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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台北－東京 國泰航空 CX450 桃園機場 12：50  成田空港 17:10 

東京－台北 國泰航空 CX451 成田空港 15：55 桃園機場 18:30 

 
第一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東京國際機場（成田）－成田 

    本日懷著愉快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站，由專人協助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城【東京】。抵達後，搭乘專車前往飯店休息。 

餐食：早：Ｘ  ／午：飛機上精緻餐點  ／晚: 成田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成田 MARROAD 或 GATE WAY 或同級 

 

第二天 成田－東北新幹線全程指定席(東京或上野站→一之關站)－國寶級名寺～平泉中尊寺．金色 

    堂－日本百選旅館～鶯宿溫泉森之風渡假飯店－東北盛大祭典之一～三颯舞祭典(盛岡さん 

    さ踊り) 

【東北新幹線】日本的高速火車（子彈列車）稱為新幹線，是由 JR（日本鐵路公司）所營運，今年

通車的北海到新幹線更是造成廣大的迴響。東北新幹線於 1982 年開始運營是 JR 東日本轄區內距離

最長的新幹線。現在連接東京至新青森的東北新幹線沿線有很多觀光景點從繁華的都市風貌到自然鄉

野風光都是一幕幕使人感動的畫面，這次特別搭乘新幹線讓您體驗高速奔馳的旅遊樂趣。 

【平泉中尊寺．金色堂】平泉是大約 900 年前，由當地豪族藤原氏創建的城鎮，平泉中尊寺開創於

850 年，天台宗寺院，1105 年由藤原第一代的清衡親手重建。當時的平泉有 21 所堂宇和 300 所以上

的佛教設施，是可與京都相匹敵的文化都市。尤其是運用了當時最尖端技術， 再加上使用昂貴的金

箔而製造的"金色堂"，作為反映了當時繁榮景象的建築，第一個被指定為國寶。 

【日本百選旅館～鶯宿溫泉森之風渡假飯店】～晚間欣賞熱鬧的太鼓秀 

森之風飯店以擁有得天獨厚以及引以為傲的露天溫泉而遠近馳名。享用豐盛的海陸百匯料理，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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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日本溫泉行家選的日本旅館 100 選、總合 100 選、服務部門 100 選名列前茅的優質飯店。 

★【三颯舞祭典】三颯舞的由來據說有許多。最多人說的是「三石神社傳說」。大綱是敘述三石神社

的神明成功打敗了惡鬼，而該惡鬼為了得到饒恕，發誓不再前來搗蛋，並在高約 6 公尺、日圓周９公

尺的巨岩上留下了手印。人民為了慶祝擊退惡鬼便在石頭周圍跳舞歡慶。另外，也有人說是因為在「岩

石」上留下了「手印」所以才有現在的「岩手縣」的地名。三颯舞主會場位於盛岡市中心的中央大道， 

遊客可在車站前的廣場或大廳欣賞到昔日「傳統 SANSA 舞」的激烈舞姿。在跳盛岡三颯舞時，大家

會邊喊「SAKKORA CHOIWA YASSE」邊跳舞。SAKKORA 的漢字是「幸呼來」也就是「呼喚幸

福」的意思。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燒肉定食料理或日式定食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鶯宿溫泉森之風或同級 

 

第三天 鶯宿溫泉－雙層破火山口湖～十和田湖散策‧乙女像－天然紀念物～奧入瀨溪流－東北盛大 

    祭典之一～火之祭典「青森睡魔祭」★特別安排~貴賓觀覽席－八幡平溫泉鄉 

【十和田湖散策‧乙女像】十和田湖是橫跨日本青森縣十和田市、秋田縣鹿角郡小坂町的一個湖泊。

位於十和田八幡平國立公園內，是由十和田火山噴發而形成的二重火山湖。十和田湖面積 61.1 平方

公里，是日本排名第 12 大的湖泊，而其 327 公尺的最大深度僅居於田澤湖與支笏湖之後，名列日本

第三。休屋前的十和田湖地標乙女之像，是詩人兼雕刻家高村光太郎的最後遺作。 

【奧入瀨溪流】奧入瀨溪流身為十和田湖地區的第一名勝，從子口到燒山全長 14 公里，水流極富變

化，沿著清澈溪流的遊步道，沿岸遍佈櫸木、桂木等的巨木濃密，槭樹的紅葉染紅了天際。盡頭的燒

山，盡是天然的櫸木林，溯流而上，櫸木林的黃葉和溪流的苔綠全然對比的美絕。與十和田湖同被指

定為青森縣的特別名勝和天然紀念物。 

★【青森睡魔祭‧特別安排~貴賓觀覽席】日本的火之祭典「青森睡魔祭」於 1980 年被登記為重要

無形民俗文化財，每年吸引海內外超過 300 萬的遊客前來。祭典中會有各種以歌舞伎或歷史、神話為

題材製成，超過 20 座的大型睡魔燈籠參與遊行。青森睡魔祭據說是由中國的「七夕祭典」轉變而來，

與津輕地區當地的習俗融合後，變成以紙、竹、蠟燭做的燈籠。由於以前燈籠中使用的是燭火，因此

也被稱作火之祭典。睡魔燈籠在以前是以鄉里間為單位負責遊行，現在則是改由企業或民間團體主辦，

成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祭典之一。 

★★★★特別安排★★★★坐在專屬的貴賓觀覽席上觀賞整個火之祭典的活動的進行，避免和人潮擁

擠的不便，不錯過青森睡魔祭任何精彩細節！ 

餐食：早：飯店內／午：地元鍋物定食或日式定食／晚：味噌扇貝鍋定食或日式御膳+飯店內消夜 

住宿：八幡平ライジングサン或同級 

 

第四天 八幡平溫泉鄉－小岩井農場－田澤湖‧辰子像－東北小京都～角館‧武家屋敷－秋田丸ごと 

    市場－東北盛大祭典之一～秋田竿燈祭－田澤湖 

【小岩井農場】位於岩手山山腳，擁有約 120 年歷史，總面積 3,000 公頃，經營著酪農、綠化造園、

山林事業、以及觀光事業等等。在這個充滿田園氣息的「小岩井農場牧場園」，您可以體驗擠牛奶、

與羊兒親密接觸、以及騎馬等活動。還可品嚐到用農場的雞蛋所作的蛋包飯及烤羊肉。在上丸牛舍有

明治時代所建造的倉庫與 6 棟牛舍，被選為國家登錄的有形文化財。此外，乳業工廠附近的「狼森」

也是宮澤賢治的童話舞台，它與縣內的另 6 處景點為國家指定名勝「伊哈托布(IHATOV)風景區」。 

【田澤湖】田澤湖是周長 20 公里的近圓形的破火山口湖。水深 423 公尺，號稱日本第一。湖水的透

明度很高，過去生長著淡水魚，在酸性不斷增強的現在，這種魚已經很少見到了。關于田澤湖，還有

這樣一個傳說。據說過去在湖邊的村莊裡有一位叫「辰子」的姑娘，希望獲得永遠的美麗，她懇求觀

音，觀音讓她喝乾湖水。結果在喝乾湖水之前，她變成了一條龍，沉到了湖底。這個傳說告誡人們不



18 年 0801 及 0802 日本東北五大祭 7 日(CX) 

要過於貪求。根據辰子姬傳說，田澤湖裡住著兩位龍神，所以即便是在冬天湖面也不結凍。 

【角館‧武家屋敷】在接連的黑板籬牆的沿路上，不經意地往裡面瞧一瞧，將看見在一大片宅第護林

的深處，悄悄地綻放獨自風格的武士宅第。開放給民眾參觀的武士宅第，有石黑家，青柳家，松本家，

岩橋家，河原田家，以及小田野家。全部都並排在武士宅第街道上。滿是青苔的庭院的鬱綠和倉庫灰

泥牆的粉白，與漆黑的籬牆以及宅第外圍的樹林相互輝映。大家稱這個城鎮為『東北的小京都』。無

論在任何季節裡，角館都能讓我們滿足於日本之美・東北之美。 

【秋田丸ごと市場】匯聚東北所有生鮮產品及當地特色物產，有新鮮的水產、肉類及蔬果…等，除此

之外還有燒烤下酒菜及當地限定的酒類，還有土產伴手禮之類琳瑯滿目。 

★【秋田竿燈祭】竿燈節真正的魅力在於發揮演技。表演者不僅從祭神驅邪幡微微的動向中判斷風向、

保持平衡，還要把竿燈放在額頭和腰間自由自在地操作。竿燈被人們比作稻穗，最多有 46 盞燈籠，

好比輕輕晃動的米草袋。一切靜止的瞬間，竹笛聲響起，以竹笛聲為信號，230 根竿燈同時舉起。竿

燈節拉開了帷幕。在人們的號子聲中、鼓樂齊鳴聲中、觀眾歡呼喝彩聲中，表演者冷靜地精力集中於

高達十五米的竿燈最上端的祭神驅邪幡。 

餐食：早：飯店內／午：烤米棒鍋定食或日式定食／晚：地元祭典鄉土料理日式御膳+飯店內消夜 

住宿：田澤湖森之風或同級 

 

第五天 田澤湖－秋田故鄉村－日本三大急流之一～最上川遊船－天童溫泉－東北盛大祭典之一～ 

    山形花笠祭 

【秋田故鄉村】想親身體驗秋田的魅力，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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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川舟下り】是日本三大急流之一，被譽為山形縣之母而備受人們愛護的最上川，縱貫山形縣南

北，四季景緻分明，並為其流域帶來了許多恩澤。而能夠乘船盡情享受最上川首屈一指的風景勝地—

最上峽的便是「最上川遊船」。此外，還有遊客能在途中下船領略周圍自然美景的自由行程。最上峽

沿岸有兩處可以享受到此遊船樂趣。日本俳聖松尾芭蕉曾經造訪過最上川，並且留下著名的俳句作品

「五月雨をあつめて早し最上川」，收錄於其作品集《奧之細道》中。 

★【山形花笠祭】山形花笠祭每年吸引超過一百萬名遊客前來參觀，與仙台七夕祭、青森佞武多祭與

秋田竿燈祭並稱東北四大祭典。超過 10,000 名舞者身著華美服飾、手持裝飾著紙花的竹斗笠，讓山

形花笠祭精彩萬分。舞者前方由裝飾華麗的山鉾花車領頭，伴隨著隆隆的太鼓聲，一起熱情喊著「呀

首，嗎咔首」。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芋煮鍋定食或日式定食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天童溫泉瀧之湯或同級 

 

第六天 天童溫泉－東北盛大祭典之一～仙台七夕祭典－免稅店－豬苗代溫泉 

★【仙台七夕祭典】仙台七夕祭是仙台每年八月六日到八日舉行的七夕祭，規模全日本最大，吸引很

多遊客到北方古城。七夕祭時仙台市中心的商店街上都會高高掛起絢麗的裝飾彩球與彩帶，將仙台市

街染的熱鬧繽紛、華麗又浪漫。在祭典期間前來參觀的民眾將近 200 萬人次。在七夕時,仙台市中心

街區沉浸在用色彩繽紛的和紙短冊、流蘇、千羽鶴等七種隨風飄揚鮮豔掛飾的海洋中，走在其中真的

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方便逛街，發放現金日幣 2000 元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ホテルリステル猪苗代或同級 

 

第七天 豬苗代溫泉－AEON 購物中心－成田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AEON 購物中心】別錯過上飛機最後補貨的機會，距離成田機場最近的大型購物中心「永旺夢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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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AEON MALL）成田」！連續 5 年營業額位居日本零售業 No.1 的永旺（AEON），在日本國內外

擁有 625 家“綜合百貨超市”之外，還有 274 家“購物中心”，在人們的生活當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

商業設施。除了販售新鮮食品、藥品、化妝品、服裝、各類電器、生活雜貨、室內裝飾品等的綜合百

貨超市之外，還有嚴選專門店、大型店舖等等。 

午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國，在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結束此次旅程，在此感謝您的選擇參加，並且期待

擱再相會，敬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飛機上簡餐 

住宿：甜蜜的家 

 

 
★東北祭典由於是日本重大祭典，前往參與人數眾多，如有塞車擁擠等現象敬請見諒！ 

1.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2.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候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象，本

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3. 如遇季節性的變化，將隨著季節性變更餐食內容，本公司將保有變更餐食內容之權利。  

4. 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  

5.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6.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  

7.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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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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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