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主題趴》《小東北》漫步輕井澤、日光江戶
村、醬菜體驗營、和菓子 DIY、草津古溫泉泡湯
豪華五日【三溫泉趴、體驗趴、早去午回】
(包團)機位共有 26 位,規定人數需達 24-25 人
2016 年 06 月 08 日(三)原價團費 NT$43150.-(內含小費和團體定點接送機)
現金優惠價 NT$41150.-/刷卡價格 NT$41650.- (如需單人房加價 NT$6000.-)
太和旅行社 陳經理 0933-904-039 (團費不含行李和房間之小費及私人開支)

行程特色
旅遊小語
東京是代表日本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的國際都市。從世界各地都有許多觀光客前來朝聖，在新宿、
澀谷、原宿、六本木及台場，體驗唯有在大都市才能感受到的能量。而每次到訪這些向世界展示最夯
流行趨勢、不斷推出話題景點的街區時，或許都會有新的發現。匯集在東京的美術館和畫廊等藝術景
點也同樣不能錯過。從高層大樓群則可眺望令人陶醉的東京夜景。除此之外，大家還可以享受購物、
美食的樂趣，接觸最尖端的文化等，依據不同的到訪目的、同伴和當時的心情，肯定會有多種多樣的
遊玩方式。

特色光點
▲東照宮:
是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家廟，是日本近代建築史上的傑作，由 23 處廟宇殿堂和迴廊構
成，座落於日光群山之中。建築精雕細刻，金碧輝煌，最為有名的要數「三猴」 (諧音日文的不聽、
不言、不看)和「睡貓」。
▲體驗親手製作日式醬菜:
以當時季節性蔬菜，使用當地原物料來體驗日式醬菜製作，醃製 3~4 小時，風味更是一絕。
▲輕井澤．聖保羅教堂．白樺樹林羅蔓蒂克大道:
日本天皇最愛的避暑勝地、富歐洲山林風情。聖保羅教堂；近代建築巨匠安東尼雷蒙，因設計本教堂
而得獎，獨特質樸的造型、被認定為輕井澤的象徵。
▲和菓子 DIY:
造訪歷史悠久的和菓子老店，在經驗豐富的職人帶領下，學習製作自己獨一無二的日式點心。

食尚讚住
▲關東溫泉飯店

好康贈禮
▲精美日式醬油每人一瓶
▲高崎達摩不倒翁每人一個
▲當地特選牛奶冰淇淋每人一隻
▲贈送~【國外旅遊 wifi 免費券】二人一台，請於出國前六天上網預約，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購物安排
▲東京免稅店

行程內容
桃園(
桃園(松山)
松山)國際機場/
國際機場/成田(
成田(羽田)
羽田)國際空港國際空港-前往塩原溫泉或鬼怒川溫泉～
前往塩原溫泉或鬼怒川溫泉～享受泡湯悠然閒情
TPE/NRT BR198 08:50~12:55
【桃園)
桃園)國際機場/
國際機場/成田國際空港】
成田國際空港】：本日全體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
手續之後，搭機飛往日本第一大首都【東京】。
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豪華自助餐或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 新塩原飯店 或 鬼怒川 PARK HOTELS-木樂館 或
或 那須溫泉 GRAND HOTEL 愛壽
或同級

鬼怒川觀光飯店

第 特別說明
1 1.本日如為下午班機，到達成田機場後，即前往飯店休息，敬請諒解。
天 2.行程中，若遇天氣或航空公司、國外路程塞車之不可抗拒之因素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
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
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3.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
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
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諒解。
4.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
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
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溫馨提醒
桃園國際機場至成田國際空港飛行時間：約 3 小時 10 分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日光．
日光．東照宮、
東照宮、二荒山神社二荒山神社-日光醬菜體驗營日光醬菜體驗營-和菓子 DIYDIY-伊香保溫泉或草津溫泉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日光．
日光．東照宮】
東照宮】：是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
康的家廟，是日本近代建築史上的傑作，由 23 處廟宇殿堂和迴廊構
成，座落於日光群山之中。建築精雕細刻，金碧輝煌，最為有名的
要數「三猴」 (諧音日文的不聽、不言、不看)和「睡貓」，日本風
格的明陽門和中國風格的唐門是其代表建築。東照宮於 1999 年被聯
合國文教組織批准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日光旅遊的主要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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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二荒山神社】
日光二荒山神社】：建於西元 90 年(延曆 9 年)，二荒山是日光當
地人所奉祀的靈山，又稱為男體山(Nantai-san),也是日光奧白根山的
支脈。現在所看到的神社並非原始的建物，而是西元 1119 年家康的
孫子德川家光所重建，寺院為朱漆的屋舍，欄杆上有十分精緻的花
鳥雕，本堂兩側懸掛許多大燈籠，這些燈籠稱為『化燈籠』，為此
社的代表燈籠，上繪有日本各種神怪故事。

【日光醬菜體驗營】
日光醬菜體驗營】：以當時季節性蔬菜，使用當地原物料來體驗日式醬菜製作，醃製 3~4 小
時，風味更是一絕。
【和菓子 DIY】
DIY】：造訪歷史悠久的和菓子老店，在經驗豐富的職人帶領下，學習製作自己獨一無
二的日式點心。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日式風味定食或日式燒烤餐或日式小火鍋定食
自助餐或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 伊香保溫泉 如心之里 響野 或
水上高原飯店 200
或同級

森秋旅館 或

晚餐：飯店豪華

草津 NOW RESORT 或

特別說明
下車參觀:日光東照宮、日光醬菜體驗營、和菓子 DIY
贈送:日光醬油、牛奶冰淇淋
門票景點：日光東照宮￥1300、日光醬菜體驗營￥1000、和菓子 DIY￥1000
伊香保溫泉石階步道～
伊香保溫泉石階步道～伊香保神社伊香保神社-水澤觀音寺～
水澤觀音寺～六角二重塔(
六角二重塔(轉動六道輪迴消災解厄)
轉動六道輪迴消災解厄)-頭文字 D
～榛名湖．
榛名湖．湖畔紀念公園湖畔紀念公園-草津湯田景觀(
草津湯田景觀(珍奇的湯田景觀)+
珍奇的湯田景觀)+舊街散策
)+舊街散策舊街散策-草津溫泉或輕井澤
【伊香保溫泉石階步道～
伊香保溫泉石階步道～伊香保神社】
伊香保神社】：來到伊香保一定要到石階
街散步。伊香保町自古遠近聞名，並以「石段階」著稱，360 階台
階兩側皆是各式溫泉旅館、餐館、禮品店，遊客熙熙嚷嚷。拾階而
上，不僅沿街移步換景情趣無限，且居高臨下一覽遠山的景致更令
人賞心悅目。伊香保溫泉充滿浪漫色彩，日本著名文學家德富盧花
在此創作了悲戀小說《不如歸》，因此又是日本熱戀男女喜愛的溫
泉。石台階盡頭處的伊香保神社內也常見求籤的男女，這裡信奉溫
泉醫療之神，也有求子神社之稱。
【水澤觀音寺～
水澤觀音寺～六角二重塔(
六角二重塔(轉動六道輪迴消災解厄)
轉動六道輪迴消災解厄)】：水澤觀音
寺又稱水澤寺。約在 6～7 世紀期間，由推古天皇命高麗的高僧開基
水澤觀音寺。六角二重塔象徵六道輪迴，逆時針推動下方輪盤，可
消災解厄，轉換壞運勢。日本人也講 12 生肖，在六角塔旁的 8 尊菩
薩是各個生肖的守護神，花 100 元日幣就能點束香祈求護祐，菩薩
身上堆滿了小人偶，就如在神明面前點盞光明燈一般，祈求事事順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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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榛名湖．
榛名湖．湖畔紀念公園】
湖畔紀念公園】：榛名湖位於榛名山旁，因為火山爆發
所形成非常大的凹洞，經過長久歲月累積雨水而形成今日的榛名
湖，湖水平靜倒映在湖面上的榛名山被稱為「榛名富士」，媲美富
士山般的美麗山丘。春天的櫻花、夏天的花火，以及秋天的紅葉在
這裡都可以看的到，周杰倫主演的電影頭文字 D 大家都知道是從日
本漫畫改編的，而漫畫頭文字 D 所設定的背景就是榛名山，在榛名
山周圍的觀光景點都可以買到頭文字 D 相關的紀念品，可以帶點回
去送給喜歡頭文字 D 的朋友喔！
【草津湯田景觀(
草津湯田景觀(珍奇的湯田景觀)+
珍奇的湯田景觀)+舊
)+舊街散策】
街散策】：日本三大名湯之一
的草津溫泉鄉，親身體驗溫泉濃烈與溫泉不斷湧出的湯田特殊景
觀，您可在此悠閒散步於古老的溫泉街道中，在這溫泉源地，您可
看到一座坐落在街道上的小型露天溫泉區，您可脫下鞋襪，來享受
一下片刻的泡湯樂趣，亦可自費品嚐此地之名產－溫泉饅頭。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日本三大烏龍麵～水澤烏龍麵套餐或日式風味餐
華自助餐或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

輕井澤 1130 飯店 或

輕井澤 GREEN PLAZA 或

晚餐：飯店豪

嬬戀王子 HOTEL 或

萬座王子 HOTEL

或同級

特別說明
下車參觀:伊香保神社、水澤觀音寺、榛名湖．湖畔紀念公園、草津湯田散策
輕井澤的祕境～
輕井澤的祕境～白絲瀑布～
白絲瀑布～眺望淺間山眺望淺間山-輕井澤(
輕井澤(聖保羅教堂．
聖保羅教堂．白樺樹林羅曼蒂克大道．
白樺樹林羅曼蒂克大道．舊銀座
CHURCH STREET 商店街)
商店街)-高崎達摩寺～
高崎達摩寺～贈送名物．
贈送名物．高崎達摩不倒翁每人一個高崎達摩不倒翁每人一個-免稅店免稅店-自由夜訪新
宿歌舞伎町不夜城或台場 SHOPPING MALL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東京/
東京/橫濱
【輕井澤的祕境～
輕井澤的祕境～白絲瀑布～
白絲瀑布～眺望淺間山】
眺望淺間山】：位於舊輕井澤北端的
白絲瀑布（白系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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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井澤(
輕井澤(聖保羅教堂．
聖保羅教堂．舊銀座 CHURCH STREET 商店街)
商店街)】：日本
天皇最愛的避暑勝地、富歐洲山林風情。聖保羅教堂；近代建築巨
匠安東尼雷蒙，因設計本教堂而得獎，獨特質樸的造型、被認定為
輕井澤的象徵。然後以教堂為起點、有林蔭小徑可悠閒散步，也有
「輕井澤銀座」的商店街可逛，店誧大都是當年東京、橫濱的老店
特別在此設立的分店。
第
高崎少林山達摩寺】：少林山達磨寺位於高崎市郊外的觀音山丘陵西側,是一座以新年的達磨集
4 【高崎少林山達摩寺】
天 市著稱各地的寺廟。據說曾經有一位叫一了居士的行人用大洪水漂來的一根木頭雕刻了達磨大師
的雕像供在大殿裡,由此成了其開端。後來迎接中國僧人心越禪師,於 1697 年開創了少林山達磨
寺。祭奠著眾多達磨像的達磨堂的主佛是,達磨寺起源時的主佛像被燒毀之後雕刻的第二代主佛。
寺院內還保存著德國的建築家 Bruno·Taut 於 1933 年亡命到日本之後精心研究日本文化時所利用的
洗心亭。據說最初為少林山達磨寺的和尚所雕刻的「高崎達磨」,是個眼眉象徵只鶴,鼻子到口須
象徵只龜的一副好福相,因此至今仍以有福氣的好達磨深受全國各地的歡迎。
【免稅店】
免稅店】：您可在此選購土產送給親朋好友。
【夜訪新宿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
夜訪新宿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您可以享受逛街夠購物的樂趣以及獲得最尖端的流行資訊。
早餐：飯店內享用
理

中餐：輕井澤御膳和風料理或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

住宿： Tokyo Dome Hotel 東京圓頂飯店 或 東京東方 21 世紀 或 Hotel
New Otani Tokyo 東京新大谷 HOTEL 或
六本木洲際酒店(ANA)～米其林指南推
薦飯店 或 YOKOHAMA ROYAL PARK HOTEL 橫濱皇家大飯店 或
InterContinental Yokohama Grand 橫濱格蘭洲際 或同級
特別說明
下車參觀:聖保羅教堂、舊銀座商店街、高崎達摩少林寺
贈送:高崎達摩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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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自由活動自由活動-成田國際空港/
成田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NRT/TPE BR197 14:00~17:05
天 購物中心
【購物中心
購物中心・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您可自由前往購物廣場 or 百貨公司，有各類專櫃衣飾、家
電、日常用品、以及季節性的水果，共上百家店舖任您選購。
【成田國際空港/
成田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國，本次旅程終告結束，在此感謝您的選

擇參加，並且期待擱再相會，敬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PS1.因航空公司飛行日不同，有時以早午班機回，建議您早上睡到自然醒，優閒吃完早餐並整
理行囊前往機場；如使用下午班機回，則安排自由活動時間，並午餐敬請自理。
PS2.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當團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
處，尚祈鑒諒。
PS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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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

中餐：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晚餐：溫暖的家

或同級

特別說明
為了您逛街旅遊的方便，本日自由活動來回電車費用敬請自理。
回程如安排搭乘午班機返台，則於飯店用完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灣。
溫馨提醒
成田國際空港至桃園國際機場飛行時間：約 4 小時 10 分

注意事項
■護照及簽證
－本行程適用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至出國當日護照效期需六個月以上)，若貴賓擁有雙重
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出入境(台灣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日本交流協會台灣事務
所)之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團費
－團費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
－團費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依日本慣例 Ntd.250 元/每人,每天
－如遇特殊團體(學生團、無購物團...等)、大型活動團體(打球團、滑雪團...等)，依日本慣例
Ntd.300 元/每人,每天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Ntd.1500 元/每晚,每房
－由於日本的團體房無法指定房型，所以有大床或三人房或相通房的需求，本公司會盡全力跟飯店爭
取，但無法保證。如飯店無法提供特殊房型，將以一般的雙人房(兩張單人床)，而三人房則提供雙人
房加床(行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敬請鑒諒。
■貼心提醒
－因各國風俗民情各異(日本人的素食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食材)，與台灣人素食習慣完
全不同，參加日本團體旅遊，小小叮嚀~素食客人可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團
體的午晚餐外用餐廳或飯店內的早晚餐，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
白飯或麵類主食，感謝您的諒解。
－團體日前所提供之歷年平均氣溫表，因目前全球氣候異常，無法正確顯示出您所要前往旅遊地區的
氣候狀況，請旅客於團體出發前可上網查詢日本天氣圖，祝您旅途愉快。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
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
自由行，不便之處，敬請鑒諒。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本行程恕無法接受年滿 70 歲以上之貴
賓，無同行家人或友人之單獨報名，不便之處，敬請鑒諒。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文至日本全國各省市地方遊覽車公司，為防止遊
覽車司機過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規定遊覽巴士司機每天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
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
相關連結如下：日本國土交通省;〈公文內容 點我〉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
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

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最後，
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航班資訊
航班號碼

搭乘日期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BR198

2016/6/8

桃園(TPE)/東京[成田](NRT)

08:50~12:55

回程航班

BR197

2016/6/12

東京[成田](NRT)/桃園(TPE)

14:00~17:05

請 將 回 條 傳 真 報 名
．．．．．．．．．．．．．．．．．．．．．．．．．．．．．．．
活動組陳俐雯 / 電話：2217-5071
傳真：
傳真：22172217-5073 【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31 日止
(一)請自行安排室友
(二)因(包團)有最低出團人數，所以報名後，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預繳之
訂金不退費，請自行安排
自行安排替代人選。(請體諒辦活動者辛勞)
自行安排

報 名 表
姓

名

護照英文名字

行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葷/素食
葷（ ）素（ ）
葷（ ）素（ ）
葷（ ）素（ ）
葷（ ）素（ ）

總計：

元

報名確認後，訂金每人 5,000 元請於三日內電匯或 ATM 轉帳
戶名：陳俐雯
帳號：台灣銀行新店分行 075004573984（銀行代號 004）
如以 ATM 轉帳，轉帳後請註明姓名及帳號後四碼傳真至 2217-5073 並請電話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