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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内陸鐵道、小安峽、奥入瀬溪流、松川溪谷賞楓溫泉七天 

【行程特色】 

※ 特別安排造訪有「東北~秘境錦秋賞楓地」。青森縣【中野楓葉山】、【奥入瀬渓流】、【十和田湖遊覽船】。

岩手縣【松川溪谷】。秋田縣【秋田内陸縦貫鉄道】、【抱返溪谷、回顧之瀧】、【小安峡大噴湯】。山形

縣【銀山温泉】。宮城縣【鳴子峡】。福島縣【吾妻小富士】等秋天賞楓秘境。 

※ 安排住宿位於青森縣著名溫泉飯店【大鰐温泉 不二やホテル】，方便暢遊青森縣著名賞楓秘境地。及位於東

北山形縣著名溫泉地【かみのやま温泉 月岡ホテル】，岩手縣著名溫泉飯店【八幡平温泉郷 八幡平ハイツ】，

秋田縣著名溫泉飯店【田沢湖温泉 田沢湖レイクリゾート】、【秋の宮温泉 スパ＆リゾートホテル 秋の

宮山荘】等高級溫泉飯店，並保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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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已規劃完成，「行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出發日期：2019 年 10 月 27 日（日） 【航空公司】：長榮航空 

日  期 航 班 起 飛 地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地 抵 達 時 間 

10 月 27 日(日) BR-118 桃園機場 10：15 起飛 仙台空港 14：25 抵達 

11 月 02 日(六) BR-117 仙台空港 16：15 起飛 桃園機場 19：30 抵達 

※為搭配航空班機，去程、回程以說明會為主。 

【住宿飯店】 

八幡平温泉郷：八幡平ハイツ 大鰐温泉：不二やホテル 

田沢湖温泉：田沢湖レイクリゾート 秋の宮温泉：スパ＆リゾートホテル 秋の宮山荘 

かみのやま温泉：月岡ホテル 土湯温泉：ホテル山水荘 

【行程餐食】 

日 次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第一天  機上套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二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三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豐盛和洋自助餐 

第四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五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豐盛和洋自助餐 

第六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七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機上套餐 

【參觀景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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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飯店休息，一滌旅途疲憊，準備明日豐富的行程。 

※ 【中野紅葉山】（賞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位於黑石市，為著名賞楓勝地。一進入秋天火焰般炙紅

的楓葉，透過夜間點燈，倒映在靜止的瀑布及溪流上，形成有如幻境般的空間。一邊賞楓一邊漫步於通往

中野神社約兩公里的散步道，位於野楓葉山內的中野神社內，生長著登記為黑石市天然紀念物--樹齡 200

年的楓樹、600 年的大杉樹、200 年的冷杉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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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鼓之館】位於道之駅鷹巣内的太鼓博物館。進到大太鼓的展示場中央廳、排列整齊又威嚴的大太鼓

映入眼簾。現在被展示的大太鼓、光是直徑超過 2 公尺的就有 6 個。最大的是在綴子町的大太鼓、直徑 3.8

公尺、重達 3.5 噸。另外，還有展示來自世界各地 40 個國家共 140 個的太鼓。 

※ 【秋田内陸縱貫鐵道】（賞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秋田「內陸線」就是指「角館~鷹巣」這條縱貫

秋田內陸地區的一條鐵道。原本是運送木材的小鐵道，現在發展成了觀光用，也是當地人的生活幹線。這

條暱稱「秋田美人線」的鐵路，縱貫秋田縣內陸南北方向共約 94.2 公里，以北秋田市的鷹巢站至仙北市的

角館站作為起訖點，僅有鷹巣駅、合川駅、米內沢駅、阿仁前田駅、阿仁合駅和角館駅設有專人售票窗口，

其餘皆為無人車站。內陸線行駛於深山的土地，秋季最美的當屬楓葉。安排搭乘阿仁和站至松葉站之間區

段，尤其是從位於笑內站和萱草站之間的大又川橋樑眺望的景致優美，敬請從內陸線的列車上賞楓。 

※ 【鳴子峡】（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日本紅葉名所百選之一。被彩楓染色後的鳴子峽所展現出紅

葉美景，真的讓人很流連忘返。在觀景台及大深沢橋上除了欣賞楓峰相連到天邊的紅葉山，也能看見 V 字

峽谷的壯闊及紅葉的多彩，另有大深沢遊步道可以以不同角度欣賞溪谷的美景，而列車在峽谷間緩緩駛過

的畫面則是攝影人必獵取的景色。 

※ 【銀山温泉】（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位於尾花澤市的銀山據傳在 1456 年就被發現，後來人們

湧入採集銀礦而繁盛，因此在江戶時代初期就有「延澤銀山」這個稱號，也是當時日本的三大銀山之一。

當時就有許多旅店作為礦工的休息處，但後來銀礦產業沒落，銀山的人口急遽減少，旅店也逐漸關閉。直

到昭和初期挖掘到溫泉源頭的泉水，才再一次讓銀山以溫泉之鄉聞名，如今更是日本的溫泉聖地之一。其

中最具代表銀山溫泉之建築物是建於西元 1921 年的「能登屋」。是整條銀山溫泉街最具看頭的屋舍，木造

四層入母屋讓人感受到建築型態的美，目前已列為日本國家有形文化財，據傳就是《神隱少女》湯屋的原

型。溫泉街的前端是白銀公園，有一條長長的散步小道，入口處有一個落差 22 米的白銀瀑布。 

※ 【松川溪谷】（賞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自標高 800 公尺高的山間溫泉一路蜿蜒至八幡平溫泉鄉，

沿路黃紅交錯、美不勝收，無一不讚嘆！那山谷間的松川溪谷有著一份靜態之美。而很多像櫸木、橡樹、

楓樹、紅葉類等落葉樹的紅葉，更能襯托出秋天的極致之美。沿著河川走，可以欣賞到混著溫泉般的青藍

和乳白色流動的河川，規則的像是細長立方體互相重疊一樣，岩壁上出現的規則裂口，被稱為棱柱形結構，

岩石區的粗礦景致和柔美如女性般的紅葉，所呈現的絕妙對比更是精華。就算不用走下河川也可以在前往

松川溫泉的途中，從橫跨溪谷的「森之大橋」上欣賞到楓葉之美。 

※ 【十和田湖遊覽船】（賞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為日本東北地區別具代表性的著名景點。十和田山

上的金黃櫸木與赤紅楓葉間的美麗對比，倒映在湖面上形成一幅色彩斑斕的風景畫。無論是由岸觀湖或由

湖觀岸，都是令人驚豔的秋日美景。最佳賞楓期為每年的 10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安排搭乘「遊覽船」由

船上眺望湖岸楓紅壯麗風光，感受十和田湖的楓紅風情。 

※ 【奥入瀬渓流】（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被日本指定為國家特別景觀、天然紀念物的溪流沿岸的

步行道，隨著季節變化展現各式風情，進入 10 月後開始逐漸染紅、染黃的樹葉與岩石上的苔癬，形成一幅

色彩斑斕的景象。最佳賞楓期為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安排阿修羅流瀑至石ヶ戸休息區散策約 60 分左

右。」 

※ 【田澤湖．辰子之像】（賞楓期：10 月中旬～11 月上旬）秋田縣境內最著名的旅遊據點，也是全日本最深

的湖泊，因田澤湖的湖水是透明度相當高，所以田澤湖在天晴時，它的湖面為湛藍色的。田澤湖有一則美

麗的傳奇，傳說從前這裡有位名叫辰子的美女，在此向天神祁禱青春永駐，在不斷的祁禱下，天神指示她

飲此地泉水，她在喝下泉水後，便幻化成一尾巨龍，霎時風雲變色，泉水裂開成為田澤湖，巨龍便永遠隱

身在湖中。 

※ 【抱返溪谷、回顧之瀧】（賞楓期：10 月中旬～11 月上旬）位置玉川上流的抱返溪谷，以雄壯的自然奇景

著稱，被譽為日本「東北地方的耶馬溪」。因為溪谷非常陡峭又狹隘，每當遊客擦身交錯，往往彼此相抱回

頭，因而得名。保留著原始風貌的樹林分布兩岸，青翠蓊鬱；懸掛在陡峭岩壁上，大小不同的瀑布飛馳而

下，蔚為奇觀；加上形狀各異的奇岩怪石、呈現著藍寶石般璀璨光澤的溪流，使這裡成為遊賞春綠、遍覽

楓紅的絕佳名勝。 

※ 【小安峽】（賞楓期：10 月中旬～11 月上旬）位於秋田縣東南部、栗駒國定公園入口處，是受到皆瀨川急

流常年的侵蝕所形成的呈 V 字形狀的溪谷，岸壁高達 60 米，長約 8 公里，周圍溫泉噴湧，山岩裂縫中

不斷升騰起白色水霧，猶如大地在呼吸。溪流沿岸，有觀光小道，位於上流的“小安峽大噴湯”溫泉噴湧

出熱水和熱氣，發出隆隆巨響，氣勢非凡。遊人身臨其境，對大自然的威力會頓生無限敬畏。另外，從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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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皆瀨川上的川原湯橋可以縱覽整個溪谷，春有新綠，秋有紅葉，而冬天則可欣賞峽谷上下垂的巨大冰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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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吾妻小富士】在福島縣擁有廣大山域的吾妻連峰火山群的其中之一。雖然這座火山曾經噴出過熔岩，但

現在火山狀況非常穩定，可以安心的登山，吾妻小富士這座山，可以從福島縣的大多數地區觀看得到，雖

然其地理位置是處於火山之上，但它的形狀看上去就宛如是富士山，因此得到了吾妻小富士這一稱呼，從

遠處眺望真的就像是一座小火山丘，但一旦走到近處看，就會不僅為它龐大的規模和氣勢而讚嘆。 

※ 【永旺購物商城名取店】這是擁有東北屈指可數規模的購物中心，有時尚服裝、生活用品、化妝品、醫藥

品、食品、美食街，從各種購物到餐飲均可盡情享受。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距離仙台市中心部、仙台

機場都很近。是最適合在東北觀光的最後前往購買特產禮品等的購物中心。 

※ 之後前往【仙台機場】，搭機返回甜蜜的家，結束此趟難忘的秋田内陸鐵道、小安峽、奥入瀬溪流、松川溪

谷賞楓溫泉之旅，期盼下次再與三五好友們共遊舊地，再次細說當年。 

 

※敬請詳閱【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行程】及【住宿飯店】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注意事項】 

1. 參團人數 16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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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生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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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00 
1. 單人報名時，則須另補房間差價台幣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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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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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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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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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當 宋 文 龍   

匯款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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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