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L PAK⽇本假期，想傳達給您最難忘的體驗。 
➤搭乘以安全、服務為訴求的日本航空國際線+國內線。享受愉悅舒適的空中時光。 
➤憧れの宿，嚴選上質旅宿，全程使用 A 級飯店二人一室(含露天溫泉旅館)。 
➤不以譁眾取寵的低價，而是以高品質的平實價格，帶出全然不同的日本旅遊經驗。 
➤比起一般的套裝行程更多了一分愜意。在我們精心的設計分配下，坐車移動將不再漫長。搭乘日本國內線
或新幹線，您將擁有的是合理的車程時間，以及在各個景點盡情享受著更多的余裕。 
 

 ⾏程特⾊ 

■東北美景之最～奧⼊瀨溪流【日本紅葉名所 100 選】 

子之口至燒山綿延 14 公里之十和田樹海、溪流、岩石、瀑布組成千變萬化景緻，是東北景色之最的『奧入
瀨溪流』散步，無窮的樹木、變化豐富的水流、天然和奏的水聲、吸收芬多精、享受漫步於森林浴裡；同時
也是日本人於秋楓季節最喜愛的散策之地，會使您心曠神怡，輕鬆悠遊。 

■ ‧⽇本第⼀秘境鐵道 只⾒線～第⼀橋樑拍攝點 
由會津三島町，沿著只見川蜿蜒穿過群山萬里的的鐵道，便是被攝影界稱之為夢幻鐵道的只見線。春櫻、夏
綠、秋紅、冬雪，四季截然不同的魅力，被日本媒體選為十大最美鐵道路線之一，於橋樑拍攝點望去，可以
看見橋樑與電車於湖面上的倒影，與大自然融合而成的絕美景色，使此地成為攝影愛好者的夢幻秘境。更榮
獲日本經濟新聞、NIKKEI PLUS1「絕景鐵道路線十大」的第 1 位。 

■反覆堆疊的秋季⾵景～藏王秘境空中纜⾞【日本紅葉名所 100 選】 

面積十分遼闊的山形藏王，自夏末即稍可感受到大自然預備過冬的氣息。從山頂開始逐漸換上秋裝
的紅葉，呈現的是一整片黃中帶橙，紅中帶著瓦紅色的美麗漸層色調，讓造訪的遊客為之驚艷。此
外，能讓人從高處俯瞰鮮豔的紅葉景致，更是搭乘纜車才有的特權。欣賞這幅宛如名畫中的世界，
反覆堆疊而成的秋色美景。 

■ ‧東北懷舊⼩⽕⾞～秋⽥美⼈ 秋⽥內陸縱貫鐵道 

這條鐵路線穿過秋田最長隧道和森吉山的山腳，全長約 94.2 公里，從起點到終點共有 29 站，沿途美景隨四
季遷移，並以時速 62~80 公里的慢速度行走，可欣賞農田、溪谷、鐵橋等山色景緻，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風
情。春夏碧綠的森林鐵道、秋天火紅的楓葉溪谷及冬季如同潑墨般雪景的雪境列車，被稱為是日本最具意境
的鐵道之旅，更被奉為秋田名物，又被稱為秋田美人線。 

 

 特別安排 



 

1.入住多處指標性飯店與⽇本旅館 100選，透過旅遊專家和旅行業界嚴格選出的百選旅館，為您的日本之旅
留下更美好回憶。 
2.造訪「日本紅葉名所 100 選」：奧⼊瀨溪流、藏王連峰、⽇光地區，與東北地區兩大國立公園：⽇光國⽴
公園、⼗和⽥⼋幡平國⽴公園。 
3.夜宿被都心奢華的花園包圍的東京椿⼭莊，體驗日本最高的待客服務。 

 
《★因全球氣候異變、自然生態難以準確評估，故歉難保證東北各區楓紅程度；如遇天候因素(氣溫、下雨、強
風等)，導致景觀未如預期，仍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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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數                行 程    HOTEL 

第一天 

台北(桃園/松山) 東京(成田/羽田) 夜宿溫泉鄉 鬼怒川溫泉 
御苑 
或 

三日月 
或 夢之季 

或 那須溫泉 
森之風 

或 同等級 

集合於台北(桃園/松山)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城
東京。 
●夜宿溫泉鄉。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晚餐/飯店內迎賓會席料理 

或 和洋百匯自助餐 

第二天 

【賞楓勝地】龍王峽(奇巖古洞‧幽靜脫俗、美不勝收的勝地) 
途經 日鹽紅葉道 日本第一秘境鐵道‧ 只見線～第一
橋樑拍攝點 

日本 
溫泉百選之一

☆ 
土湯溫泉 
山水莊 

或 
會津蘆之牧 
溫泉大川莊 

或 
裏磐梯 
東急 
或 

豬苗代 
LISTEL 

或 同等級 

●【龍王峽】位於鬼怒川溫泉和川治溫泉之間，是 2000 萬年前因海底火山活動形成
的雄偉壯觀的溪谷。由龍王峽的石階拾級而下，沿途兩岸風光明媚，尤其是溶巖地形
加上河水的侵蝕所留下的奇巖古洞，更是特別的景觀，搭配初春融雪、瀑布、鐵橋，
景緻相當優美。絕妙的組合特別適合享受來自大自然的饗宴。 
●途經【日鹽紅葉道】是由鹽原溫泉及鬼怒川、川治溫泉連結成全長約 28 公里的絕佳
行車路線，新綠及秋天的紅葉都非常漂亮，您將會路經新湯溫泉、雞頂高原、太閣下
瀑布、白瀑布等，另外還有晴天時可眺望日光連山的展望台。 
●【只見線第一橋樑拍攝點】由會津三島町，沿著只見川蜿蜒穿過群山萬里的的鐵道，
便是被攝影界稱之為夢幻鐵道的只見線。春櫻、夏綠、秋紅、冬雪，四季截然不同的
魅力，被日本媒體選為十大最美鐵道路線之一，於橋樑拍攝點望去，可以看見橋樑與
電車於湖面上的倒影，與大自然融合而成的絕美景色，使此地成為攝影愛好者的夢幻
秘境。更榮獲日本經濟新聞、NIKKEI PLUS1「絕景鐵道路線十大」的第 1 位。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和風季節定食 
晚餐/精緻迷你懷石料理 

或 飯店內和洋自助式晚餐 

第三天 
【賞楓百選】藏王秘境空中纜車  嚴美溪畔「有日本

最第一美溪之稱」～★贈送★品嚐當地著名點心『郭公糰子』 

日本 
溫泉百選之一

☆ 



 

●【藏王纜車】面積十分遼闊的山形藏王，自
夏末即稍可感受到大自然預備過冬的氣息。
從山頂開始逐漸換上秋裝的紅葉，呈現的是
一整片黃中帶橙，紅中帶著瓦紅色的美麗漸
層色調，讓造訪的遊客為之驚艷。此外，能
讓人從高處俯瞰鮮豔的紅葉景致，更是搭乘
纜車才有的特權。欣賞這幅宛如名畫中的世
界，反覆堆疊而成的秋色美景。 
●【嚴美溪】巨岩奇石的溪流奇景，有日本最美溪流之美譽，是磐井川數萬年切割而
成的，蜿蜒 2 公里，岩石、瀑布及急流為其特色。激烈的水流切割溪谷中的巨石，形
成許多地形險峭、線條奇特的岩石。以四季之景令人目不暇給，猶如構成一幅山水畫
般的人間仙境。 
PS.如遇藏王纜車運休或因天候因素停駛以至於無法搭乘，則每人退費￥2000。若有搭乘至樹冰高
原站，則每人退費￥1000，敬請理解。 
PS.如遇販售郭公糰子的商店休息時，則改送其他丸子甜點。 

繫溫泉 
紫苑 
或 

繫溫泉 
愛真館 

或 
鶯宿溫泉 
森之風 

或 
大湯溫泉 

鹿角 
或 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東北特產山形牛+頂級和

牛 A5 米澤牛燒烤套餐 
晚餐/和膳會席旬味套餐+鮑魚 

或 飯店內豪華總匯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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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賞楓百選】 抱返溪谷散策  陸奧的小京都～角館‧青
柳家‧武家屋敷散策～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特
別搭乘～東北懷舊小火車～ 秋田內陸縱貫鐵道 大湯溫泉 

鹿角 
溫泉飯店 

或 
湯瀨溫泉 
姬之湯 

或 
青森 

WINERY 
HOTEL 

或 
青森 
國際 
或 

青森 
HOTEL 

或 同等級 

●【抱返溪谷】位於玉川上流，全長約 10 公里的抱返溪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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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館】這個小市鎮保存了許多京都古時風格的建築古蹟，以及京都古時貴族
和武士的生活型態，此地望族為官者甚多，所以移居此地帶來許多京都的風物和
生活習慣。 
★武家屋敷：此處為江戶時代地位崇高的武士所居住的地方，三面環山的角館，
是建造城下町的絕佳地形，也是江戶時代佐竹北家帶領的秋田藩中佔地最大的城
下町，在西元 1976 年時被列入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每當春天來臨
時，角館更是日本賞櫻百選之地。而春櫻與角館幾乎在一建城就畫上了等號。因
角館藩主佐竹義鄰來自京都，第二代城主更迎娶了來自京都的公主，所以角館仿
京都而建，思鄉的公主更從京都移植了櫻花樹，遍植於角館，增添了京都華美的
古都氣氛，以及滿城櫻樹搖曳的迷人氣氛，因此角館又有東北小京都美稱。 
●【秋田內陸縱貫鐵道】這條鐵路線穿過秋田最長隧道和森吉山的山腳，全長約
94.2 公里，從起點到終點共有 29 站，沿途美景隨四季遷移，並以時速 62~80 公
里的慢速度行走，可欣賞農田、溪谷、鐵橋等山色景緻，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風
情。春夏碧綠的森林鐵道、秋天火紅的楓葉溪谷及冬季如同潑墨般雪景的雪境列
車，被稱為是日本最具意境的鐵道之旅，更被奉為秋田名物，又被稱為秋田美人



 

線。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東北秋田米棒火鍋套餐 
或 鄉土田舍料理 

晚餐/飯店內和膳會席套餐 
或 季節自助餐 或 居酒屋餐 

第五天 

特別安排★蘋果園採蘋果體驗或贈送二顆蘋果★  十和田
國立公園～十和田湖畔悠閒散策 特別安排★十和田湖遊船 
 東北美景之最～奧入瀨溪流散策～銚子大瀑布～飽覽渾
然天成溪谷的優美迷人景色 

十和田湖 
十和田莊 
溫泉飯店 

或 
LAKE VIEW 

或 
十和田 
王子 
或 

大湯溫泉 
鹿角 

溫泉飯店 
或 

湯瀨溫泉 
姬之湯 

或 
青森 

WINERY 
HOTEL 

或 同等級 

●【果園】享受蘋果樹下採蘋果的樂趣，並品
嚐美味的蘋果。 
●【十和田湖】是跨秋田和青森兩縣之火山
湖，海拔 400 公尺，周圍長約 46.2 公里，典
型的二重式火山湖，底部深達 326.8 公尺，在
深度上為日本第三大湖。湖面終年湛藍閃爍，
散發出神秘氣氛，美麗迷人不可言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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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贈送：搭乘觀光船一同來欣賞十和田湖美麗的湖光山色。 
●【奧入瀨溪流】綿延 14 公里之十和田樹海、溪流、岩石、瀑布組成千變萬化景
緻，無窮的樹木、變化豐富的水流、天然和奏的水聲、吸收芬多精、享受漫步於
森林浴裡，它與十和田湖同被指定為青森縣的特別名勝和天然紀念物。同時也是
日本人於秋楓季節最喜愛的散策之地，會使您心曠神怡，輕鬆悠遊。 
★銚子大瀑布：是奧入瀨溪流中最大的瀑布，闊 20 米，高 7 米，對逆流上十和田
湖的溪魚可說是天然屏障，因此亦有「魚止めの滝」之稱號，不少遊人來此正是
為了觀看，魚躍上瀑布的情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十和田湖湖畔定食 

或 日式小火鍋定食 
晚餐/季節食材精緻總匯自助餐 

或 青森地元特色御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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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私房景點推薦～ 蔦沼散策 搭乘 JAL 豐富多元的國內線
班機～羽田 

東京 
椿山莊 

或 
新宿京王 
或 巨蛋 

或 台場日航 
或 品川 

新高輪格蘭 
王子 

或 同等級 

●【蔦沼】被山毛櫸的原生林包圍的蔦沼，同時也是野鳥保護區。是愛好攝影人
士們為了拍攝那一瞬間的感動，而守候在這裡。如鏡面一般的水面，春夏之際，
一片新綠的向榮景致，秋天的更以楓紅燒山美景著名，在湖上映照著被沼澤包覆
的山毛櫸為首的樹木的華麗世界，令人驚嘆不已。 
轉搭乘國內線班機前往東京。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青森風味料理 
晚餐/和洋百匯自助餐 
或 日式旬彩涮涮鍋 

第七天 

飯店內享受早晨的悠閒時光或自由活動 免稅店 東京(成
田/羽田) 台北(桃園/松山) 

溫暖的家 

●被柔和的陽光輕輕喚醒，本日將晚點退房，讓您於椿山莊飯店內享受閒適自在
的早晨。庭園擁有為數眾多的歷史遺跡，庭園不斷轉變的色彩，讓我們的賓客親
身經歷四季變化：冬天有盛開的山茶花，春天則綻放櫻花，到了夏天，螢火蟲飛
滿整座庭園，秋天則見樹葉悄然變色。請您親自光臨，體驗庭園內的四季變化讓
其他賓客產生的驚豔感受。 
●【免稅店】自由購物。 
之後整理行裝，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台灣，結束此次難忘的日本之旅。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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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峽 只見線第一橋樑拍攝點 角館 秋田內陸線 

PS.上述行程的航班時間及住宿飯店，以最後通知的飯店一覽表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