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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機場飯店 

今日抵達成田機場，乘坐接送巴士前往飯店休息。 

【日航酒店】佇立在綠色蔥蘢的樹蔭中，外觀呈銀色的成田日航酒店，從成田國際機場乘坐接送巴士僅

需大約 10 分鐘，享有絕佳的地理位置，是一家兼備機場酒店與度假村功能，富有國際特色的酒店。各

種大小的宴會廳、會議室等配套設施也一應俱全。 

餐食/B：X           L： X        D： X 

住宿/ 成田日航酒店 

 

 

日本必遊的 30 個景點、狩楓必來 

成田機場日光中禪寺湖特選溫泉飯店 

【栃木縣日光】日光是位於日本關東北部的國際旅遊城，在栃木

縣西北部大谷川南岸女峰山麓，面積為 320 平方公里，附近有 20

多座高逾 2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好幾個世紀以來，日光一直是神

道教及佛教聖山膜拜的中心，而日光國家公園則充滿了風光明媚

的山景、湖泊、瀑布、溫泉、野猴和登山步道。每年旅遊觀光人

數高達百萬。 

【中禪寺湖】日光及中禪寺湖鄰近的紅葉特別出名。中禪寺湖是位於日光西部的一個風景如畫的大湖泊，

在其綠林環繞的岸邊建有各種旅館、酒吧、露營地和其他旅遊景點。 觀賞紅葉的最佳時機因海拔高度

和年度而有所不同，要領略欣賞中襌寺湖最美的一面，是在 10 月中旬過後的一段時間，在這時段裡湖

泊周邊群山紅葉最為鮮艷壯麗，湯元及中禪寺湖的紅葉季節通常為 10 月中至 11 月，而日光中部則為 11

月初到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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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B： H            L：日式和御膳          D：溫泉飯店會席料理或旬味自助餐  

住宿/ ホテルサンシャイン鬼怒川 或同級溫泉飯店 

 

 

一定要來參觀的 世界文化遺產 

飯店 二社一寺(東照宮、輪王寺、二荒山神社) 飯店 

【東照宮】日光東照宮是一建於 1617 年（元和 3 年）的神社，屬於

德川家靈廟之一，主要祭祀的是江戶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神格化後

的神明「東照大權現」。日光東照宮是遍布日本諸多東照宮之總本社。

建築樣式採「權現造」與「八幡造」式樣，也就是以大量的石材作為

地基再配合木製結構；八幡造則是以前後二進建築的結構，也就是說

有前殿與後（內）殿的分別。東照宮旁還有輪王寺以及日光二荒山神

社，並稱為「二社一寺」。以「日光的神社與寺院」的一部分而被收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列。 

【輪王寺】輪王寺是一座天台宗寺院，創建於奈良時代（天平神護 2 年，即 766 年），開基者為勝道上

人。近世以來因受到德川家的庇佑而興隆起來。明治初年的神佛分離令

後，寺院與神社分開。該寺內擁有眾多的國寶和重要文化財，還擁有祭

祀德川家光的大猷院靈廟和三佛堂等眾多珍貴古建築。 

【二荒山神社】二荒山神社創建於神護景雲元年（767 年），神社建築

構造的樣式為以石材為地基木製結構的「權現造」樣式。其主要祭拜的

神明為日光的三個山神：大己貴命、田心姬命、味耜高彥根命，合稱二荒山大神。二荒山神社前有夫妻

樹與親子樹，傳說可庇祐夫妻感情與親子關係。面對神社左後方為「二荒靈泉」，泉水清澈，當地傳說

飲用後可庇祐平安。 

餐食/ B：H            L：日光必吃湯葉料理          D：溫泉飯店會席料理或旬味自助餐 

住宿/ 琦玉 PRINCE HOTEL 或同級 

日光湯葉指的就是日光在地製作的豆腐皮，清爽的口感，豆香飄散在口中，是來到日光必嘗

的料理。 

最受歡迎的國家公園 

飯店川越小江戶-穿越散策箱根蘆之湖富士箱根伊豆國家公園箱根蘆之湖

海賊船大涌谷火山景觀步道溫泉飯店 

【川越小江戶-川越散策】以完整保留日本江戶時期古老歷史、傳統文化、許多文化遺產聞名。日本江戶

時期以青磚瓦片製造的倉庫群及被指定為文化財的古老住宅等古老風味的建築並排街道兩側為首，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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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的百年老店及日式甜點商店等林立，四處都充滿著古舊情懷。 

【箱根蘆の湖】大約形成於三千年前，是神奈川縣內面積最大的湖泊。蘆之

湖是一個非常知名的觀光地，是遠望富士山的名所。蘆之湖上有遊船提供觀

光客乘船遊覽。※特別安排搭乘『仿古海賊船』從箱根到桃源台。 

【富士箱根伊豆國家公園】位於

東京近郊的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

園，因其火山地形以及豐富的溫泉觀光資產，於 1936 年被日

本政府指定為國立公園。其總面積達 121,850 公頃，相當於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11 倍之大，腹地廣大並涵蓋山景、海景與

湖景，並由知名的富士山、溫泉密集的箱根、伊豆半島和伊豆諸島四個主要區域所組成。 

【大涌谷地質景觀區】3000 年前上一次箱根山噴發時，在火山口附近形成的區域。大涌谷原本稱為地獄

谷但於 1876 年 9 月 5 日，明治天皇・皇后訪問後、改稱為「大涌谷」。 在這地區附近行走會感受到硫

磺蒸氣，及大自然的奧秘。據說吃了玉子茶屋的溫泉蛋可以延長七年的壽命。 首先雞蛋會被放入一個

鐵籠中，放內 80 度的温泉池煮 60 分鐘。然後再放進 100 度的天然蒸氣爐蒸 15 分鐘，完成後會用纜車

被送到幾百米下的小賣店，這個過程也吸引遊客的觀摩。 

餐食/ B：H      L：特別安排炸天婦羅體驗御膳      D：溫泉飯店會席料理或旬味自助餐 

住宿/ 河口湖 或 石和溫泉飯店 

 

 

日本必遊的 20 個景點 

溫泉飯店富士山五合目山中湖拍倒影忍野八海御殿場 OUTLET 購物趣

飯店 

【富士山五合目】把山依照高度分成十合目，五合目差不多就是山腰的

位置（標高 2,300 公尺左右），富士五合目是富士山最熱門的登山口，

因為從河口湖就有巴士可以直達五合目，加上又有郵局、神社、販賣處

等實用的設施，許多登山客都會從這開始挑戰富士山。沒有爬山行程的

時候，五合目就是一個很棒的觀光景點，特別是在下雪之後！富士山大

概從九月底十月初山頭會開始下雪，大概到十一月的時候，五合目這裡就可以看到雪景了，對於想要一

次滿足看雪、看富士山的人來說，絕對沒有比五合目更適合的地方了，而且這裡很棒的是，因為高度夠

高（搭巴士上山時會穿越雲海），所以晴天的天氣比山底下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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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山中湖】海拔 1000 公尺的

山中湖，是富士五湖中面積最大、海

拔最高的淡水湖，比起觀光客集中的

河口湖，山中湖可以算是一處僻靜的

私房景點，親近大自然的感受是更特

殊的體驗。11 月的楓葉是山中湖的重點之一，於此拍照的風景絕對令人難忘。 

【忍野八海】忍野八海是位於山梨縣忍野村的湧泉群。富士山的雪水

流經地層數十年過濾成清澈的泉水，由 8 處滲出因而形成池塘。其秀

麗的田園風光，池水波光粼粼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其情其景，

美不勝收，除了被選為名水百選，也被認定為天然記念物及新富岳百

景之一。 

【御殿場 OUTLET】無論是日本或外國觀光客都超愛逛的靜岡縣御殿場 Premium Outlets，是日本最大規

模的 Outlet。這裡不僅集結有 210 多家店鋪，還能遠眺到世界文化遺產富士山。離觀光地箱根超級近，

是來觀賞美麗風景之外的必逛場所，美景好物一次到手。 

餐食/ B：H                 L：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D：日式燒肉 

住宿/ 橫濱王子 或同級   

 

 

幕府風情巡禮 

飯店山下公園鶴岡八幡宮表參道商店街散策鎌倉大佛新宿都廳飯店 

【山下公園】山下公園是橫濱最著名的公園，面對橫濱港，沿著海岸長約 1 公里，是日本第一座臨海公

園，於 1930 年對外開放。據說山下公園是為了要處理關東大地震遺留下來的磚瓦，填海造陸而成的公

園。公園內有許多的雕塑和紀念碑，其中以童謠中的主人翁紅鞋女孩雕像、美國聖地亞哥市贈送的護水

神像以及海鷗的水兵先生紀念碑為代表。此外，公園裡還有一座塔高 106 公尺的燈塔，為了紀念橫濱開

港百週年而興建，是世界上最高的十角形燈塔。登上塔頂的瞭望台，可以一望四周美景，富士山、東京

灣、橫濱港和港未來 21 的美景皆進入眼簾。 

【鶴岡八幡宮】源家武士守護神──鶴岡八幡宮。西元 1063 年，源賴

義平定奧州之後，便把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宮請到鎌倉由比之濱處，開啟

了鎌倉鶴岡八幡宮的歷史，1191 年由源賴朝建造。參道沿途有三個大

鳥居，登上樓梯抵達八幡宮之後，也可以從半山腰往下眺望熱鬧的街

景。 



【鎌倉大佛】在高德院的著名地標就是日本最著名的佛像之一：大佛，一座高達 11.3 米，重約 121 噸的

露天阿彌陀佛青銅塑像，它的尺寸在全日本僅次於位於奈良市東大寺的另一尊佛像。根據寺院有關青銅

像建造的相關記載，這座塑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252 年的鎌倉時代。 

【新宿都廳】稱為東京都廳舍，東京都廳已經成為了新宿西口的象徵性建築物。在第一本廳第 45 樓有

展望台高 202 米，可以一覽東京全景，感受東京身為國際都市的氣勢。 

餐食/ B：H              L：鎌倉和御膳             D：逛街看夜景請自理 

住宿/新高輪王子 或同級 

 

 

WONDERFUL DAY 

新宿御苑皇居二重橋明治神宮、表參道淺草觀音寺仲見世通隅田川遊船

台場 DIVER CITY飯店 

【新宿御苑】原是信州高遠藩主內藤家江戶屋敷遺跡，但目前所見的御苑風貌是明治３９年完成的，由

法國人亨利．馬魯契內設計改建，融合日本林泉迴遊式庭園與西洋庭園之風格；御苑內的櫻花品種多達

７５種，亦是賞櫻的超級名所。 

【皇居二重橋】又稱皇宮，是天皇和皇后兩位陛下生活的地方，位於東京市中心。東京作為文化和精神

的首都，皇居無疑是重要象徵，在歷史上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建築。皇居以幽靜古典的日本建築、

優美的和式庭園，顯現出皇家的氣派。擁有都心想像不到的悠靜，在可看到歷史建築物與綠意盎然風景

的皇居，是東京最具特色的名勝，遊客們拍照留念的熱門地點。 

【明治神宮】為悼念明治天皇與昭憲皇太后，於 1920 年創建的神

社。在東京都心擴展開來的神宮森林，是在創建時由全國所進獻

的約 10 萬株樹木組成的人工樹林。每年初次參拜的人數為日本首

位。 

【表參道】有「東方的香榭麗舍大道」之美稱。是日本最時尚的購物中心。充滿成熟氣 

息的表參道，具藝術感的時尚大樓和藝廊沿著櫸木林蔭排列在街道兩側，在此可盡情享受購物、美食及

藝術的樂趣，感受表參道洋溢著歐洲風情。 

【淺草觀音寺仲見世通】又名金龍山淺草寺，是日本東京都內，歴史最悠久的寺院，供奉的本尊是聖觀

音又稱為「淺草觀音」，正門前懸掛巨型大紅燈籠『雷門』，為東京市最普遍的表徵。淺草寺的觀光人數

及參拜人數都是日本所有神社寺廟的第一名，一年約有 3000 萬人次。 

【隅田川遊船】搭乘遊覽隅田川的遊覽船，回味江戶味和造橋行便的歷史，其中尤以被稱為『隅田川十

三橋』最為知名。短時間的航程可以欣賞高樓大廈等摩登都市繁華的象徵，隨著遊船穿梭 20 多座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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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趣建築型式的橋樑，彷彿看盡東京榮華富貴的感受，別有一番情趣。 

【台場 DIVER CITY】觀光客喜愛，是近年來人氣直線上升的景點。緊鄰海邊的區域適合全家大小在此暢

遊一整天。搭乘水上巴士不同於一般的交通工具，享受東京灣海風的吹拂吧。在各式各樣的商業設施內

盡情玩樂、享用美食及購物之後，再前往可欣賞夕陽或夜景的景點。 

餐食/ B：H             L：方便遊玩請自理            D：方便遊玩請自理 

住宿/新高輪王子 或同級 

 

 

全世界最歡樂、不分齡的樂園 

FREE DAY  搭乘電車前往～迪士尼樂園或海洋迪士尼(一票到底、歡樂暢遊) 

【迪士尼樂園】佔地 25 萬坪的迪士尼樂園為大人與小孩的夢

幻天堂，在此您可與白雪公主、米老鼠、唐老鴨一同遨遊童話

世界。灰姑娘的城堡、海盜船及非洲叢林探險、巨雷山、太空

山、魔法師的王國等老少咸宜的娛樂設施應有盡有。午後華麗

的花車以及各個耳熟能詳的卡通人物展開街頭嘉年華，讓您重

拾童年的歡樂。為您列出幾個人氣必玩設施:為您帶來怪獸電力公司這部經典電影的續作～毛怪和大眼仔

為了博得阿布的歡笑，決定和她玩捉迷藏，不料，意外聽到這項計劃的怪獸藍道設下各種陷阱，快來搭

乘嶄新的《迷藏巡遊車》一同尋找藏在怪獸城市裡的居民吧!《巴斯光年星際歷險》以玩具總動員的巴斯

光年為主角，拿起雷射槍加入太空騎警一起打敗萬惡的札克大王吧！《加勒比海盜體驗記》遊客搭上木

船，穿越時空進入 16 世紀的加勒比海中，這是一個海盜猖獗的世界。航向充滿驚奇的海洋，傑克船長

和放蕩不羈的海盜正等著您來加入。《太空山體驗記》是從開園以來人氣居高不下的雲宵飛車，遊客搭

上泛著藍色金屬光澤的最新型太空梭，衝出大氣層朝著太空旅行出發。太空梭以高達 50 KM 的時速不斷

穿梭於流星與彗星交織的暗黑宇宙。 

【海洋迪士尼】2001 年 9 月 4 日開幕的東京迪士尼海洋，是一座以海洋為主題的樂園，樂園的口號是：

航向冒險與創想的大海。分為七大主題海港，處處充滿浪漫歡樂以及發現的樂趣。＜美國海濱＞重溫 20

世紀初葉的移民潮；或是海洋之旅起點＜地中海港灣＞的浪漫南歐風情，甚至是化身為考古探險家深入

秘境前往傳說中的＜失落河三角洲＞，搭乘摩登水空交通工具跨越時空的＜發現港＞，或是由神燈精靈

施展魔法變幻出有如天方夜譚般的＜阿拉伯海岸＞，連空氣中都充滿著異國氣息，您可加入沙漠商隊遠

行或不妨參與辛巴達的隊伍來趟七海探險吧！塵封已久的＜密西哥傳說＞終於被迪士尼的魔法喚醒，地

中海港灣的陸海空傳來的樂聲響徹雲霄，到底要如何開啟前往密西哥傳說的魔法之路呢？答案就讓迪士

尼明星跟您一起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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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回憶的歸途 

飯店秋葉原銀座紐西蘭 

【秋葉原】秋葉原是日本一個以秋葉原車站為中心，大量電器賣場、商城與資訊產業企業聚集而聞名的

電器街。秋葉原地區與大阪市的日本橋、名古屋市的大須被並稱為「日本三大電氣街」。目前秋葉原的

商店數目相當多，大部份都賣電子產品、電腦遊戲和動漫產品。有人認為秋葉原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電

子資訊產品販賣地帶。秋葉原的主要街道中央通，已成為新推出電子產品的主要競爭舞台，而外神田三

町目街上，則多販賣電子零件如配線、工具等等。在外神田的窄街上，則是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等的

主要販賣街道。 

【銀座】銀座是具有世界代表性的購物街，同時保有

最新的流行趨勢和老店的傳統，在這極具魅力的街區，

林立著百貨公司、世界一流品牌的旗艦店及歷史悠久

的老字號名店，可以讓您體會全球性的購物樂趣。此

外還有劇場及 200 間以上的藝廊，一同營造出宛如藝

術世界的氛圍。歌舞伎座是銀座的新地標，裡面設有商店和藝廊，在此可以輕鬆接觸歌舞伎文化。 

推薦地點： 

【銀座新風貌：GINZA SIX】GINZA SIX 是一座由 241 家店舖進駐的超大型購物設施，於 2017 年春天盛大

開幕。GINZA SIX 的建築體由知名建築師谷口吉生打造，添加了日式元素的「屋簷」與「暖簾」意象，並

由法國設計師 Gwenael Nicolas 統籌室內設計，將藝術家草間彌生、杉本博司作品納入其中，還請到歌手

椎名林檎與松本敦共同演出形象廣告影片，傳達出 GINZA SIX 與銀座這條街的魅力。 

【資生堂 Shiseido Parlor Salon de Café】大家熟悉的資生堂在銀座不僅有店舖，還有咖啡廳與餐廳。銀座

門市不僅美妝品的款式齊全，逛街累了，也可以到資生堂的咖啡廳沙龍享用甜點，販賣的起司蛋糕非常

有名，還有推出下午茶套餐喔。 

【文具控不可錯過！銀座伊東屋 itoya】文具控不可不知的就是銀座伊東屋了！創業於 1904 年發跡於銀

座的伊東屋是日本老牌的文具專賣店，銀座伊東屋強調這裡不僅是一個購物的空間，也是一個體驗的地

方，可以在這裡享受到文具之美。一樓販售多樣卡片、特色明信片，還

有鋼筆、紙、手帳、書信等專屬樓層，還有提供餐點的咖啡廳。 

【木村家】木村家創始於 1869 年，相當早就開始製作西式麵包。紅豆



麵包是當年店主精心研發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其中好吃的秘訣之一就是「使用酒酵母」，是持續 140 年

以上的技術，店內紅豆麵包口味眾多，最受歡迎的是奶油紅豆麵包，如果想要一個讓你悠閒享用點心的

空間，樓上還有咖啡廳可以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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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麵、炸豬排、壽司、壽喜鍋…讓您吃不停、玩不停、買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