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登假期(中華山形 秋田) 

 

 ◆精選東北賞櫻名所───  
   

   

■角館~小京都櫻花風情 ■北上展勝地~日本之櫻～絕景百選 ■檜木內川堤~綿延 2 公里花海 

❀角館．武家屋敷～檜木內川堤～賞櫻花❀【櫻花季約 4 月中旬～5 月上旬】推薦日本賞櫻百選 

❀中尊寺～賞櫻花❀【櫻花季約 4 月中旬～4 月下旬】 

❀松島鹽釡神社【櫻花季 4 月中旬-5 月初】 

❀岩手縣兩大賞櫻聖地~北上展勝地‧賞櫻(4 月中~4 月下)、盛岡高松公園賞櫻 4 月中旬～5 月上旬  

★【櫻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 (下雨、颳風或氣溫…)凋謝或未綻開，將依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精采行程 帶您體驗──── 

 

 

★【世界遺產~中尊寺】於 2011 年以平泉文化獲選為世界文化遺產，是造訪日本東北不可錯過的景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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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進入金色堂 
★【日本百景之一的猊鼻溪～乘坐輕舟】來到猊鼻溪，於清澈的溪流中乘舟而下，不聞猿猴啼鳴，也
不見江水滔滔，船夫笑語相隨，兩岸連綿高聳的奇岩怪石，彷彿到了世外桃源。船夫巧妙運細長木篙，
撐船泛舟於猊鼻溪，是日本唯一由船夫手划觀光扁舟。 
★【盛岡手作村】盛岡傳統工藝與道地土產的大本營，在此可找到包括藍染、南部鐵器、木製玩具、
陶器製品、竹細工、南部煎餅，盛岡冷麵等實演製作工房，而盛岡以冷麵為名，特別安排體驗 2 人
一組，親手現作冷麵再享用的樂趣。 
★【松島觀瀾亭】觀瀾亭歷史悠久，從古至今都是觀賞海灣美景的最理想位置，特別安排茶點享受 
幸福的味覺與視覺感受的重疊 
★【角館．武家屋敷】角館市最初建於 17 世紀初葉，角館町內遍植枝垂櫻，以「陸奧的小京都」著
稱， 因早期作為城下町而保留了不少武士住宅，值得探訪，安排入內參觀古色古香的武家屋敷！ 

                                                 (山形、秋田) 行程檔名：THKCS1 

4 月 15 日出發 售價 46900 元 



能登假期(中華山形 秋田) 

★【琉璃之湖～田澤湖】被譽為“琉璃之湖” ，是日本最深的自然湖，湖面湛藍澄淨，群山環抱，
景緻相當美麗。 

★回歸旅遊的初衷，旅遊放鬆玩，全程不進免稅店 

 

航班參考：依航空公司飛行日不同,班機亦有可能作調整,敬請見諒!! 

班機 起飛機場／抵達機場 起飛時間／抵達時間 

中華 CI  7510 台北 TPE／GAJ 山形 08: 00 ／12:30 (暫定) 

中華 CI 7507 秋田 AXT／TPE 台北 14:30 ／17:15 (暫定) 

 

 

第 1 天 
台北／山形空港→花見‧舞鶴山公園賞櫻‧賞櫻(4 月中~4 月下)→天童溫泉 

 《包機起降時刻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今日帶著一顆興奮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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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形空港」。 

【舞鶴山公園】 

位於舞鶴山上，每年四月中旬，2000 多棵櫻花樹環繞舞鶴山山頂，是當地賞花悠閒散步的好去處。相傳豐臣

秀吉在成片盛開櫻花樹下，一時興起而命手下家臣扮成棋子，於伏見城下進行一場野外棋賽，「人間將棋」

即源自此。爾後前往飯店休息。 

★【櫻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 (下雨、颳風或氣溫…)凋謝或未綻開，將依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

餐食或減少餐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機上精緻套餐或溫暖的家 機上精緻套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宿：天童 瀧之湯 或 天童 HOTEL 同級 

第 2 天 
天童溫泉→松島遊船 五大堂→觀瀾亭~享用茶點→‧鹽釡神社賞櫻(4 月中~4 月

下)→仙台～自由自費夜逛街購物 

【松島五大堂】松島是日本三大名景之一。松島名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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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島的景色根據地點與季節有各種變化，景色之優美因此被稱日本三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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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的周圍景色被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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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堂為伊達政宗于 1609 年再建的. 五大明王像被供奉在堂中. 五大堂之名便由此而起. 五大堂繪有中國

的十二生肖像. 但只是每 33 年才向公眾開放一次. 

【觀瀾亭】曾為伊達家的茶室，專為招待武士、公主、幕府貴賓之處。現在供一般大眾參觀使用。進入茶室，

可展望松島灣靜靜的海浪，同時還可品味抹茶和日式甜點。 

【鹽釜神】當地人尊稱森山為山神，因此於山上造了此神社，同時也被東北人視為當地第一神祇。 

【仙台市區逛街】仙台一番町或仙台車站週邊，享受日本的購物樂趣，體驗東北都會區的熱鬧繽紛。 

PS:仙台逛街行程會視實際時間調整，敬請理解。 

飯店內享用 松島海味料理或和風料理 和風鍋物料理 

宿：: 仙台蒙特利 或 仙台 JAL CITY 或 仙台 ROYAL PARK 或同級 

第 3 天 

仙台→嚴美溪～贈送品嚐郭糰子賞櫻(4 月中~4 月下)→中尊寺‧入金色堂賞櫻(4

月中~4月下)→日本百景‧猊鼻溪乘輕舟→北上展勝地‧賞櫻(4月中~4月下) →花

卷溫泉 



能登假期(中華山形 秋田) 

【嚴美溪】蜿蜒 2 公里，激烈的水流切割溪谷中的巨石形成許多地形險峭、線條奇特的岩石氣氛十分詭秘，

溪谷上游也有許多小型瀑布，有景觀大橋供遊客一覽溪谷全景。春天可以賞櫻，冬天則可以欣賞水墨畫似的

景色。 

【中尊寺 金色堂】11 世紀至 12 世紀的 100 年間之戰國時代，東北地區的統治者是藤原氏，現在留下的與藤原氏

有關的國寶和古迹就有 3000 多件，藤原氏連續三代築起的燦爛的文化一直流傳至今。藤原氏建造的中尊寺金色堂的內

外全部貼上金箔，並用鑲嵌金銀珠寶的漆泥金畫裝飾，成為平泉的黃金文化的象徵。贊衡堂裏保管著從金色堂發現的資

料和佛像，現在已公開展示，從中可以感受到當時美術工藝之高深。 

【猊鼻溪】乘扁舟閑遊日本百景之一的猊鼻溪，不聞猿猴啼鳴，也不見江水滔滔，只是緩緩盪行在清淺溪面

上，一路水鴨、錦鯉為伴，船夫笑語相隨。。贊衡堂裏保管著從金色堂發現的資料和佛像，現在已公開展示，

從中可以感受到當時美術工藝之高深。 

【北上展勝地】沿著北上展勝地長達４公里的櫻花樹是『日本の櫻～絕景百選』。 所謂展勝地即以「櫻並

木」稱之，櫻花林緊密排列於道路兩旁，櫻花展開勝景綿延無盡的櫻景，讓人讚嘆不已。單單北上川沿岸就

有 2000 多株紅山櫻，而園內約有１萬株的櫻花和 10 萬株的杜鵑花盛開著花朵，是享受北上川最佳時節。 

★【櫻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 (下雨、颳風或氣溫…)凋謝或未綻開，將依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飯店內享用 白金豚肉料理 飯店內和洋自助料理 或會席料理 

宿： 南花卷溫泉 志戶平  或 花卷紅葉館  或 花卷千秋閣 或 長榮閣或同級 

第 4 天 

盛岡石割櫻‧賞櫻(4 月中~4 月底) 或盛岡高松公園賞櫻 4 月中旬～5 月上旬 →

→盛岡手作村~特別安排２人一組自製冷麵→日本最深湖泊、辰子銅像~田

澤湖→鶯宿溫泉或繫溫泉 

【盛岡石割櫻】為所有櫻花名樹中最奇特的一株。從巨石中生出一棵高十公尺、粗枝密的櫻花樹，
花崗石緊包住櫻花樹，而樹幹每年撐開石縫繼續成長。這棵櫻花種是屬於生命力強韌的東非寒櫻，
在堅石的環境下，根莖、樹幹穿石，代表東北人的堅強和豪氣。 
【盛岡高松公園】高松公園的櫻花，是爲了紀念日俄戰爭勝利，由當地居民在公園內種植。以池水為中心，

環池的步道周邊植滿約 1000 株的吉野櫻，漫步在池周，微風吹來落花繽紛，「高松池」池畔貼心地設置許

多長椅，還可遠望到秀麗的岩手山峰，雪白山脈的背景讓櫻花更顯嬌豔。 
【特別報告】盛岡石割櫻及盛岡高松公園二擇一視當日櫻花狀況二擇一 
【盛岡工藝村】可以自由參觀村內多項主題館，都是盛岡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藝品，各館皆由各路頂
尖好手坐鎮，可以近距離參觀達人的製作現場的情形，金田一製菓(和菓子)、陸奥工房(鄉土玩具)、
虎山工房(珍貴的南部鐵器)、染屋瀧浦(手工藍染) 、北杜窯(陶器)、中千家具(家具)…等，展現傳統
工藝的精粹。 
【琉璃之湖~田澤湖】是秋田縣境內最著名的旅遊據點，也是全日本最深的湖泊，此湖於昭和 62 年
11 月 4 日和台灣高雄的澄清湖締結姊妹湖，湖畔有台灣捐贈的「飲水思源」雕象，田澤湖贈飛翔之
辰子於澄清湖畔。 
★【櫻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 (下雨、颳風或氣溫…)凋謝或未綻開，將依往原景點純欣賞，
敬請見諒！ 

飯店內享用 秋田名物～米棒鍋物料理或和風料理 飯店內會席料理 

宿：長榮閣 或 田澤湖森 森之風 或 繫溫泉 紫苑 或 同級 

第 5 天 
角館．武家屋敷‧賞櫻(4 月中~4 月下)→檜木內川堤賞櫻(4 月中~4 月下)→秋田

空港／台北 

【角館】是江戶時代地位崇高的武士所居住的地方，武家屋敷是古時 Samurai 住的地方，不同家族各有自己的大宅，

如石黑家、河原田家等，內裡的佈置各有不同。多數武家屋敷聚集在同一條街，那裡是賞櫻及紅葉的名所。 

【檜木內川】流過角館市中心的檜木內川，此地櫻木的樹齡有 80 至 200 年以上的，就多達 500 株以上，河堤上種的

櫻花大致都是枝垂櫻及染井吉野櫻為主，形成 2 公里長的櫻海，為東北第一櫻花隧道，生長著約有 400 株櫻花。與奧羽

山脈的殘雪相互輝映，景緻極為迷人。 

 ～SWEET  HOME～ 

本日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

餐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http://satotake.web.infoseek.co.jp/sanpo/2007/tohoku/sanpo006.html


能登假期(中華山形 秋田) 

飯店內享用 機上精緻套餐或和風料理 甜蜜溫暖的家 

宿：溫暖的家 
 

 

 

 

成團人數必須達到 12 人以上，方可成團。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侯不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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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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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⑨包機起降參考時間，會因日本政府實際核准時間而有差異，故包機時間及降落城市以航空公司為最後確認。 

⑩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 

  本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侯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