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活東京～最愛輕井澤、川越小江戶、採果繪達摩、
溫泉伊香堡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

年 11 月 6.13.20.27 號

現金優惠價：22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輕井澤渡假勝地：有《小瑞士》美譽之稱，處處皆是綠意盎然的輕井澤，自明治時期就是文人雅士愛好的
避暑勝地，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人間仙境，自然美景與她散發出的文藝氣息，令每個旅人在此地都能享受心
曠神怡的假期。
★聖保羅教堂：古典歐式建築佇立於綠色林蔭街道，彷彿置身於歐洲的度假區一樣。
★輕井澤銀座通：從舊輕井澤圓環起，約 600 公尺商店林立的街道，這裡洋溢著宛如東京原宿街頭般熱鬧氣
氛的，一部份街道並列著外國人別墅時代就開業的老店鋪。
★輕井澤 OUTLET：您可以悠閒的逛整個 OUTLET，並欣賞風光明媚的輕井澤。
★白絲瀑布：位於舊輕井澤北端，可說是輕井澤靈氣散發的極致。寬 70 公尺，高 3 公尺的瀑布如數百條白
絲絹般沿著黑色岩石滑降而下，常有攝影師到此捕捉美景，沿岸的樹林在秋天更呈現一片火紅。白絲瀑布神
秘的氣質與唯美的景緻又有《輕井澤的祕境》之稱。
★手繪達摩體驗：代表日本的工藝品，有吉祥之意，日本的達摩八成產於群馬縣的高崎市，因此高崎達摩相
當有紀念價值。來群馬可手繪達摩的眼睛和鬍鬚，製作一尊屬於自己的達摩。
★伊香保溫泉：從一千三百多年前開始便湧出了溫泉，其溫泉可浴、可飲，是日本知名的美人湯之一，在這
裏你可以看到許多年輕女子來泡美容瘦身湯。安排體驗美人湯～位於伊香保溫泉街上、石造兩層樓建築古意
盎然的石段之湯，溫泉街上還有足湯，可供遊客休憩。
★人形博物館：自昭和時期起，各式懷舊人形在此展示。
★自動車博物館：日本以汽車工業聞名世界的，在此可看到從古至今汽車的演變。
★泰迪熊博物館：收集世界各地的泰迪熊在此展出，喜愛 TEDDY BEAR 的您千萬別錯過。
★甜點糖果博物館：日本甜點的誘惑讓您食指大動、展示日本甜點的製作歷程。

★川越小江戶：川越又名《小江戶》，因保留很多江戶時代以青磚瓦片製造的《藏屋》而知名，加上世代相
傳的百年老店及和果子屋，境內四處都充滿著古舊情懷，彷彿回到 30 年代的日本，整座城市還被指定為日
本的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冰川神社：可以說是日本人的月老廟，每年吸引眾多單身男女前去尋覓好姻緣，除了每天早上 8 點發放限
量結緣石外，神社內的愛情御守更是個個經過巫師祈福加持後，才交到信徒手中。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1/06
〔星期二〕
2018/11/10
〔星期六〕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108

台北(桃園)

成田(東京)

14:40

18:55

CI109

成田(東京)

台北(桃園)

20:05

22:5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成田機場～購物廣場(晚餐自理)～成田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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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前往購物廣場。爾後至飯店休息。
東京簡介：東京是日本的首都，是一個充滿朝氣活力的國際大都會。這裡是全國政治、經濟、交通及文化藝
術的中心，更加是亞洲區最具潮流氣息的城市。東京不但人口密集，同時也是各種物資與各類資訊的巨大集
散地。除了長期作為亞洲金融、貿易等經濟活動的要地之外，近年來亦成為亞洲流行文化的傳播中心。儘管
東京在都市發展上如同許多國際大都市，經常出現日新月異的變化，但在發展的同時仍舊保留了許多歷史文
物、古蹟與一些傳統儀式、活動，現代與傳統共存成為這座城市的一大特徵。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 機上餐食
晚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成田 MARROAD HOTEL 或 成田 GATEWAY(原成田 PORT) 或 成田日航 或 成田東橫 INN 或 成田
GARDEN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成田～新勝寺～伊香保石段街散策～伊香保美人湯(足湯體驗)～伊香保四大博物館～四萬溫泉
新勝寺：位於千葉縣成田市。公元 940 年，由弘法大師的弟子寬朝大僧正開設，為真言宗智山派的大本山，
規模宏大的寺內有很多大型的建築。寺內供奉著手持劍和繩索、為火焰所環繞的不動明王。每年吸引著約
1300 萬名以上的人潮到此參訪。
從總門入內，再隨著多層石階步行而上，沿路除了可以探訪仁王門、三重塔、釋迦牟尼殿、額堂、光明殿這
五座各有特色又必看的重要文物資產建築之外，在大庭院前還設有一座香味閣，據說只要將錢幣投入大盒
內、十指合掌後拜拜，再從自燻黑香爐裡飄散出的煙往自己身上撥，就能治癒頭痛和肚子痛。
伊香保溫泉：從一千三百多年前開始便湧出了溫泉，其溫泉可浴、可飲，是日本知名的美人湯之一，在這裏
你可以看到許多年輕女子來泡美容瘦身湯。安排體驗美人湯～位於伊香保溫泉街上、石造兩層樓建築古意盎
然的石段之湯，溫泉街上還有足湯，可供遊客休憩。
伊香保四大博物館
★人形博物館：自昭和時期起，各式懷舊人形在此展示。
★自動車博物館：日本以汽車工業聞名世界的，在此可看到從古至今汽車的演變。
★泰迪熊博物館：收集世界各地的泰迪熊在此展出，喜愛 TEDDY BEAR 的您千萬別錯過。
★甜點糖果博物館：日本甜點的誘惑讓您食指大動、展示日本甜點的製作歷程。
四萬溫泉：又被稱為《夢想之湯》，至今已一千多年。傳說中此泉水能夠治癒四萬種疾病因而得名四萬，而

且這裡的溫泉不但可以泡更可以喝。據研究喝的話對有助於腸胃而泡的話則是能夠使肌膚充滿彈性且有光
澤。
餐食 :早餐 : 機上輕食
午餐 : 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 :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 : 四萬溫泉~GRAND HOTEL 或 四萬溫泉~山口館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季節水果採果樂(30 分鐘當季水果吃到飽)～輕井澤銀座通～聖保羅教堂～雲場池～
OUTLET～輕井澤
季節水果採果樂：位於群馬縣的觀光果園品嚐當季水果，香甜的草莓(12 月上旬~6 月上旬)，人氣櫻桃(6 月上
旬~7 月中旬)，藍莓(6 月下旬~8 月上旬)，多汁水蜜桃(7 月中旬~9 月上旬)，葡萄(9 月上旬~10 月上旬)，蘋果
(8 月下旬~12 月上旬)，30 分鐘吃到飽，讓您現場現摘現吃，補充維他命也滿足口腹之慾，記得吃水果前要
先洗手。
註：遇天候狀況不佳或無法採果時，改為贈送當季水果，敬請見諒。
輕井澤渡假勝地：有《小瑞士》美譽之稱，處處皆是綠意盎然的輕井澤，自明治時期就是文人雅士愛好的避
暑勝地，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人間仙境，自然美景與她散發出的文藝氣息，令每個旅人在此地都能享受心曠
神怡的假期。
輕井澤銀座通：從舊輕井澤圓環起，約 600 公尺商店林立的街道，這裡洋溢著宛如東京原宿街頭般熱鬧氣氛
的，一部份街道並列著外國人別墅時代就開業的老店鋪。
聖保羅教堂：古典歐式建築佇立於綠色林蔭街道，您更可以感受到歐風的度假感覺，彷彿置身於歐洲的度假
區一樣。
雲場池：來自源頭御膳水清澈冷冽的泉水、素有《SWAN LAKE 白鳥之湖》之稱的雲場池，四周林木茂密倒映
水中其幽靜的氣氛，成為當今日本天皇每年前往輕井澤度假時一定會來訪的景點。在此，不妨慢下您的腳
步，感受一下，遠離都會的塵囂，享受片刻的寧靜！
註:2017 年 11 月中旬-2018 年 4 月中旬，雲場池預計進行整備工程，如遇整備工程期間，團體無法進入參
觀，則改前往鬼押出園，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輕井澤 OUTLET：這裡有許許多多日本以及國際的知名品牌的專賣店，您可在此逛街購物。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日式風味料理 或
晚餐 :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輕井澤自由食
住宿 : 輕井澤 GREEN PALAZA 或 輕井澤 1130 或 輕井澤王子小木屋(8 人一棟、2 人一室) 或 同級

第四天 輕井澤～白絲瀑布～手繪達摩體驗～川越小江戶～冰川神社～免稅店～東京(晚餐自理)
白絲瀑布：位於舊輕井澤北端，可說是輕井澤靈氣散發的極致了！寬 70 公尺，高 3 公尺的瀑布如數百條白
絲絹般沿著黑色岩石滑降而下，常有攝影師到此捕捉美景，沿岸的樹林在秋天更呈現一片火紅。白絲瀑布神
秘的氣質與唯美的景緻又有《輕井澤的祕境》之稱。
達摩：代表日本的工藝品，有吉祥之意，日本的達摩八成產於群馬縣的高崎市，因此高崎達摩相當有紀念價
值。來群馬可手繪達摩的眼睛和鬍鬚，製作一尊屬於自己的達摩。
註：遇達摩體驗約滿無法預約，將改為木芥子彩繪人偶體驗。
川越：川越又名《小江戶》，因保留很多江戶時代以青磚瓦片製造的《藏屋》而知名，加上世代相傳的百年
老店及和果子屋，境內四處都充滿著古舊情懷，彷彿回到 30 年代的日本，整座城市還被指定為日本的傳統
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由於在東京出發不用 1 小時己能到達，故此川越近年成為了東京人在週日懷舊半天遊
的熱點。
冰川神社：可以說是日本人的月老廟，每年吸引眾多單身男女前去尋覓好姻緣，除了每天早上 8 點發放限量
結緣石外，神社內的愛情御守更是個個經過巫師祈福加持後，才交到信徒手中。神社位於日本埼玉縣內，至
今已有 1500 年歷史，還擁有日本最大的木造鳥居。社內所保留的江戶木造建築雖在明治 26 年遭祝融，但在
幕府獎勵政策下，以耐火的瓦造建材重建。
冰川神社因供奉的神明為夫婦神和大己貴命，有良緣之神的美名。神社巫女每天會在社內撿拾石子祈福，包

裝成結緣石，一日限定 20 個，供信徒免費索取。若在神社內購買御守，巫女還會特別為御守持法器祈福注
靈。每逢假日，神社也會在主殿舉辦日式傳統婚禮，讓有情人都能終成眷屬。
免稅店：您可自由選購些贈親友的小禮物。
晚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日式風味定食 或 日式燒肉
住宿 : 池袋太陽城王子 或 上野 CANDEO 或 新宿華盛頓 或 品川王子 或 REMM 六本木 或 東京大森
或 同級

第五天 東京～自由活動(本日請自理交通及午晚餐)～機場／桃園
建議行程
您可自行前往新宿鬧區；街路上五光十色的小店鱗次櫛比，擁擠的小路上，有各式各樣的餐飲小吃，還有各
類新潮服裝店、雜貨店等充滿個性化的商品，可樂旅遊建議您在這裡挑選送給朋友的禮物是最適合的。
或是前往表參道，這裡以《日本的巴黎》著稱；沿街的林蔭道、開放式的時髦咖啡店和餐廳、高檔時裝店，
優雅而富有風情。沿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咖啡座、餐廳、時裝店；很多打扮時髦、奇裝異服的日本前衛青年愛
聚在路旁上，設置攤檔售賣自己的作品，如手製飾品、公仔或替人繪畫人像等、各式其式、
您也可以搭乘電車前往集吃、喝、玩、樂於一身的六本木 HILLS，主要設施分佈在貫穿綠地的主街兩側，這
裡除了有全東京最大的電影城、最高的美術館，還有圖書館、俱樂部、名店街、餐廳等設施，用複合式還不
足以形容六本木 HILLS 的一切，說它是城市中的城市還較貼切些。
在與導遊約定好的時間、地點集合，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機上餐食,或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敬請自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