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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6【日本東北】賞楓之旅、函館星空夜景、 

金色堂、奧入瀨溪、白神山地 5日 
NT:46,300 元/人 (含稅、不含小費) 

 
【楓紅季節】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全看您和日本紅葉的緣份，敬請瞭解。

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原行程前往景點純欣賞，請見諒謝謝 。

 
行程特色 
日本東北地方又名陸奧，蘊藏全日本溫泉資源之最，在自然環境未經污染破壞的優勢下，造就許多仙

境般的溫泉勝地，有的溫泉圍繞在山巒叢林處、有的溫泉靜臥在溪流蜿蜒間、更有的溫泉是藏身在浪

花淘沙邊。無論您浸身何處，這悠然自得閒情都可以為自己的旅程增添色彩~ 

紅葉情事~一般人都以為紅葉指的只是指楓葉，其實日本位處在溫帶，在秋天會變紅的樹木很多，譬

如漆紅葉、梅紅葉、盧紅葉、柏紅葉、山櫻紅葉、銀杏紅葉、滿天星紅葉、乍紅葉、白樺紅葉、葡萄

紅葉等。這些樹木總是在秋天裡展現滿身繽紛，使日本的天然景緻更加詩情畫意~這才是最吸引人的

地方。 

  

●JR 新幹線：新函館北斗站至新青森站，─全長約 149公里，經青函隧道橫越津輕海峽。  

●北海道著名函館山百萬夜景(纜車來回)：在山頂展望台，欣賞與香港、拿波里並稱《世界三大夜景》

的函館夜景。夜晚釣墨魚船在海面上形成點點漁火，如夢似幻美不勝收。 



●松島(遊覽船)：日本最美的三景之一，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日本人俗稱之為《八百八島》，

或許是因為這些峭立的小島上有松，所以此地稱為《松島》。 

★特別安排搭船巡遊，海岸景色變化無窮，體驗日本三景無窮魅力。  

 
●奧入瀨溪(日本最美山澗)：集飛瀑、湍流、怪石和繁茂叢林，安排體驗一小段的溪畔散步道，樹海、

溪流、岩石、瀑布組成千變萬化景緻，吸收芬多精、享受漫步於森林浴裡，使人心曠神怡，輕鬆悠遊。  

 
●白神山地：橫跨青森縣和秋田縣，源流處有片 16,971公頃的珍貴山毛櫸原生林。 

★1993 年名列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 

 
●十二湖散策：來到白神山地西麓的美麗湖沼群。在大崩山山頂可望見 33座湖泊群中最美麗的 12

座，因此被稱作《十二湖》。湖泊被大片寂靜森林所環繞，因不同的光線角度呈現出各種夢幻般的色

彩。  

★青池：最具代表性的，水波粼粼、閃耀著藍寶石般的光澤，襯著寂靜橫臥的山毛櫸枯木，是大自然

大筆一揮而成、一幅美得叫人屏息的畫。 

★雞頭湯之池：十二湖當中最大的水池，因為水池的形狀類似雞冠，因此得名。 

★沸壺之池：有青森縣名水美名，附近的湧泉被發現竟與香奈兒 CHANEL 香水的原水成分相同，因而

名噪一時。來到這裡別忘了舀起一瓢清泉，好好品味北國大地的純淨甘甜。  

中尊寺：從山寺本堂前面或站在如法堂往下望，可以看見深淺不一的紅葉，披染在遠方的山頭，以及

腳下的谷地，點綴其間的還有低矮的民家，景色極為優美。 



 
●鳴子峽：位於鳴子溫泉和中山平溫泉之間，四周圍有森林和岩石山環繞，長達 4.5公里，深將近

100公尺的的溪谷。鳴子一側的入口到中山平入口建有 2.5公里的步道，中山平入口處的眺望台是

絕佳的觀景地點。10月中旬到 11月中旬的紅葉特別的讓人驚豔，是東北地方的紅葉名所。 

見晴公園香雪園(舊岩船氏庭園)：在 1893年時做為當地的大戶商人的別莊，而且有著相當正宗庭

園造景，不管是書院風的亭園、溪流、紅磚造的溫室…等，寬廣的庭院在秋天的時期配上紅葉顯得更

是美不勝收。 

 
●十和田湖散策：美不勝收的湖光山色；山嵐景色倒映在青藍的湖面上，景色優美絕倫。 

註：因全球氣候異變、自然生態難以準確評估，故歉難保證紅葉程度；預定紅葉期間，如遇天候因素

(下雨、大雪、颱風、氣溫...)，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為免向隅，請貴賓於報名前自行斟酌

衡量，謝謝您。詳細紅葉期間可參考紅葉最前線 。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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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1天 10/16 BR138 桃園 11:05 函館 15:35 3 小時 40分

第 5天 10/20 BR117 仙台 16:15 桃園 19:30 3 小時 50分
 

行程內容 

ＤＡＹ１ 桃園國際機場／函館空港～函館百萬星空夜景(世界三大之夜景+纜車來回)

～函館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北方空港～函館機場。  

北海道：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吸引觀光客前往探索這塊北方大地，感受不同於本州的獨特魅力。

四季分明的北海道，春櫻、夏綠、秋楓、冬雪各有各的風情，不論何時前往都很適宜。  

【函館山百萬夜景(含纜車上下山)】為函館最著名的景色，就是函館山的夜景，它與拿坡里，香港太

平山並稱為《世界三大夜景》；特殊的扇形地形， 可以說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註：遇纜車停駛或維修日則改為乘坐巴士上下山，費用採現場退費方式，敬請理解。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外用日式御膳料理

住宿：函館啄木亭溫泉旅館(大廳有 WIFI/房間無)自助晚餐 或 函館平成館溫泉旅館(大廳房間皆無

WIFI)自助晚餐 或 湯之川觀光 或 函館國際 或 同級旅館 

  

ＤＡＹ２ 飯店～函館朝市～JR新幹線(北海道函館─東北青森)～白神山地(世界自然

遺產)～津輕十二湖(山毛櫸自然林散策)～飯店 
【函館朝市】即使不買任何海鮮，光看一隻隻鮮紅肥美得帝王蟹一字排開。很是過癮。沿途陳列蟹肉、



醃海膽、鮭魚卵等名產令您大開眼界。 

【青函新幹線】搭乘2016年 3 月通車的 JR 新幹線至函館。新函館站─新青森站全長約 149 公

里，經青函隧道橫越津輕海峽，預計 2016 年 3 月正式通車後，車程僅需 1 小時左右。  

青函隧道（Seikan Tunnel）是一座位於日本北部的海底隧道。除了是日本界第一長的海底隧道之外，

青函隧道也是日本第一長的鐵路隧道，它穿越日本本州島與北海道島之間的津輕海峽，隧道兩端分別

位於青森縣東津輕郡今別町濱名與北海道上磯郡知內町湯之里。全長53.85 公里，沿線通過青森縣

東津輕郡外濱町和北海道松前郡福島町。 

●特別說明 

※ 北海道新幹線 如因班次時間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延遲搭乘時間時，行程順序也會配合班次

有所調整。 

※ 搭乘新幹線時行李限制:每人限定兩件行李箱以內(行李箱 長+寬+高合計250公分以內；合計

重量 30公斤以內)。 

◎本日搭乘新幹線需自行提領行李上新幹線 

【白神山地】橫跨青森縣和秋田縣，源流處有片16,971公頃的珍貴山毛櫸原生林。★1993年名

列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 

【十二湖散策】來到白神山地西麓的美麗湖沼群。在大崩山山頂可望見33座湖泊群中最美麗的12

座，因此被稱作十二湖。湖泊被大片寂靜森林所環繞，因不同的光線角度呈現出各種夢幻般的色彩。 

★青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水波粼粼、閃耀著藍寶石般的光澤，襯著寂靜橫臥的山毛櫸枯木，是大

自然大筆一揮而成、一幅美得叫人屏息的畫。 

★雞頭場之池：十二湖當中最大的水池，因為水池的形狀類似雞冠，因此得名。 

★沸壺之池：有青森縣名水美名，附近的湧泉被發現竟與香奈兒CHANEL 香水的原水成分相同，因而

名噪一時。來到這裡別忘了舀起一瓢清泉，好好品味北國大地的純淨甘甜。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飯店內用自助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日式風味定食 

住宿：十和田莊 或 十和田 LAKE VIEW 或 十和田王子 或 青森 SUNROUTE 或 ROCKWOOD 白神渡

假村 或 青森市區 或 同級旅館 

 

ＤＡＹ３ 飯店～十和田湖散策～發荷峠展望台～乙女之像～奧入瀨溪流(日本最美山

澗、紅葉散策)～東北採果體驗～飯店 
【十和田湖散策】十和田湖群山環抱、美不勝收的湖光山色，是東北的最著名的美麗湖泊，位於青森

縣和秋田縣邊界上海拔400米的山上，周長共有44公里，是雙層破火山口湖，為大噴火時出現的

噴火口陷沒後所形成。湖最深的地方深達327米，透明度高為其主要的特色。遊覽湖光山色，為東

北名勝。春天的櫻花、夏天的深綠、秋天的紅葉、冬天的白雪，四季皆可欣賞不同的自然美景。接著

前往十和田湖發荷?展望台眺望景色優美、大自然的天堂，是東北地區首屈一指的觀光勝地，並造訪

紀念青森縣民湖畔傳說中的<乙女像>，一旁的湖上之風光山色，倒映在青藍的湖面上，景色優美絕

倫。 

【乙女像】紀念青森縣民湖畔傳說，一旁的湖光山色，倒映在青藍的湖面上，景色優美絕倫。乙女像

就豎立在寧靜清幽的十和田湖畔，位於十和田神社附近，現在已成了這裏的象徵，是旅客遊覽時的熱

門拍照地。乙女像出自日本著名的雕塑家高村光太郎，亦是其最後遺作。青銅乙女像由兩個對望的赤

裸少女組成，據說少女的原形正是高村先生的太太千惠子夫人，而此裸體雕塑的靈感則是受十和田湖

一片優美自然的景觀所啟發。 

【奧入瀨溪流(日本最美山澗)】：奧入瀨溪由橫跨青森與秋田之間的十和田湖的子之口流出，汨汨迤

邐而下綿延 14 公里，穿梭在綠葉、亂石與枯木之間，淙淙的溪流變化多端，隨著四季的轉換，呈現

出不同的極致美景，每一個角度都是溪流之美的代表作。  

由燒山起到子之口之間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名勝，最精華的路段是由石戶到子之口之間的9公里。走完 

全程需要3個多小時的時間。沿途大約有20個大大小小不同風貌的瀑布與激流，所以其步道又被稱 

為《瀑布街道》，其中以銚子瀑布最大也最具代表性。悠閒地漫步在這靜謐的溪谷中，眺著由各種顏 

色交織而成的景色與清澈見底的溪流，頓時讓人忘了時間忘了所有的一切，只記得當下。 

註：因時間及天候因素，僅選擇安排一小段散步體驗，敬請理解。 



【體驗果園採果】東北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與地理環境，讓東北盛產各式各樣的水果。特別安排採 

果體驗，讓您闔家小一同享受摘採當季水果的樂趣。 

註：如因天候因素果園採收完畢或無法採收，則改贈送產自當季水果(每人一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

住宿：安比 GRAND 或 花卷溫泉 或雫石王子飯店 或 八幡平王子 或 同級旅館 

  

ＤＡＹ4 飯店～中尊寺(紅葉名所)、金色堂(世界文化遺產)～鳴子峽大橋(紅葉名所)

～仙台市區自由活動～仙台 
【中尊寺(世界文化遺產)】原本建於嘉祥3 年(西元 850 年)，到了藤原是第一代藤原清衡的時候，

把整個中尊寺改頭換面，於西元1105年，在杉木林中建了廣闊華麗的殿堂，使中尊寺擁有40多座

院舍殿堂，不過後來受到戰火波及，最初原始的院舍如今只剩中尊寺本殿汗經藏兩間遊客可以從這兩

座院舍看出當年藤原氏權勢的顯赫。我們將安排從山上散步至山下可參觀沿途廟寺。 

註：包含金色堂及覆堂門票。 

【鳴子峽大橋(紅葉名所)】位於鳴子溫泉和中山平溫泉之間，四周圍有森林和岩石山環繞，長達4.5

公里，深將近100公尺的的溪谷。鳴子一側的入口到中山平入口建有2.5公里的步道，中山平入口

處的眺望台是絕佳的觀景地點。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紅葉特別的讓人驚豔，是東北地方的紅葉

名所。  

仙台車站前：日本東北流行之指標，與東京大阪同步，您可於此開始享受日本的購物樂趣；仙台車站

東口一帶，站前廣場已經竣工，爵士樂等演奏會場、音樂會演奏廳等備受年輕人歡迎的場所齊全，已

成為一個新的仙台的代表形象。 

註：逛街行程會視實際時間調整，敬請理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日式燒烤自助料理 或 日式風味定食

或 方便逛街，發放2000日幣 

住宿：仙台 MONTEREY SENDAI HOTEL 或 仙台 HOLIDAY INN 或 名取 或 岩沼 或 白石 或 湯元

秋保 或 仙台 LA 樂 RESORT GREEN GREEN 或 同級旅館 

 

ＤＡＹ5 飯店～鹽釜神社(陸奧第一宮)～免稅店～松島灣(搭乘遊覽船巡遊)～仙台空

港／桃園國際機場 
【鹽釜神社】有《陸奧國第一宮》之稱，距今已有 1200年歷史。神社臨海而建，是守護海上安全的神社，所

以深受漁民和孕婦敬仰。 

【免稅店】您可自由選購些贈親友的小禮物。 

【松島(搭乘遊覽船遊覽灣內景緻)】松島是散佈在宮城縣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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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彎曲多變，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日本人俗稱八百八島。松島的景色根

據地點與季節產生各種變化，景色之優美堪稱日本三景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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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鷹森和多聞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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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井 OUTLET】三井 OUTLET 購物廣場：2008 年 9月開幕的大型商場，也是東北佔地最大的 OUTLET 廣

場，擁有 120 間店鋪，包括知名國內外的流行品牌、流行雜貨等多樣種類，其中還包含 93間 Outlet 的品牌。

此外，位於購物中心入口還設立了摩天輪，讓您可一覽仙台市區的風景，還有可購買東北專屬商品、伴手禮、

鐵路便當等的 MARKET STREET。 

 

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專機返回國門，為此知性之旅劃下句點。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機上餐食 或 機場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