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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8 年 05 月 01 日出發  售價：43900 元 

 

★【八甲田山雪之迴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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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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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見湖公園、日本最長的木橋‧鶴之舞橋】 

與岩木山同時倒映在津輕富士見湖上全長 300 公尺的鶴舞之橋，使用樹齡 150 年以上 700 棵青森檜

木搭造而成，為日本最長的檜木造三重拱橋。綿延彎曲的的橋拱與岩木山相襯的景象，不僅使鶴舞之

橋看起來有如飛舞於空中的鶴般，也有渡過此橋能增年益壽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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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岩井農場】 

造訪擁有 100 年以上悠久歷史的農場，贈送品嚐 100%香濃的牛奶冰淇淋  

 

同場加映~搭乘青函列車來到北海道~ 

★【五稜城郭公園‧展望塔】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城堡，建於西元 1864 年，城廓呈五角星形。城堡完工

之後的第四年發生「箱館戰爭」，五稜城廓如今只剩城的外郭，雖然城堡內如今被改闢為花園，但

是具有其歷史意義的，亦是日本歷史的轉捩點，安排由城旁的展望塔登高俯瞰 

                                                                                                                                       (秋田、青森) 行程檔名：THKB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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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岩井農場～一本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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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潟村 ~油菜花賞櫻之路 (4 月中~4 月下) 

❀五稜郭公園‧賞櫻(4 月下~５月上) 

❀小岩井農場一本櫻‧賞櫻(4 月中~4 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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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登 PAＫ包機 

★金森紅瓦倉庫群：七棟古典紅磚瓦倉庫裡，以「金森洋物館」為中心，陳列著流行雜貨、生活雜貨、

名產店、玻璃藝術品工房等形形色色的商店，成為一個購物商圈中心。每年到了聖誕夢幻節時，金

森紅磚瓦倉庫群便是主要的會場。 

★函館山百萬夜景：與香港、拿玻里並列為世界三大夜景，由於地形因素，函館的夜景以特殊的扇型

著稱，是您遊函館不可錯過的美麗浪漫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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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 BR 1102 台北 TPE／AXT 秋田  09 :55 ／14:35(暫定) 

      長榮 BR 137 函館 HKD／TPE 台北        16:55    ／20:00 (暫定) 

 

 

第 1 天 
台北／秋田空港→大潟村~油菜花賞櫻之路 (4 月下旬~5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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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田空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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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往今日住宿地，晚餐後，

養精蓄銳以迎接明天接下來的精采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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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式和風料理或機上簡餐 和風料理或 飯店內 

宿：秋田城堡 或 同等級 

第 2 天 
『角館小京都』～『青柳家』武家屋敷賞櫻、檜木內川 (4 月下旬)→琉璃之湖～田澤

湖→小岩井農場~贈送品嚐純正鮮奶冰淇淋 

【角館】 

『陸奧之小京都』別號之稱的 (陸奧即為現在日本的東北地方)，城內遍植京都的枝垂櫻，具有京都的大和風

情。其中於昭和 51 年(西元 1976 年)被選定為日本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的「武家屋敷」，為江戶

時代武士的代表性宅邸，其中「青柳家」為武家屋敷的代表建築，也稱為『角館歷史村』，是由數間房舍所

組成的小型博物館，包含了武士居屋、角館民俗文物典藏室，及秘藏品展示館等等。 

【檜木內川】 

欣賞沿岸兩公里盛開的染井吉野櫻，猶如櫻花隧道，讓您驚艷。 

【“琉璃之湖”田澤湖】 

是日本最深的自然湖，湖面湛藍澄淨，群山環抱，湖面上立「辰子銅像」，景緻相當美麗。 

【小岩井農場】 

達 2600 公頃是日本唯一的民間綜合農場，入口處有以岩手山為背景的廣場，坐在晴空之下享受大自然的美

好，自在散步參觀牧場的風光。再前往今日住宿地。 

http://www.koiwai.co.jp/makib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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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享用 秋田米棒鍋物料理 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料理 

宿：:八幡平朝陽 HOTEL 或 雫石王子或 安比高原 或 同級  

第 3 天 
富士見湖公園‧賞櫻(5 月上旬~5 月下旬) 、日本最長的木橋‧鶴之舞橋→弘前城公

園‧賞櫻(5 月上旬~5 月下旬)→途經奧入瀨溪流 

【富士見湖公園、鶴之舞橋】 

位於津輕富士見湖畔的富士見湖公園景色優美，春季有賞櫻祭 ,日本最長的木造橋─鶴舞之橋，架

設於富士見湖公園內的津輕富士見湖上，倒映著岩木山巍峨山影的津輕富士見湖上～「鶴之舞橋」，

全長 300m 的長橋，為日本最長的木橋。關於其名稱的由來眾說紛紜。有人說此橋以岩木山為背景、放眼

望去就宛如一隻鶴在空中舞動身姿般；也有人說渡鶴之舞橋可延年益壽、是“長生之橋”。 

【弘前城公園】 

日本東北最著名的櫻花勝地弘前城公園，初春時分，數千棵櫻花齊放，相亙爭艷，將整座弘前公園點綴成櫻

海般，每年皆吸引數拾萬人前往賞花。爾後途經奧入瀨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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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森帆立貝料理或和風料理 飯店內會席料理或和風自助料理 

宿：十和田莊 或 十和田王子  或 同級 

第 4 天 

十和田溫泉→途經八甲田山雪之迴廊《預計 4/1～５月上旬》→青森睡魔之家→

青森車站++青函隧道++函館車站→金森倉庫群→空中纜車～函館山夜景（日本

三大夜景之一）→函館 

【八甲田山雪之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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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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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魔之家】 

可透過館內陳列的數十座純手工製作、手法細膩、且華麗的超大人形祭典燈籠等道具，來了解日本三大火節

慶之一的東北著名夏日慶典－『睡神祭』。 

【青函列車】 

◎本日搭乘 JR 列車行李需自提 

【金森倉庫群】北海道函館，抵達後前往座落在函館海岸附近的紅磚倉庫群，修建於明治末期，主要用來保

存港口卸船的海產物。時代變遷，往昔的倉庫經大規模改造煥然一新，誕生了面目全新的複合商業設施、進

口雜貨商店區「金森洋物館」以及餐廳、工廠直銷啤酒餐廳「函館啤酒館」等，并附設其它各種設施。與金

森倉庫令人懷舊的外觀相反，內部的購物環境極富有新意，商品極為豐富，是旅遊購物的首選地點。 

【函館山夜景】 

每當華燈出上之際，市內密密麻麻白黃的燈光，就仿如一盆美鑽擺在面前，景緻迷人被稱為世界三大名夜景

之一。函館日本三大百萬鑽石夜景之地，亦是北海道最早開發及最南端都市。今晚夜宿於湯之川溫泉鄉或函

館。 

《特別報告》：【◎如逢空中纜車維修 或 天候不佳纜車停駅，每人退費團體料金 日幣(大人 1000 圓、兒童 500 圓)。 

飯店內享用 鐵道弁當或和風料理 飯店內和風會席料理 或 洋式料理 

宿：湯之川平成館 或  函館 啄木亭 或 函館 IMAGE 或大沼王子 或同級 

http://www.tcn-tsuruta.com/spot/sightseeing/fujimilake.html
http://www.tcn-tsuruta.com/spot/sightseeing/tsurunomaibridge.html
http://www.tcn-tsuruta.com/spot/sightseeing/fujimilakepark.html
http://www.tcn-tsuruta.com/spot/sightseeing/fujimilak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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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五稜之星～登上五稜郭塔鳥瞰五稜之星‧賞櫻(4 月下~５月上)→元町散策～漫步

西洋教堂街道→市民廚房‧函館朝市→函館空港→台北 

【五稜郭公園】 

1864 年武田三郎花十年的歲月完成，是日本非常稀有的西洋式城堡，並且為幕未箱館戰爭的終結地。爾後前

往位在函館山的山腳下元町，早期是洋人居住之處，因此留下了許多教堂和洋式建築。石坂坡道，有 19 條

傾斜的街道直達港口。較為出名的有八幡坂、魚見坂、基坂、大三坂、二十間坂等坂坡。緩緩散步在其中街

道，起伏如靜止的浪，也能欣賞和洋混合風格的建築。 

【函館朝市】 

各式各 0 樣的海鮮目不睱給美食街裡的餐廳門口，擺著數不清的的餐點模型樣品，令人垂涎，也可以自費品

嚐海膽蓋飯、魚卵蓋飯、螃蟹鍋物..等等。爾後專車前往函館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

日本愉快難忘的 6 日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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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另行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飯店內享用 方便逛朝市 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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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