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善寺】著名觀光景點，據傳修禪寺是弘法大師空海於公元 807 年開基創建的古剎，

歷史悠久。日本著名戲劇作家岡本綺堂的著名戲曲「修善寺物語」就是根據修禪寺的

史實編寫而成的。 

【虹之鄉】佔地 3 萬 1 千平方公尺的美麗園地，代表各種季節之花種及加拿大村、伊

豆村、匠之村、英國村和日本各種具有獨特美感傳統建築之庭園－四季開著不同的花

卉，此外尚有復古造型的蒸氣小火車行駛其間，點綴出浪漫的氣息，園內並展示有歐

洲之古老火車；並可觀賞日本工藝村，讓人有心曠神怡的感覺。 

【淨蓮瀑布】伊豆半島上最具代表性名勝之一，素有“飛瀑激流”之美的瀑布。從玄

風岩上直泄而下的絹白雲瀑，周圍樹林成蔭，潺潺水聲令人感到陣陣沁涼，清澈溪谷

幽雅如畫，為伊豆第一名瀑，靜靜佇立一旁的伊豆舞孃像，訴說著一段透露出淡淡哀

愁的動人情事。 

【河津櫻花祭】探訪得天獨厚的早春驚喜～粉嫩河津櫻！由一月開花的寒櫻與四月開

花的大島櫻配種的河津櫻，在早春二月粉嫩演出。河津町位於伊豆半島東海岸的河津

町，不但是溫泉鄉、文學巨著伊豆舞孃的舞台，還是奇櫻河津櫻的故鄉，也是最近二、

三年來，東京、關東地區人氣很旺的賞櫻點。河津櫻不但花期長且花形大，河津川畔

7000 棵河津櫻的盛開，每每讓賞花遊客留連忘返。 

【熱海梅園祭典】梅園建於明治 19 年，是日本最古老的梅花園， 也是日本最早梅花

盛開的梅花園，這裡梅花品種獨冠世界，在約 3 萬 4000 平方米的園內，光品種就高

達 64 種，花期時園內 750 棵的紅白梅花相繼綻放，使得園內充滿梅花香。每年 1 月

中旬至 3 月中旬為梅花祭，熱鬧非凡，佔地三萬公頃，種植 680 多棵梅樹，每年 12

月梅花就己經吐蕊，次年 1 月到 3 月中旬為盛開期遊人如織，梅花園內的茶室會提供

免費飲茶。 

 

第一天 桃園／東京成田 → 成田山新勝寺．表參道→ 成田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在導遊的帶領 下順序

出關隨即專車迎接各位嘉賓前往【成田山新勝寺】，此寺因供奉著弘法大師開光 之不

動明王，而聲名大噪，香火鼎盛，一旁的成田山公園更是佈置成精緻庭園的景色， 假

山、飛瀑讓人進入光彩繽紛的花叢之中。 

 溫暖的家           機上套餐           飯店內自助餐 

 成田全日空 或 日航 或 華盛頓 或同級 

 

 

第二天 羅曼蒂克江之島. 弁財天老街 江島神社→熱海金色夜叉銅像→熱

海梅園→伊豆浪漫列車→伊豆足湯→日本百選溫泉.新鳩屋 

【弁財天老街】江之島上有江島神社，裡頭供奉著日本有名的三大弁財天，以演藝與



學問上進之名，深受多人崇拜信仰。老街上四周老舖林立遊客如織，島上特有的海鮮

名物：如銀魚蓋飯、烤海螺、章魚煎餅等名物點心等，也是不能錯過的當地美食喔。 
前往日本近代小說家尾崎紅葉名作《金色夜叉》的故事舞台～熱海宮之松海濱公園，
其內設有《金色夜叉》之碑，別忘了拍照留念喔。 

【熱海梅園】梅園建於明治 19 年，是日本最古老的梅花園， 也是日本最早梅花盛開

的梅花園，這裡梅花品種獨冠世界，在約 3 萬 4000 平方米的園內，光品種就高達 64

種，花期時園內 750 棵的紅白梅花相繼綻放，使得園內充滿梅花香。每年 1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為梅花祭，熱鬧非凡，佔地三萬公頃，種植 680 多棵梅樹，每年 12 月梅花就

己經吐蕊，次年 1 月到 3 月中旬為盛開期遊人如織，梅花園內的茶室會提供免費飲茶。 

註 2：梅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

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伊豆浪漫列車】搭乘伊豆的沿海觀光列車：安排觀賞沿岸風光，完全無遮掩的伊豆

海岸美麗海景，盡收眼簾。1960 年代日本政府為了要發展伊豆觀光，特別興建行駛伊

豆踊子號，最大特色與地方就在於～它是沿著整個海岸線行駛，可讓遊客坐下來就直

接的面對海景，列車行進間你可以眺望窗外伊豆海岸景致、與沿途溫泉小鎮的風光。 

【新鳩屋 SUN HATOYA】位在日本伊東溫泉區，榮獲 88 年伊東溫泉飯店排名第一！

日本皇室御用首屈一指之溫泉休閒旅館；擁有日本唯一《海底溫泉～千石風呂》讓您

一邊解除身心疲勞，一邊欣賞海底奇景；也可前往《大浴池》眺望太平洋蔚藍色的海

水，耀眼的陽光讓您留下美好的回憶。讓您享受泡湯的樂趣，欣賞櫻花更方便。 

 飯店內早餐        日式御膳料理        飯店內四季會席料理+表演秀 

 百選溫泉新鳩屋海景溫泉飯店 

第三天 大室山纜車→河津七瀧迴旋橋→河津櫻花祭（青野川櫻花．油菜花

祭典）→淨蓮瀑布～有「天城第一美瀑布」之稱‧川端康成與伊豆

舞孃紀念雕像→古色古香．修善寺 → 虹之鄉～融合多國情調的美

麗主題公園→富士五湖酒店 

【大室山登山纜車】位於伊東市郊，形似覆盆，滿山綠草如茵，海拔 851 公尺，乘坐

登山纜車約 8 分鐘抵達山頂，天氣晴朗時，由此可眺望富士山、伊豆天城山脈及太平

洋上的伊豆七島全景。 

前往【河津七瀧迴旋橋】又名「七瀧高架橋」，是連結天城和伊豆東海岸的交通要道，

也是伊豆半島上極具特色的公路景觀。此橋於昭和 58 年(1983)開通，耗資 43 億 2 千

萬日幣及 3 年的時間才完成，橋身總長 1.1 公里，巧妙地解決地勢時高時低的急據落

差，是在同類型橋中規模最大，也是日本第一。【河津櫻花祭】探訪得天獨厚的早春驚

喜～粉嫩河津櫻！由一月開花的寒櫻與四月開花的大島櫻配種的河津櫻，在早春二月

粉嫩演出。河津町位於伊豆半島東海岸的河津町，不但是溫泉鄉、文學巨著伊豆舞孃

的舞台，還是奇櫻河津櫻的故鄉，也是最近二、三年來，東京、關東地區人氣很旺的

賞櫻點。河津櫻不但花期長且花形大，河津川畔 7000 棵河津櫻的盛開，每每讓賞花遊

客留連忘返。 

註 1：河津櫻花祭(官方公告)：2017 年 02 月 10 日～03 月 10 日，2017 年未公告，

預計與去年同期。 



註 2：河津櫻花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

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接著前往伊豆半島上最具代表性名勝之一，素有“飛瀑激流”之美的【淨蓮瀑布】從

玄風岩上直泄而下的絹白雲瀑，周圍樹林成蔭，潺潺水聲令人感到陣陣沁涼，清澈溪

谷幽雅如畫，為伊豆第一名瀑，靜靜佇立一旁的伊豆舞孃像，訴說著一段透露出淡淡

哀愁的動人情事。 
【修善寺】著名觀光景點，據傳修禪寺是弘法大師空海於公元 807 年開基創建的古剎，
歷史悠久。日本著名戲劇作家岡本綺堂的著名戲曲「修善寺物語」就是根據修禪寺的
史實編寫而成的。續前往佔地 3 萬 1 千平方公尺的美麗園地，代表各種季節之花種及
加拿大村、伊豆村、匠之村、英國村和日本各種具有獨特美感傳統建築之庭園－【虹
之鄉】四季開著不同的花卉，此外尚有復古造型的蒸氣小火車行駛其間，點綴出浪漫
的氣息，園內並展示有歐洲之古老火車；並可觀賞日本工藝村，讓人有心曠神怡的感
覺。 

 飯店內早餐     伊豆山海鍋套餐 或 日式風味套餐      飯店內自助料理 

富士五湖溫泉 本栖湖景觀飯店或同級 

第四天 富士蘆之湖→海盜船→箱根神社→白色鳥居→免稅店 → 東京 

【蘆之湖】位於富士箱根國立公園中，大約形成於 3000 年前，是火山噴發形成的火山
湖，湖面積 690 公頃、湖深 43 公尺、環湖長度為 17.5 公里，而蘆之湖亦是高山湖，
湖面海拔標高 726 公尺，由蘆之湖南岸的杉樹街道還可眺望富士山倒影。 
★到蘆之湖一定要搭乘"海盜船"遊覽一下蘆之湖，海盜船也就是觀光船喔! 
【箱根神社】曾為源賴朝、德川家康等許多武將所信奉，是具有歷史的神社。箱根神
社自古以來就是被尊崇為關東總鎮守箱根大權現的有名神社作為在交通安全、心想事
成、開運除厄上非常靈驗的開運之神為人信奉。 

【免稅店】在此你可自由購物送給親朋好友。 

 飯店內早餐           日式御膳料理       和風涮涮鍋 

 東京千葉 CANDO 或 幕張新大谷 或 兩國第一 或同級 

第五天 東京→築地市場→暢貨購物中心→成田空港→桃園 

【築地市場】東京知名的市場，以提供新鮮美味的海鮮及生魚料理店為名，食材新鮮

度無話可說，每日凌晨 3:00 漁船陸續回港，築地大約 5:00 便開始有鮮魚拍賣。 

【SHISUI PREMIUM OUTLETS 暢貨購物中心】採用了 193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美

國裝飾藝術收藏」為主。在寬廣的通路上設置了遮陽傘，四處洋溢著開放感。匯集了

共 183 家店鋪（至 2016 年 1 月為止），在每個區域清楚分類出流行時尚、餐具、美食

餐區、食品等等，有著輕鬆購物的好評。它是全世界第一個，以販賣著旅行用品「FLIGHT 

001」為首，還有在日本初次開店的廣受歡迎品牌「Hanes」跟「CHUMS」等等皆立

足於此。只能在這裡才買到的限定商品也是不容錯過。 

專車前往東京成田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噴射客

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的旅程。 

 飯店內早餐          每人發日幣 1500 元      機場拉麵+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https://livejapan.com/zh-tw/category/cl03/
https://livejapan.com/zh-tw/category/cl02/
https://livejapan.com/zh-tw/category/cl02/
https://livejapan.com/zh-tw/category/cl03/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價值台幣 125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含 另收 3000 元 

伊豆浪漫列車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成田山新勝寺．表參

道、修善寺、虹之鄉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河津七瀧迴旋橋 台中廣播,包含 不一定 

全程餐食無自費 
台中廣播 

推行日本無自費 

一般行程 2-3 餐自理 

日本百選溫泉.新鳩屋    獨家(價差 1000 元)    一般酒店 

富士五湖溫泉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河津櫻花祭（青野川櫻

花．油菜花祭典）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伊豆足湯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大室山登山纜車 
台中廣播, 包含 

(價差 600 元) 

沒有包含 

熱海梅園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羅曼蒂克江之島. 弁財
天老街 江島神社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築地市場 台中廣播, 包含 不一定 

專業.風趣 DJ 導遊 同

行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