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紫藤物語、三春瀧櫻、置賜櫻花回廊賞櫻溫泉七日
【行程特色】
※ 造訪南東北著名的【賞櫻百選地】：【置賜櫻花回廊】、【松村公園】、【鶴岡公園】、【二本松城】等
賞櫻名所，盡覽南東北繽紛的櫻花季。
※ 造訪與「淡墨櫻」和「山高神代櫻」並列為日本三大巨櫻【三春瀧櫻】。
※ 前往阿信的故鄉【山形縣・酒田】。參觀歷史古蹟【酒田山居倉庫】，欣賞古倉房的建築之美。
※ 參觀日本藤花公園最具代表性的【足利藤花公園】，園內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日本第一位女樹醫「塚本こな
み」所移植成功的大藤，現今樹齡 140 歲左右，樹枝分散約 517 平方公尺之面積廣。
※ 參觀日本最早的鮭魚博物館【Iyoboya 會館】
。以及參觀已有 390 多年歷史的鹽漬鮭魚專賣店【味匠 喜川】
。
※ 夜宿於擁有眺望荒川及 2 段瀑布景觀露天溫泉的和風旅館土湯温泉【ホテル山水荘】，能欣賞太平洋日出
的大洗海岸【大洗ホテル】，新潟縣著名湯田上温泉【ホテル小柳】，以及山形縣あつみ温泉著名旅館的
【高見屋別邸 久遠】、上山温泉【有馬館】，日光國家公園那須温泉【リゾートホテル ラフォーレ那須】
等著名溫泉飯店，並且保證二人一室。
※ 本公司以【極上的堅持與信念】為出發點，嚴格控管旅遊品質。讓您充分享受旅遊樂趣，達到渡假休閒的
意義，而非片面式趕行程之旅遊型態。
【極上的堅持與信念】
※
※
※
※
※
※

決不接受免稅店派車，不進所謂俗稱的「觀光團體指定的藥品免稅店」。
決不在車內做任何商品推銷，以達到「完全零購物」。
獨家出團，
「絕不併團」
。
獨家設計規劃行程，「親自帶團」
，確保品質。
行程以「悠閒慢活」為出發點，享受旅遊。
「行程內容」皆已嚴密規劃完成，
「行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出發日期：2019 年 04 月 21 日 （日）
日

期

航

班

【預定航班】：日本航空
起

飛

地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地

抵 達 時 間

04 月 21 日（日）

JL-802

桃園機場

10：00 起飛

東京成田空港

14：20 抵達

04 月 27 日（六）

JL-809

東京成田空港

18：00 起飛

桃園機場

20：55 抵達

※去程、回程班機，以出發前最終確認之說明會資料為主。
【預定住宿飯店】
湯田上温泉：ホテル小柳

大洗海岸：大洗ホテル

那須温泉：リゾートホテル ラフォーレ那須

あつみ温泉：高見屋別邸 久遠

かみのやま温泉：上山温泉

土湯温泉：ホテル山水荘

有馬館

【行程餐食及住宿地】
日

次

早

第一天

餐

午

餐

晚

餐

機上套餐

溫泉飯店內豐盛日式會席料理

第二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內豐盛日式會席料理

第三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內豐盛日式會席料理

第四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內豐盛日式會席料理

第五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內豐盛日式會席料理

第六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內豐盛日式會席料理

第七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機上套餐

【參觀景點】
※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好登機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東京成田空港】。抵達後，專
車前往飯店休息，一滌旅途疲憊，準備明日豐富的行程。
※ 【上杉神社】（賞櫻期：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500 棵，染井吉野櫻）位於日本山形縣米澤市內，是祭奠
戰國時代名將上衫謙信的神社，也是米澤市最主要的觀光景點之一。上杉神社坐落在松岬公園（原米澤城
迹）內，原有的大殿在大正時代被燒毀，1923 年，按照設計明治神宮和平安神宮的著名設計師伊東忠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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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士的設計，大殿得以重建。除了大殿，公園內還設有上衫紀念館、上衫謙信公像、上衫鷹山公像等相關曆
史建築，遊客漫步其中，可親身感受濃厚的曆史滄桑感。
【置賜櫻花回廊】（【賞櫻百選地】：4 月中旬～4 月下旬）置賜櫻花回廊一如其名，是一個以櫻花連綴成、
長約四十三公里的景觀路線，這裡的櫻景和其他地方群生燦爛的櫻花不同，主角們是一棵又一棵的高齡櫻
樹，所在範圍從山形縣的白鷹町、長井市到南陽市。【白鷹町】裡的名櫻有樹齡一千兩百年的「藥師桜」，
品種為「江戶彼岸櫻」，是山形縣指定天然紀念物。【長井市】的名櫻中，日本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的「伊
佐沢の久保桜」為最，樹齡一千兩百年，據說是東北地方最大的樹木；第二名是縣指定天然紀念物的「草
岡の大明神桜」，往昔它的樹枝覆蓋的範圍有將近一千平方公里，甚至可覆蓋一棟房子。【南陽市】方面，
「烏帽子山千本桜」有一千多株的染井吉野櫻。平成６年、各個桜花的保存会集結成立「置賜櫻花会」。
【Iyoboya 會館】
「Iyoboya」是新潟縣村上市方言的「鮭魚」之意。位於三面川畔的 Iyoboya 會館是日本
最早的鮭魚博物館。館內設有鮭魚的小型孵化場等可以簡而易懂地了解昔日的捕魚法，以及所有村上鮭魚
訊息的資料。此外，室外的鮭魚樂園還設有美麗的池塘及水車、草坪公園等。
【味匠 喜川】味匠喜川是開業已有 390 多年歷史的鹽漬鮭魚專賣店，一走進門就可看到從天花板的樑上垂
吊著的近千條鹽漬鮭魚，超壯觀。對村上的人們而言，鮭魚從 1000 多年前的平安時代到現在，一直都是特
別的魚，在三面川附近的日本第一間鮭魚博物館「イヨボヤ会館」，就是本地的方言「魚中之魚」之意，
展示有鮭魚的生態及傳統漁法等。他們與鮭魚共生，敬愛鮭魚、也享用鮭魚，因此村上的鹽漬鮭魚只用鹽
漬風乾，不加其他任何添加物。此外還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不把魚肚全部切開，刻意保留中間一小片
相連，這是以武士之道表達對鮭魚的敬意，因此鮭魚不切腹。村上的家庭吃鮭魚的傳統規矩是：魚頭給一
家之主享用、長子享用第二段魚肉，接著按兄弟年歲順序一段段切下來，老婆吃魚尾。在村上有超過 100
種的鮭魚料理，從頭到尾、內臟、骨頭都不輕易浪費，最特別的是連魚鰓都炸來吃，真是不可思議。除了
是鮭魚老舖，讓味匠喜川大大有名的是女星吉永小百合為 JR 東日本「大人的休日俱樂部」，在味匠喜川的
暖簾前拍的一張廣告海報，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同樣的位置擺出相同的姿勢拍照留念。
【村松公園】（
【賞櫻百選地】
：4 月中旬～，約 3000 棵，染井吉野櫻）村松公園春季約有 3,000 株櫻花一
齊開放。賞櫻期間還有露天攤床及店鋪林立，十分熱鬧。入選了日本櫻花名所 100 選，是日本屈指可數的
賞櫻名所。
【一本杉鬱金香花田】
（4 月中旬～4 月下旬）新潟縣五泉市，佔地 3 公頃，種植 150 萬株各式鬱金香花，
也是縣內最主要鬱金香花生產地。
【三春瀧櫻】（賞櫻期：4 月中旬～4 月下旬，枝垂櫻／樹齢 1,000 年）三春滝櫻在大正 11 年（1922 年）
被指認定為「國家天然記念物」
，與「淡墨櫻」和「山高神代櫻」並列為日本三大巨櫻。向四方延伸的樹枝
達 20 公尺，盛開時垂掛在枝幹上一洩千里的的櫻花猶如一座粉紅色的瀑布，因此被命名為「滝櫻」
。過去
這棵滝櫻作為三春籓主的御用櫻樹受到特別的保護，當時只要一到四月，每天都有快馬回報滝櫻的開花狀
況，等到了櫻花滿開時籓主就會前往賞花；而今日皇居正殿松之間所裝飾的杉戶繪「櫻」正是參考這棵櫻
樹所畫。
【二本松城】
（【賞櫻百選地】：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2500 棵，染井吉野櫻）是在 1643 年(寬永 20 年)
由第一代的二本松藩主丹羽光重築起的近世城廓。十萬石的二本松藩，在戊辰戰爭因地處軍事要衝爆發激
烈的攻防戰役，留下二本松少年隊戰死等感傷落的故事後遭到攻陷。現今將城堡遺留下來的石垣景觀整修
成縣立自然公園。自然蘊成的美景讓四季到訪的遊客無不為之感嘆，特別是一到春天園內的 2,500 棵櫻花
樹爭相盛開，整座城如同被薄薄霧氣籠罩般的景象因而被取名為「霞城」
。
【倉津川 枝垂桜】（賞櫻期：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170 棵，枝垂櫻）流經天童市中心的倉津川兩岸種
植了約 1.4 公里長，170 左右的枝垂櫻，成為天童市區欣賞枝垂櫻的名所。
【鶴岡公園】（【賞櫻百選地】：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700 棵，染井吉野櫻、大島櫻、枝垂櫻）鶴岡城
是作為舊庄內藩主酒井家的居城約有 250 年之久的歷史，城內的護城河及砌城的石垣，幾百年杉樹，皆可
感受歷史的痕跡。春天櫻花盛開，成為山形縣內最具代表的賞櫻地。
【酒田山居倉庫】這座山居倉庫是明治 26 年（1893 年）時建來當做「酒田米穀交易所」的附屬倉庫之用，
雖然建築物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但至今仍然不失農業倉庫的功用。12 棟僅僅相連的「土蔵造」（以土砌
外牆塗上石灰搭建的傳統日式倉庫建築），除了倉庫內部設有阻隔濕氣的構造之外，倉庫外圍高大的櫸木
也有助於日曬和風乾，是一座巧妙的利用自然條件進行低温管理的古老倉庫。同時這裡也是日本 NHK 知名
電視劇《阿信》和 2009 年上映的電影《Snow Prince》的外景地。
【日中線記念自転車歩行者道__紅枝垂櫻】（賞櫻期：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1000 棵，紅枝垂櫻）『日
中線記念自転車歩行者道のしだれ桜』是福島喜多方地區超人氣的賞枝垂櫻景點，廢棄的舊鐵道日中線遺
址改建為全長三公里的單車、人行步道，兩排栽種著千株紅枝垂櫻。
【観音寺川】（賞櫻期：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200 棵，染井吉野櫻、枝垂櫻）位在福島縣豬苗代町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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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寺川兩岸，沿著觀音寺川旁長達 1 公里的迴廊。種植有染井吉野櫻與枝垂櫻等櫻花，蘊成一條櫻花通道。
※ 【翠樂苑】（賞櫻期：4 月中旬～4 月下旬，約 800 棵，染井吉野櫻）是位於福島縣白河市的池泉回遊式的
庭園。翠樂苑是 1801 年由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建築於南湖公園的一角。南湖公園是日本最古老的公園,現在
是國家的名勝史跡。翠樂苑面積大約為 2 萬 4700 平方公尺,被分成 3 個區域。「野邊區」以松樂亭和上池
為中心。松樂亭是一棟和式的建築物,可以作為花道和俳句詩人的聚會地點,也可以在那裡享用抹茶和和菓
子。「城鎮區」在是在庭園的入口處的廣場,除此之外還有中池和下池。在「山之區」是秋水庵茶室的所在
地。秋水庵是可以作為茶道眾會的場地。整個庭園區域都有種植很多不同種類的花草榭木,一年四季都可以
在這裡享受不同的風景。
※ 【足利藤花公園】1996 年 2 月，將 4 棵大藤移植至此。園內種植了多種類的植物。其中園內最具代表性的
是由日本第一位女樹醫「塚本こなみ」所移植成功的大藤，現今樹齡 140 歲左右，樹枝分散約 517 平方公
尺之面積廣。堪稱世界最大的藤花。
※ 之後，前往【東京成田空港】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豐富美好的足利紫藤、三春瀧櫻、置賜櫻
花回廊賞櫻溫泉之旅，期盼下次再與三五好友們舊地共遊，再次細說當年。

※【行程】及【住宿飯店】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注意事項】
1. 成團人數 16 人以上成行。
2. 交通、住宿、觀光景點忠於原公告行程，若遇特殊狀況（如班機起降時間的變動、交通阻塞、船舶臨時變更時間
或停駛等突發狀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以整體行程順暢為原則，保有調整、變更行程與轉機點之
權利。
3. 如遇中途自行脫隊或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
4. 請自行確認護照有效日期，以該團回程日期為基準，有效期限仍在 6 個月以上。
5.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立即生效，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6. 如遇景點休館均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7. 為維護團體旅遊之品質，我們堅持售價，並以提供每位團員盡善盡美且對等的服務為目標。
8. 請依個人需要，建議旅客自行加保【旅行平安險】。
【報名須知】

※團費：NT$ 79,800

1. 單人報名時，則須另補房間差價台幣 20,000 元。
2. 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A.不加價三人一室(使用飯店提供輔助床加床，輔助床亦有數量限制，以
入住當天該飯店提供數量為主)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
3. 為維護團體旅遊之品質，我們【堅持售價】
，以提供唯美盡善的服務!!
4. 報名時需提供【聯絡方式及護照影本】以便確認機位，並以支付訂金現金 NT$10,000 以保留機位。
5. 訂金部分請以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處理（請自行保留匯單作為依據）
，並來電通知已付訂金完成報名手續。
6. 尾款部分則於出發前十日，以刷卡（不加手續費）或匯款方式完成即可。
※費用包含：
1.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
2. 航空公司燃料稅及機場稅等諸費用。
3. 住宿飯店及表列餐食。
4.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附加 10 萬醫療險。
5. 行程設計費用及導遊、司機小費。
6. 台中至桃園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有人數、區域之限制，無法接送時，一律退費 NT$800 元）
※費用不包含：
1. 晶片護照新辦（NT：$1,600）
極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40864 台中市南屯區大同街 61 號 1 樓
交觀甲字第 6679 號 、中品保 0237
TEL：(04)2471-0882
FAX：(04)2471-1227

業務担當

匯款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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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貴 琳 小姐
陽信商業銀行 台中分行
帳
號：076420001022
銀行代號：108
戶
名：極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