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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7【季節限定】 

日本伊勢灣週遊〜彼岸花花海 5日 
NT:39,800 元/人 (含稅、導遊小費)  

 

◎報價為兩人一室，單人須補單人房差◎ 

行程特色 
【彼岸花】花期約 9月中下旬 至 10 月上旬。 

每年 9月中下旬盛開在矢勝川堤，一片紅艷艷，宛若紅毯般，是日本屈指可數的彼岸花觀賞地。 

矢勝川沿岸是很有人氣的行走路線，彼岸花盛開之際，那迷幻神秘的氣氛令人沉醉。 

彼岸花，在日本也叫曼珠沙華，名稱由法華經內的梵語演變而來，為法華經四花之一。花開彼岸，有

花之時不見葉，有葉之時不見花，花葉兩不相見，生生相錯。相傳在黃泉路上大批大批的開著這花，

遠遠看上去就像是血所鋪成的地毯，又因其紅的似火而被喻為「火照之路」，也是這長長黃泉路上唯

一的風景與色彩，她們構成火紅色的花徑指引人們走向三途河的彼岸。其實彼岸花，原意為天上之花，

紅色，天降吉兆四花之一。這原本帶有哀傷之意的火紅色花朵，漸漸成為日本初秋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岡崎城】  
是 15 世紀中葉統治愛知縣三河國的武將用了 4年的時間築成建造，現在依舊存在的護城河就是築城

之時挖掘的。此景點被選出為日本的歷史公園及百選賞花也是岡崎有名的煙火大會舉行地點。 

 

  
  
 

【名古屋城】 

集日本桃山時期築城技術之精粹而建成，氣勢絕倫、睥睨天下，為日本桃山時期築城技術的代表大作

之一，與姬路城、熊本城並列日本三大名城。名古屋城最具代表特色的是放置在大天守閣屋頂的那一

對「金鯱」，因此名古屋城又名金鯱城或是金城。金鯱顯示著徳川氏家的威嚴，不只是名古屋城，也

是名古屋的象徴。國家特別史跡。 

 

  
 



【伊勢神宮】 

日本人「心之故鄉」~日本人一生至少要來參拜一次~ 

是位於日本三重縣伊勢市的神社，被定為神社本廳之本宗，正式名稱為神宮，是日本神社的主要代表，

這裡是每年日本天皇祭奠祖先的地方。 

內宮所供奉的主神「天照大御神」原本由歷代天皇供奉於皇居內，但自第十代崇神天皇即位起，便遷

往皇居外供奉，到了第十一代垂仁天皇即位，巡視全國各地的倭姬命（垂仁天皇之女）得到天照大御

神的神示，而將天照大御神移駕至伊勢。據說，那是距今約 2,000 年前的事了。 

 

 

【鳥羽水族館】 

 

它位於三重縣鳥羽市美麗的海濱，這裏飼養著衆多的海洋生物，有被稱爲美人魚的儒艮，還有非洲大

海牛、海獺和江豚等。再現了世界河川及珊瑚礁等環境的水槽中展示有魚類、水母、青蛙和水生昆蟲

等多達 1000 種的海洋河流中生物。鳥羽水族館還飼養了棲息在日本的海洋河流中的許多生物。 

鳥羽水族館中最有人氣的是傳說中的美人魚，正式名稱儒艮。美人魚屬於海牛目、儒艮科，為近海底

棲草食性的哺乳類動物。海牛的長相牛頭魚尾，可能經常浮出水面換氣時頭上頂著海草有如女子的長

髮，古代水手大老遠瞧見以為是美女，因此稱之為「美人魚」。 

 

 
 

 
 



參考飯店 
 

 
 

 



參考航班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抵達城市 起飛-抵達時間 

第 1 天 國泰航空 CX530 桃園 TPE / 名古屋 NGO 11：45 / 15：40 

第 5 天 國泰航空 CX531 名古屋 NGO / 桃園 TPE 16：50 / 19：20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溫馨提醒】花期時間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

欣賞，敬請見諒**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 → 飯店住宿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領隊協辦搭機手續之後，搭機飛往日本中部第一大城∼【名

古屋】中部國際空港；日本中部地區泛指愛知縣、岐阜縣、三重縣、靜岡縣等，名古屋是愛知縣的首

府，是僅次於東京、大阪和橫濱的第四大城市，它位於本州中西部，瀕臨伊勢灣，由於該市介於首都

東京和古都京都之間，故有中京之稱。 

 

早餐：X  中餐：機上精緻餐點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綜和百匯自助餐    

住宿：衣浦 GRAND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名古屋 → 矢勝川堤〜彼岸花花海 → 岡崎城（岡崎公園、家康「葵」武將隊表

演）→ 八丁味噌之鄉見學 → 龍潭寺庭園 → 濱松市 
 

早餐後來到半田市，是愛知縣知多半島的中心，也因為是童話《權狐》的作者「新美南吉」的誕生地

而知名。市內的【矢勝川堤】沿岸是很有人氣的行走路線，尤其每年 9月下旬開始，300 萬株彼岸花

盛開時，約 1.5 公里長的行走路線周圍彷彿鋪上了一片紅色地毯，美得令人屏息。 

之後前往【岡崎城】遊覽，岡崎城在日本歷史裡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裡是德川家康的誕生地、更

是岡崎市的歷史象徵；而【岡崎公園】是以岡崎城為中心的歷史文化的公園，可以欣賞到櫻花、蔓藤

植物、杜鵑和四季不同的花卉草木等等，這裡還是日本都市公園百選、櫻花名所百選、歷史公園百選，

和日本百座名城之一。在此裝扮成德川家康和德川四大天王、服部半藏等的 8名武將表演武藝等的武

將隊，將熱烈盛裝歡迎，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載歌載舞。 

續前往【岡崎八丁味噌之鄉】見學，離岡崎城有八丁（約 870 公尺）之遠而得其名的八丁村所產的味

噌就叫做八丁味噌。是德川家康以營養成分高的味噌用來作為重要兵糧，現在仍保有兩家藏元堅守傳

統做法持續地製造味噌。味噌倉庫林立的狹小巷道中仍保留著過去的風光，除了可以參觀工廠了解其

製作過程外還有試吃區讓您品嚐各種製品。 

爾後來到【龍潭寺】，龍潭寺的庭園是在 1936 年指定為國家名勝，庭中置石分別以兩端的仁王石突

顯中央的守護石，正面為禮拜石，加上心字池組成庭園輪廓，構成轉折變換景致，龍潭寺境內種植許

多花草、南北庭各有特色而讓人在參拜之餘，也能享受庭園之美，也是 2017NHK 大河劇「女城主直虎」

的拍攝地。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日式風味御膳或日式壽喜燒料理  晚餐：飯店內綜和百匯自助餐  

住宿：濱松大倉 OKURA ACT CITY 酒店 或 濱松 GRAND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濱松市 → 戀路之濱∼伊良湖岬燈塔 → 伊勢灣FERRY伊良湖渡輪（伊良湖港

〜鳥羽港<船程約1小時>）→ 鳥羽水族館　參觀保育類動物★傳說中的美人魚「儒艮」

(日本唯一)、南美「黑白雙色的海豚」〜人氣海獅表演〜爆笑海象表演→鳥羽飯店 
 



早餐後前往愛知縣的【伊良湖岬】，伊良湖岬擁有絕美的海岸線景觀，其中被入選為日本白沙青松百

選的戀路之濱，同時也是戀人求婚的最佳地點。一旁還設有幸福之鐘、許願鎖，情侶們可前往許下對

愛情的承諾。另外純白色的伊良湖岬燈塔也是戀人們的幸福見證地標。 

之後前往伊良湖港口，搭乘渡輪橫渡伊勢灣，在約一小時的航程，可飽覽海灣島嶼及太平洋風光。後

來到三重鳥羽不能錯過的就是大人小孩都愛的【鳥羽水族館】 號稱世上規模最大的室內水族館，是

日本教育部指定的文教單位，深受日本小朋友的喜愛，尤其鎮館之寶－傳說的美人魚『儒艮』，這是

非常珍貴的海獸每年所需花費的飼料費高達 2400 萬日幣並受到華盛頓公約保護的稀有動物以及在南

美才有的稀有動物「黑白雙色海豚」，這些只有在鳥羽水族館才能看的到它們的身影，而全館飼育 850

種動物並有海獸表演，展區分為古代、極地、日本海、伊勢志摩海、熱帶雨林等區，以高科技重現當

地生態環境。此館幾乎是一般水族館的三倍左右，堪稱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超大型水族館。館內劃為

12 個地球環境區，造形為珊瑚礁大海的大型水槽，遠古海洋、海中動物區及展示海中生物等，規模

頗大。 

今晚住宿【鳥羽】，鳥羽位於三重縣志摩半島東北端，作爲 17 世紀的統治者九鬼氏的城下町繁榮起來，

屬於伊勢志摩國立公園，鳥羽市有美麗的大海，遺留著獨特生活氣息的孤島以及繼承了前人傳統的海

女文化。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鳥羽海鮮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綜和百匯自助餐 

住宿：鳥羽溫泉宿∼戶田家 或 近鉄 AQUA VILLA 伊勢志摩   或同級  

 

第 4 天 

鳥羽溫泉→伊勢神宮（日本天皇登基後必來朝拜）→托福橫丁（特別贈送~品嚐

伊勢名物∼赤福紅豆湯）→御在所岳（搭乘纜車高低差距 780 公尺的空中散）→免

稅店→名古屋城（上天守閣）→名古屋 
 

早餐後參觀具有 2000 年歷史的【伊勢神宮】，在日本是最重要的神社之一，在五十鈴的旁邊，被樹

齡達 800 年以上的神宮杉木所環抱，在參拜神社、廟宇的道路上舖滿了小圓玉礫石，洋溢著莊嚴的氣

氛，也是傳說中日本萬神之神「天照大神」的居所，是日本天皇登基後必來朝拜之所。伊勢神宮外的

「厄除町」也是一處充滿江戶時代風情的商店街，在這裡聚集了許多老食堂和茶館，以及販售著當地

小吃、名產的商家。其中，又以托福橫丁（おかげ横丁）最為熱鬧，重現了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的

氣氛。而這裏的熱門景點∼那就是「赤福」，於 1707 年創業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特別贈送~

赤福紅豆湯在赤福本店旁的五十鈴茶屋，優雅享受伊勢名物。後前往位於鈴鹿國立公園境內的【御在

所岳】，位於三重縣三重郡菰野町和滋賀縣東近江市的分界，是鈴鹿山系的第一高峰，標高 1212M

的御在所岳山頂與山麓間的高低差有 780M，從山麓搭乘纜車約 12 分鐘可達靠近山頂的山上公園站，

沿途可盡覽壯闊秀奇的山景，春夏的新綠與花海，秋天的楓紅與冬天的樹冰冬雪，是日本最有規模的

纜車之一。 

爾後返回日本中部第一大城【名古屋市】，於【免稅店】輕鬆購物後專車前往【名古屋城】參觀，位

於名古屋市的中央，裝飾在城堡望樓天守閣屋脊上的金色獸頭瓦最為有名。1612 年德川家康打造的

名古屋城，在歷史上為名古屋帶來無比榮耀，一直到日本戰國時代結束之前，名古屋城都是歷代德川



家族的居所。後在第 2 次世界大戰中於 1945 年受空襲，大部分被燒毀，1959 年重建天守閣，改為地

下一層地上七層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從那以後，天守閣的秀姿一直都是名古屋的象徵。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日式燒肉餐 或 日式風味御膳  晚餐：日式涮涮鍋料理    

住宿：名古屋 PRINCE SKYTOWER  或 CASTLE PLAZA 名古屋   或同級  

 

第 5 天 
名古屋~自由活動（建議行程：名古屋新地標∼綠洲 21 親水廣場&榮町自由逛

街購物&大須商店街散策）→ 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建議行程： 

【大須商店街】被稱為日本最有活力的商店街，家電商店、舊服裝店、美食店等各種商店鱗次櫛比，

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商店街里有萬松寺、大須中華街，附近還有大須劇場。 

【綠洲 21 帶水廣場】是一座斜面的立體綠草公園，下面是公車總站榮站，玻璃屋頂正下方是舉辦各

種活動的地下廣場「銀河廣場」，周邊還有近 30 家餐廳和購物商店。因為造型獨特，外觀就像宇宙

飛行船，夜晚燈光閃爍，可稱為名古屋新地標。 

【榮商圈】名古屋最熱鬧的購物商圈不夜城，酷似東京鐵塔的「名古屋電視塔」就佇立在榮町的久屋

大通公園內，和光彩奪目的「希望之泉」遙遙相對，相當顯眼。周邊除了大型百貨公司、購物商場、

精品店外，還有大型地下街，裡面有服飾、名品、書籍、文具唱片…等商品專賣店，以及各式餐館和

紀念品店，從逛街購物到品嚐美食，這裡都可以一次滿足您。 

 

爾後整理行裝，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灣，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五日遊。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餐點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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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