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152號6樓 603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2019/04/24【花賞東京】紫藤伴芝櫻＊夜賞紫藤花、 

海濱粉蝶花、杜鵑岡公園、輕井澤溫泉 5 日 

NT:45,500 元/人(含稅、導遊小費、二人一台 WIFI 機) 

◎特別安排: 二人一台 WIFI 機。 

◎第一天~【特別安排】花壽司+飲料車上享用 

◎第五天~【特別安排】機場拉麵或發放日幣 +機上餐食 

 
*花期時間極其短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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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色介紹： 

註：以下花祭由於是自然開花，因此開花時間會因為天氣或其他原因而提前或推遲以實景為主，敬請見諒(以上照片為官

網所提供)。  

 

 



 

 



 

  



 

 



 

 
 

參考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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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4/24  BR198  台北(桃園)  成田(東京)  08:50  13:15 

2019/04/28  BR197  成田(東京)  台北(桃園)  14:15 16:55 

或 

2019/04/24  CI100 台北(桃園)  成田(東京)  08:55 13:15 

2019/04/28  CI101 成田(東京)  台北(桃園)  14:30 17:1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東京成田空港→(車程約 2H15 分)足利紫藤花園、夜賞紫藤(2018 年

4 月 14 日～5 月 20 日) →足利 

【足利紫藤物語】紫藤是公園最具代表的花卉，屬於多年生藤蔓植物，莖具纏繞性，直徑達 10

公分以上，常被用作棚架觀賞植物，花期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總狀花序側生在枝端，20～

30 朵紫色小花整齊排列，開花時蝶形花朵成串下垂，長度可達 15～30 公分，花量大時彷彿

紫色瀑布，美得令人屏息。公園裡的紫藤約 300 棵，每逢盛開時聲勢驚人，被公認是全世界

最漂亮的紫藤花美景，園內最受矚目的「大藤」、「白藤通道」、「八重黑龍大藤」，甚至被列為

櫪木縣指定天然紀念物。「大藤」是園區的主打招牌，共有 3 株，樹齡已超過 130 年，它的藤

架範圍廣達 600 個榻榻米，垂掛的花穗就像瀑布，非常壯觀！稀有的「八重黑龍大藤」花朵

為重瓣，遠遠看每串花就像一串葡萄，而且香氣濃郁。「白藤通道」長 80 公尺，密生的花穗

讓人感受無比柔美與幸福。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機上餐食 + 【特別安排】花壽司+飲料車上享用 晚餐: 紫藤便當+飲料 

住宿： ROUTE INN 第二足利  或  ROUTE INN 足利站前  或  ROUTE INN 佐野藤岡  或  佐

野 CANDEO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足利→(車程約 1H50 分)日立常陸海濱粉蝶花季(預計 4 月下旬~5 月中旬) →(車程

約 1H35 分)市貝町芝櫻公園(2018 年 4 月 7 日~5 月 6 日) →(車程約 1H)鬼怒川(或

鹽原溫泉區)溫泉街輕鬆漫步 

【日立常陸海濱公園】位於日本茨城縣的國營日立海濱公園，佔地廣闊約有 135 公頃之大，

公園內分成花園區、樹林區及遊樂園區等，在高低起伏的丘陵上，漫山遍野都是五顏六色

的繽紛美景，潔白、橙黃、鮮紅、靛藍等多彩色調，盡在眼底。花園區四季各有不同花卉

盛開，可稱得上是花的天堂，春天有鬱金香，還有 100 萬株的水仙，夏天的向日葵、藍色

的粉蝶花。如果在秋天到訪，會看到大片的掃帚草已經變成了絢爛的紅色海洋，還有波斯

菊隨風搖曳，畫面美不勝收。公園內除了賞花之外，還有一處景點是必遊之推薦景點，就

是グラスハウス  Sea Side Cafe，這個臨海的咖啡廳，外觀鑲著玻璃，彷彿一座玻璃屋一

樣，而且從露天咖啡座可直接面對太平洋，微風吹拂下欣賞夕陽的絕景，佐上一杯香醇濃

郁的咖啡。  

【市貝町芝櫻公園】市貝町是日本栃木縣芳賀郡的一個小城鎮。春天插秧結束之後，當地的農家會在

田間種植芝櫻。近年在市貝町芝櫻公園則增種許多的芝櫻，像地毯般的花海壯麗景觀，非常漂亮！讓

人心情舒暢，流連忘返！ 

【鬼怒川】從昭和時期到東武鐵道開通之前，鬼怒川溫泉被稱作『瀧之湯』或『下瀧溫泉』，1927 年

時才改名為鬼怒川溫泉，並與上游的川治溫泉合併為鬼怒川、川治溫泉鄉，如今沿著鬼怒川溪谷層層

排列著近百家的溫泉旅館。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日式定食 晚餐: 日式迎賓料理 或 迎賓自助餐 

住宿: 鬼怒川御苑溫泉酒店 或 鬼怒川觀光溫泉酒店 或 鬼怒川 PLAZA 溫泉酒店 或 新鹽原溫泉

酒店 或 鬼怒川花千鄉 或 SUNVALLEY 那須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鬼怒川→(車程約1H分)館林杜鵑崗公園(約 4月10日～5月 5日) →(車程約 2H) 輕

井澤銀座通→聖保羅教堂→特別安排~露天咖啡+蛋糕→ 輕井澤 OUTLET

→輕井澤(或嬬恋或萬座) 

【館林杜鵑岡公園】佔地 11 公頃的公園內種植了五十餘種，近 1 萬株杜鵑。有推測樹齡 800~1000

年的山杜鵑古樹和超過 5 米的杜鵑樹，從樹下走過時宛如進入了杜鵑花的通道一樣。杜鵑花崗公園的

杜鵑花期於每年的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山杜鵑、大山杜鵑、白霧島杜鵑、本霧島杜鵑、白琉球杜鵑

等五顏六不同品種的杜鵑接連綻放，交織成一片五彩繽紛的杜鵑花海。 

【輕井澤銀座】的商店街，店舖大都是當年東京、橫濱的老店特別在此設立的分店。 

【聖保羅教堂】美國著名建築家〝雷蒙得〞先生以主題「木的架構」建構而聞名的教堂是輕井澤著名

的風景之一。 

【特別安排~露天咖啡+蛋糕】您有一整個上午可以暢遊輕井澤，輕盈的轉動、涼爽的清風，幫你在

露天咖啡館點一杯香濃的咖啡再加上一塊美味的蛋糕，讓您跟綠色的輕井澤來一趟美妙的森呼吸。 

註：遇下雨天或是天氣較冷無法在露天咖啡館時，則改為室內咖啡廳贈送輕井澤著名的摩卡咖啡乙杯

+蛋糕。 

【輕井澤 OUTLET】這裡有許許多多日本以及國際的知名品牌的專賣店，您可再此逛街購物，並有美

食街讓您自由選擇。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日式和食料理 (1500 日幣) 晚餐: 飯店內自助餐(視飯店提供) 或 飯店內

會席料理(視飯店提供) 

住宿：輕井澤 1130 溫泉飯店 或 輕井澤王子 VILLA(8 人一棟、2 人一室有獨立衛浴) 或 輕井澤

GREEN PLAZA 溫泉飯店 或 嬬恋王子飯店 或 萬座 PRINCE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飯店→川越小江戶古道散策+融合江戶時代建築風情及在地工藝→星巴克

川越老街店<2018 年新開幕>→ (車程約 1H50 分)龜戶天神社(紫藤花期約 4 月下旬

~5月中旬) →(車程約 20分) 東京免稅店→台場DIVERCITY TOKYO PLAZA購

物廣場→東京 

【川越小江戶】是江戶時代時以作為川越藩的城下町而繁榮的都市，市區內保留了許多江戶時代留傳

下來，具有歷史性的街道以及寺院，四處充滿著思古幽情，其中尤以黑磚瓦片製造的藏屋聞名，整座

城市更被指定爲「日本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市內的觀光名勝地，每年更吸引了約有 600 萬人

次的觀光客來到此地的熱門景點區。 

【星巴克川越老街店】從大約四百年前的江戶時代初期開始每天會在 6、12、15、18 點一共四次的

整點時刻敲響鐘聲的川越代表性地標「時の鐘」，只要聽見鐘聲就能大致推算出現在時刻。而小江戶

川越的星巴克店面「STARBUCKS 川越時鐘小路店（スターバックス コーヒー 川越鐘つき通り店）」

就在時之鍾附近，為了尊重當地的藏造建築特色也採用日式外裝，本來總是綠白相映的經典 LOGO

也改成洗鍊簡潔的黑色，如今像這樣顛覆原本人們對於星巴克既定印象，並讓現代與傳統和諧共存的

星巴克概念店在日本引起了話題與風潮，川越的星巴克由 2018 年 3 月 19 日新開幕幾個月就吸引不

少人前來採點。 

【龜戶天神社】每年四月下旬開始，龜戶天神社的紫藤花將會一起盛開，一串串淡紫色的嬌美花穗從

藤棚架垂下，隨風搖曳的姿態非常美麗。在紫藤棚架下躺著一灣心字池，天氣好的時候池水如一面鏡

子，紫色的花朵倒映在池水中，這樣的美景只有再歸戶天神社才得以見到。龜戶天神社的藤花非常具

有歷史淵源，有文獻記載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都曾到這裡觀賞美麗的紫藤

花，此外這裡的紫藤花還成為許多浮世繪等創作的題材，龜戶天神社有「東京第一賞藤勝地」的美稱，

可以說是名副其實。 

【免稅商店】在此可選購您喜愛的名產，琳瑯滿目，多元化的商品，售貨的服務品質保證，如果還沒

選購紀念性物品或是健康食品、三 C 電器等等，提醒您把握時間盡情選購。 

【DiverCity Tokyo Plaza 購物城】 2012 年 4 月 19 日全新開幕營業，位在台場著名地標富士電視台正

後方，由日本三井集團興建的，共擁有 9 層樓、154 家店舖，包括：「H&M」、「ZARA」、「FOREVER21」、

「Bershka」、「UNIQLO（ユニクロ）」及「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Aerie」、「ARMANI JEANS」、

「BURBERRY BLUE LABEL」、「BURBERRY BLACK LABEL」、「BEAMS」等多家日本與世界的知名

服飾品牌。另外備受注目的是戶外廣場所展示高 18 公尺的大型機動戰士『鋼彈獨角獸』模型，已成

為台場的新地標！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日式和食料理 (1500 日

幣) 

晚餐日式燒烤料理或日式和食料理 (2500 日幣) 

住宿: 巨蛋酒店 或 喜來登都 或 新宿京王廣場酒店 或 東京帝國 或 全日空洲際 或 東京大倉 

或東京灣希爾頓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東京→東京成田空港／桃園機場 

今日由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

好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特別安排】機場拉麵或 發放日幣 1500 +機上餐食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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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ivejapan.com/zh-tw/in-tokyo/go-land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