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形～櫻桃祭、史跡、美瀑、美酒、美食溫泉七日
【行程特色】

【精選景點】












【150 年以來特別公開拝観～國寶羽黒山五重塔】由平将門（903 年~940 年 3 月 25 日）創建。現在的
五重塔是約 600 年前再建的。也是現今日本東北最古老的國寶塔，建於 14 世紀，高 29 公尺，屋頂為「柿
葺」結構（以厚度 2.4mm 薄杉板重疊鋪成，是日本傳統的建築手法之一）
，有三間五層，原木建造，1966
年被指定為國寶。此地也得到「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版」三星認證的殊榮。
【秘佛大公開～三神合祭殿～三神合祭殿再建 200 年紀念】祭拜「出羽三山」的月山・羽黒山・湯殿山
の三神合祭的大神殿，日本第一大的茅葺屋頂大神殿。現今的神殿是在文政元年(1818 年)重建的。
【櫻桃「佐藤錦」的故鄉】山形縣的採櫻桃，觀光果樹園在每年 6 月中旬左右開始至 7 月上旬，這個期
間是山形才有的採櫻桃季節。
「佐藤錦」的品種是最具代表。前往「櫻桃東根」所在的東根市。這裡是山
形數一數二的櫻桃產地，也是人稱櫻桃之王的品牌水果「佐藤錦」的故鄉。
【土門拳記念館】土門拳紀念館是展出日本昭和時代（1926-1989）著名攝影師土門拳的攝影作品的美
術館。也是日本最初的攝影専門美術館。
「土門拳記念館」的建築物是由國際知名日本建築師「谷口吉生」
所設計，同時於 2009 年得到「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版」的二星認證的殊榮。
【東澤玫瑰公園】佔地 7 公頃，種植超過 700 個品種，總共有二萬棵玫瑰花的東澤玫瑰公園，是日本
最大型的玫瑰園之一，更曾經入選「日本前 100 名有美麗景色的地方」。
【高畠葡萄酒廠】成立於平成 2 年(1990 年)。氣候和氣溫，土壤和地形等要素適合葡萄的栽培以及葡萄
酒的釀造的地區，集中於北緯 30-50 度以及南緯 20-40 度，這一帶被稱為是葡萄酒地帶。高畠葡萄酒廠
坐落於北緯 38 度。被富饒的大自然環繞的這裡，可以說作為釀酒廠來講，擁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東光酒蔵】創業於安土桃山時代，慶長 2 年(西曆 1597 年)。「東光酒蔵」具有悠久歷史的「陸奥釀酒
廠」
，罕見的東光系列酒品，是東北最大規模的酒造資料館。過去皇太子殿下及皇太子妃殿下（現今的德
仁天皇）曾親臨本地，並由家主「小嶋彌左衛門」帶領參觀。在館內也可參觀到當時實際的樣貌。

【精選住宿】，保證二人一室。






【仙台ロイヤルパークホテル】宮城縣仙台市泉區有一棟像城堡的建築物，就是仙台皇家花園酒店，酒
店附近有很多豐富的自然環境，讓您在城市中也可以享受大自然！
【瀬見温泉 ゆめみの宿 観松館】位於最上的瀬見溫泉 夢見宿 観松館距離瀬見溫泉站徒步 8 分鐘。飯
店的客房內均備有免費 WiFi 和 LAN。客室內備有浴衣。館内設有大眾浴場、露天溫泉。
【湯野浜温泉 ホテル満光園（續住二晚）】湯野濱溫泉 HOTEL 滿光園距離庄內機場車程約 10 分鐘。
這間酒店座落於一座可俯瞰日本海與湯野濱海灘的山丘上，以其使用火爐烹飪的餐點以及搗麻糬早餐而
聞名。房客可以一邊在公共浴池或露天溫泉浴池中放鬆享受，一邊欣賞美麗的花園與海洋景觀。這裡供
應的日式會席料理皆以下沉式火爐製作而成。舒適的日式房間內可看到美麗的海景。大廳內提供 WiFi。
【蔵王温泉：ホテルルーセントタカミヤ（續住二晚）】藏王溫泉 Hotel Lucent 高見屋飯店是一間時尚
的溫泉飯店，提供許多具有已知療效的溫泉以及豐盛餐點。這間酒店的客房乾淨且時尚，有日式、西式。
熱門的酸性硫磺溫泉對治療皮膚疾病很有效。大多數的房間內皆有提供高速網路（LAN 與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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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23 日 （日）
日

期

航

班

起

預定航空公司：長榮航空
飛 地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地

抵 達 時 間

06 月 23 日（日）

BR-118

桃園機場

14：25 起飛

仙台空港

18：55 抵達

06 月 29 日（六）

BR-117

仙台空港

16：05 起飛

桃園機場

18：55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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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程、回程班機，以出發前最終確認之說明會資料為主。
【住宿飯店】
仙台市：仙台ロイヤルパークホテル

湯野浜温泉：ホテル満光園（續住二晚）

瀬見温泉：ゆめみの宿

蔵王温泉：ホテルルーセントタカミヤ（續住二晚）

観松館

【行程餐食】
日 次

早

餐

午

餐

第一天

晚

餐

機上套餐+日式拉麵餐

第二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

溫泉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第三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

溫泉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第四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

溫泉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第五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

溫泉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第六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

溫泉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第七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

機上套餐

【參觀景點】
※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
，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搭機手續之後，搭機飛往日本【仙台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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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杉の大杉，又名：龍貓樹】龍貓樹位於山形縣鮭川村，樹齡約 1000 年的大樹。因為與電影"龍貓"的
龍貓樹，相當相似而出名。大杉千年以來一直庇佑著當地的居民，所以人們也奉它為當地的山神，不時到
大杉許願，祈求山神祝福庇佑。因此它又名為夫婦杉、姻緣樹、送子樹等等。喜歡龍貓的你們就肯定不能
錯過！還非常適合情侶、夫妻一起去許願喔！
※ 【本合海】在本合海能看到最上川壯闊的水流映照出白色斷崖的絕景。懸崖上有中世紀的城址八向楯跡，
在懸崖腰上則有源義經一行參拜過的紅色祠堂矢向神社。詩人松尾芭蕉與曾良也曾經乘舟順流而下來到這
裡。這附近的「芭蕉乘船之地」佇立著兩人的銅像，是奧之細道的風景地之一，也被指定為國家名勝。
※ 【土門拳記念館】土門拳紀念館是展出日本昭和時代（1926-1989）著名攝影師土門拳的攝影作品的美術
館。也是日本最初的攝影専門美術館。土門拳土生土長於山形縣酒田市，紀念館於 1983 年建立時也因而
選址在此。土門拳是一位紀實攝影師，留下了很多關於新聞、寺院、佛像及傳統文化財產等主題的攝影作
品。
「土門拳記念館」的建築物是由國際知名日本建築師「谷口吉生」所設計，同時於 2009 年得到「米其
林綠色指南日本版」的二星認證的殊榮。
※ 【150 年以來特別公開拝観～國寶羽黒山五重塔】明治以前被稱為瀧水寺的塔，明治時代以後，實施神佛
分離政策之後成為羽黒山神社至今，供奉羽黒山的本尊正観世音菩薩為中心、軍荼利明王、妙見菩薩。由
平将門（903 年~940 年 3 月 25 日）創建。現在的五重塔是約 600 年前再建的。也是現今日本東北最古
老的國寶塔，五重塔前的這棵「爺杉」
，樹齡估算約有 1000 年歷史，讓此地倍增靈感。這座五重塔，建於
14 世紀，高 29 公尺，屋頂為「柿葺」結構（以厚度 2.4mm 薄杉板重疊鋪成，是日本傳統的建築手法之
一），有三間五層，原木建造，1966 年被指定為國寶。從參道隨神門走到五重塔的所在地約 15 分鐘，沿
途會看見參天的杉樹【羽黒山杉並木】。排列在兩側的杉木，據說樹齡已經約有 350～500 年。此地也得
到「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版」三星認證的殊榮。
※ 【秘佛大公開～三神合祭殿～三神合祭殿再建 200 年紀念】祭拜「出羽三山」的月山・羽黒山・湯殿山の
三神合祭的大神殿，日本第一大的茅葺屋頂大神殿。厚度達 2.1 公尺的萱葺的屋頂，總漆器的內部那一切
動人震撼。神殿曾經遇到了幾次的大火災，但是、現今的神殿是在文政元年(1818 年)重建的。前方的鏡池
作為神秘的御池，自古以來吸引更許多的信仰，是羽黑信仰的核心。
※ 【瑞鳳殿】1636 年，伊達政宗以七十歲高齡過世，後世子孫依照他的遺命建成這座「瑞鳳殿」
，並將他的
遺骨埋於此處，一代梟雄就此塵歸塵、土歸土。不過我們眼前看到這華麗的瑞鳳殿，其實也是在二次大戰
中燒燬過後重建而成的。瑞鳳殿周邊自然環境優美，四季風景如畫。
※ 【關山大瀑布】瀑布高 10 米，屬於直線瀑布，被指定為山形縣天然紀念物。
※ 【櫻桃「佐藤錦」的故鄉】山形縣的採櫻桃，觀光果樹園在每年 6 月中旬左右開始至 7 月上旬，這個期間
是山形才有的採櫻桃季節。「佐藤錦」的品種是最具代表。山形的櫻桃產量占日本的 7 成，是櫻桃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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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縣內各地有許多觀光果園，能夠品嚐現採的櫻桃。嚐試採櫻桃，就要前往「櫻桃東根」所在的東根市。這
裡是山形數一數二的櫻桃產地，也是人稱櫻桃之王的品牌水果「佐藤錦」的故鄉。
【東澤玫瑰公園】佔地 7 公頃，種植超過 700 個品種，總共有二萬棵玫瑰花的東澤玫瑰公園，是日本最
大型的玫瑰園之一，更曾經入選「日本前 100 名美麗景色的地方」。
【山形縣】位於日本東北，光是森林土地便占了縣土約 70％的面積，並且如其名所示，是個山之國。縣
內約有 230 座瀑布，是日本國內擁有最多瀑布的縣，也因而被稱為「瀑布王國」。除了壯觀的自然之外，
也有許多極具歷史氣息的建築。
【一瀧瀑布】從在停車場的道路對面的紅色的鳥居進入山毛櫸森林內的一之瀧神社。動人的一瀧瀑布近在
眼前。
【胴腹瀑布】鳥海山的伏流水從岩石場湧出來的稀有的瀑布。胴腹瀑布並非印象中的河流瀑布，而是由來
自鳥海山的湧泉，從左右兩側自然流出，像是從腹部流出而得名，高低差較低，層層短瀑像個水瀑梯，周
圍山林圍繞，氣氛相當優美，不論晴天或陰雨，各有不同的感受，簡直就像個仙境，吸引不少攝影愛好者
前來取景。
【玉簾瀑布】在大約 1,200 年前，弘法大師發現，而命名。玉簾瀑布是山形縣內最大的直瀑，從高 63 公
尺的岩壁落下，非常美麗壯觀，加上豐沛的水氣與美好日光的交織讓此處成為迷濛的仙境。玉簾瀑布曾經
是山岳修行的場所 (山岳修行在日本正式的名稱為修驗道，是結合大自然信仰與佛教產生的獨特信仰)，感
受的到這裡充滿仙氣的寧靜氛圍。
【庄内藩校 致道館】在江戶時代，現在山形縣庄内地區的擁有權力的庄内藩為了重振藩內士氣和培育優
秀人才，酒井家第九代藩主「酒井忠徳」於文化 2 年(1805)建立了這座藩校。當時許多的藩多以「朱子學」
作為藩學，而致道館將「荻生徂徠」 (荻生徂徠（1666 年 3 月 21 日－1728 年 2 月 28 日），名雙松，
字茂卿，號徂徠，又號蘐園。日本儒學家，蘐園學派的創立者，被譽為「日本近代政治理論的奠基人」。)
這位學者的「徂徠學」教給學生，對應每個學生的天性，揚長避短，比起填鴨式教育更注重自主學習。上
級武士的孩子到了 10 歲就可以入學，一般百姓的孩子特別是成績優秀的也可以入學。於明治 6 年(1873
年)廢校。到現在還一直設有論語會、詩經會、及少年少女速讀培訓班，這些使得致道館的教育從未中斷，
一直繼承下去。
【高畠葡萄酒廠】位於山形縣南部的高畠町，自古以來便是生產水稻的聖地，但這裡同時也是盛產葡萄和
洋梨的地方。特別是這裡的莎當妮品種和特拉華品種的販賣量在全國排第一位，是一處名副其實的葡萄盛
產地。高畠葡萄酒廠便是一座成立於平成 2 年(1990 年)，以山梨縣產的葡萄為原材料的葡萄酒廠。氣候和
氣溫，土壤和地形等要素適合葡萄的栽培以及葡萄酒的釀造的地區，集中於北緯 30-50 度以及南緯 20-40
度，這一帶被稱為是葡萄酒地帶。高畠葡萄酒廠坐落於北緯 38 度。被富饒的大自然環繞的這裡，可以說
作為釀酒廠來講，擁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高畠葡萄酒廠還提供觀光服務項目，可以在工廠內部參觀
看到葡萄酒的製造工程。
【東光酒蔵】創業於安土桃山時代，慶長 2 年(西曆 1597 年)。
「東光酒蔵」具有悠久歷史的「陸奥釀酒廠」
，
罕見的東光系列酒品，是東北最大規模的酒造資料館。館內還設置彷彿穿越時空回到明治時代酒蔵的空
間，別有風情，也可在合設的酒品販售處試飲東光，享受購物樂趣。釀造蔵是由過去實際釀酒用的土蔵改
建而成，占地面積 140 坪的寬廣土蔵，就如同踏進過去的釀酒廠現場，充滿歷史氣息。寬廣且韻味十足的
釀造蔵，也以電影及海外知名化妝品的廣告取景地聞名。此外酒蔵的主棟部分以完全不使用鋼釘的傳統工
法所建，是現代技術難以重現的歷史性建築。過去皇太子殿下及皇太子妃殿下（現今的德仁天皇）曾親臨
本地，並由家主「小嶋彌左衛門」帶領參觀。在館內也可參觀到當時實際的樣貌。
【蔵王御釜】御釜是位於宮城縣的一個火山口湖。它的深度為 27.6 米，圓周是 1080 公尺而直徑為 325
公尺。由於被藏王山脈的北岳山、刈田岳山及五色山圍繞著讓它看起來像一個茶壺，因此它被命名為御釜。
祖母綠的湖水非常搶眼。另外,湖的顏色也隨著光的折射角度而改變,因此它也被稱為"五色湖"。
【仙台港三井購物城】前往宮城仙台的遊客必訪!東北地區最大規模的暢貨中心“MITSUI OUTLET PARK
仙台港”!
之後前往【仙台空港】，搭機返回甜蜜的家，結束此趟難忘的山形～櫻桃祭、史跡、美瀑、美酒、美食溫
泉之旅，期盼下次再與三五好友們共遊舊地，再次細說當年。

※

※【行程】及【住宿飯店】之順序，以出發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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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人數 16 人以上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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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報名須知】

※團費：NT$79,800
1. 單人報名時，則須另補房間差價 NT$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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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
航空公司燃料稅及機場稅等諸費用。
住宿飯店及表列餐食。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附加 10 萬醫療險。
行程設計費用及導遊、司機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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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