定型化契約書中

第二十七條規範，如因旅客個人因素取消旅遊、變更日期或行程之履行，則訂金將不予退還，請注意您

的旅遊規劃。 

６.本報價不含日本專業導遊從業人員之[小費] ，因為導遊為無底薪制，以下就必要給予之小費供您參

考：導遊＋司機小費每日每位貴賓 NT250。 

◆航班及飯店說明 

１.本行程使用團體來回經濟艙機票，無法延長天數、更改航班及日期，旅客若於途中脫隊，視同自願

放棄，無法另外退費。 

２.飯店及航班皆不可指定，最終確認以行前說明會資料為準。 

３.本行程使用之票種為團體機票，因此無法累積航空公司哩程數、不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航空公司是依照乘客之英文姓名之字母先後順序作訂位紀錄以及機上座位排序。 

４.旅客若需高北高接駁，請於報名時同時告知服務人員，由於接駁機為額外需求之航段，且班次不多，

本公司並不能保證 100％訂得到您所需求的航班。 

５.日本飯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兩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我們將

為您向飯店提出需求。但大床房數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敬請見諒！ 

６.日本飯店房間坪數較小，多為 18～21 ㎡不等，故少有 3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是： 

(1)一大床+一行軍床 或 

(2)二小床+一行軍床 或 

(3)一大床+一小床，可做需求但不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4)若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見諒！ 

７.日本飯店床頭無須放小費，除茶包免費外，客房內或冰箱放置的零食、酒或飲料等，使用後請自行

登記並至櫃台結帳。 

８.如需加訂特殊餐食，請事前跟您的業務專員需求。 

９.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不同，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辣椒、蛋、

奶等食材，與國人之素食習慣有所不同。日本團體用餐除了華僑開的中華料理餐廳外，多數皆以蔬菜、

豆腐、等食材料理火鍋為主。若為飯店內用自助餐或在外一般餐廳用餐，料理變化較少多數以生菜、漬

物、水果等佐以白飯或麵類主食。敬告素食旅客前往日本旅遊，可自行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不

時之需。 

◆行程說明 

１.若遇當地特殊情況或不可抗力之因素，如塞車、觀光景點休假等因素，為讓行程能流暢進行，本公

司保留變更順序之權利與義務。但絕對忠於行前說明會資料，飯店、景點、餐食將不會有所遺漏。 

２.為顧及消費者旅遊安全，並為維護團體旅遊品質與行程順暢，本行程恕無法接受行動不便或年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單獨報名；如有行動不便或年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欲參與本團體行程，必須至少有一位以

上可相互照料之同行家人或友人一同參團，且經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不適於參加本團體行程之虞者，

方可接受報名，感謝您的配合。 

３.本行程設定為團體旅遊行程，故為顧及旅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旅遊行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若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旅遊需求，建議您可另行選購團體自由行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行，不便之處，尚祈鑒諒。 

４.日本國土交通省於平成 24 年 6 月(2012 年)27 日發布最新規定，每日行車時間不得超過 10 小時(計

算方式以車庫實際發車時間至返回車庫時間為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勞駕駛所衍生之交

通狀況。 

５.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 年 11 月 20 日起實施，前往日本旅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

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不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６.自 2008 年 6 月 1 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量，所有乘客（包含後座）均需繫上安全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