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登假期  

 
 

團號:THKBS2(青森/秋田)  

出發日期：  2018年 04 月  27 日  售價：4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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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和田官駒道賞櫻(4 月底~５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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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田大潟村~櫻花、油菜花之路 4 月下旬~5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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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陸鐵道絕景列車】 

三陸鐵道是沿著岩手縣的海岸線而敷設的鐵路。從車窗向遠處眺望可欣賞由湛藍色大海、複雜的海岸

線和地形交織而成的美景。  

★【八甲田山雪之迴廊】 

 ◆精采行程帶您體驗───  
   

   

■角館~小京都櫻花風情 ■>> 八甲田山雪之迴廊 ■秋田大潟村~櫻花、油菜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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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冬季封閉道路隔年春天雪牆開通，可欣賞約長達８公里雪之迴廊，感受難得的北國氣氛。 

★【岩手必排景點之一~中尊寺】 

2011 年 06 月登入世界遺產，中尊寺一代幅員廣大，上坡路分佈著各種寺廟群，在美景下感受日本

人崇仰一千多年來的代表文化寶藏洗禮。特別安排入內參觀東北佛教藝術之最～金色堂 

★【飛天郭公糰子】 

第一美溪之稱～嚴美溪畔，兩岸陡峭約 2 公里溪谷，特別贈送以吊繩子和竹籃別出心裁的方式， 

您一同來品嚐當地著名點心“郭公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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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旅遊的初衷，旅遊放鬆玩，全程不進免稅店 

 

==長榮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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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 BR 1122  台北 TPE／AOJ 青森          08:20 ／12:50 (暫定) 

長榮 BR 1101 秋田 AXT／TPE 台北 16:15 ／19:20(暫定) 

 

 

 

 

第 1 天 
台北／青森空港→途經八甲田山雪之迴廊《預計 4/1 開通》→十和田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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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森空港」。 

每年冬天積雪可高達 10 公尺，於冬季封閉道路隔年春天雪牆開通，可欣賞約長達８公里～八甲田山雪之迴廊。 

【特別報告】雪之迴廊預計開通期間：04 月 01 日開通，若遇天候不佳雪牆關閉或未開通，則改行駛一般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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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暖的家 機上精緻餐點 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洋式料理 

宿:十和田湖莊 或 十和田王子 或 十和田 HTOEL 同級 

第 2 天 

美學新體驗～十和田官駒道賞櫻(4 月底~５月上)、十和田美術館‧戶外參觀草間

彌生大作→三陸鐵道絕景列車《久慈站~宮古站約 1.5 小時》→三陸絕美~淨土

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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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和田美術館、官駒道】 

十和田市役所前的官廳街通上，美術館、圖書館、市民交流館，乃至醫院、商店街等等，幾乎全鎮的主要市民服務處全

集合在此，看似功能性十足，卻也是日本最美的一條藝術街道。建築物中知名建築師西澤立衛設計的前衛美術館，館外

展示明快又熱情的鮮豔色彩雕塑品《包含揚名全世界的草間彌生大作》，相當引人入勝 

【三陸鐵道絕景列車】 

三陸鐵道列車沿岩手縣的太平洋海岸線建構的三陸鐵道分為北線全長 7 1km 由宮古車站－久慈車

站，以及南線全長 36. 6km 由盛車站－釜石車站，南線位於陸中海岸國立公園。  

【淨土之濱】 

在 1954 年被指定為岩手縣的風景名勝地。 整個淨土之濱是包括臼木半島北東部以及其北側鄰接蛸浜的部份。那翠綠的

松樹、白色的岩石，與藍青的大海相互輝映，形成了一幅「白砂青松」的絕美海岸景觀，絕對有來此一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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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式鍋物料理 飯店內自助料理或和風料理 

宿:波板花彩溫泉渡假旅館  或同級 

第 3 天 
三陸溫泉→北上展勝地‧賞櫻（4 月中~4 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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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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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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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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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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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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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長榮閣 或 田澤湖 森之風 或 繫溫泉 紫苑 或同級 

第 4 天 
琉璃之湖 田澤湖→『角館小京都』～『青柳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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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潟村~油菜花賞櫻之路 (4 月下旬~5 月上) 

http://satotake.web.infoseek.co.jp/sanpo/2007/tohoku/sanpo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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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澤湖】 

秋田縣東部中心的破火山口湖，水深 423.4 米，居日本第一，水的透明度也居日本第二位僅次於摩周湖。湖的形狀近似

正圓形，琉璃色的湖水微波蕩漾、神秘莫測，四周綿延不斷的山脈安穩恬靜，充滿著一片明媚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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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田的賞花秘境~大潟村】  

縣道 298 號兩旁，種植了綿延 22 公里，超過 2750 棵的櫻花樹，櫻花綻放時會遇上油菜花一同

開花，粉嫩春櫻與鮮豔黃花與萬里晴空就融合出一幅最美的春天風景。                

飯店內享用 秋田米棒鍋物料理 日式鍋物料理 

宿：秋田城堡 或秋田大都會或 同級 

第 5 天 千秋公園賞櫻(4 月中~4 月下)→秋田 AEON 購物廣場→秋田空港／台北 

【千秋公園】 

位於秋田縣秋田市區，交通不僅便利，更是日本賞櫻前 100 名之一，全盛時期會有約 800 顆的櫻花樹，樹齡更是高達

120 年的染井吉野櫻， 

AEON 自由購物  

～SWEE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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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享用 機上精緻簡餐 溫暖的家 

宿：甜蜜溫暖的家 

 

 

成團人數必須達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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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