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櫻】【金質旅遊獎】春櫻絮語戀關東．河口湖美宿風雅頌五日(高雄出發)

出發日期

2019/03/24 (日) 5 天

報名截止日 2019/03/07 (四)

旅遊國家

價

格

日本
大人

每人

NT$ 59,800

小孩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59,000

小孩不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56,800

小孩不佔床不含餐限2~3歲

每人

NT$ 39,000

嬰兒不佔床不含餐限未滿2歲 每人

NT$ 5,000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預計出發

預計抵達

出發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2019/03/24 07:05 2019/03/24 11:25

高雄KHH

東京成田NRT

中華航空

CI102

2019/03/28 12:25 2019/03/28 16:00

東京成田NRT

高雄KHH

中華航空

CI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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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高雄∕成田空港∕21世紀未來城∕置地廣場皇家公園

晚間於飯店周邊逛街散策，依實際住宿的飯店而定。

21世紀未來城

置地廣場皇家公園～米其林評選頂級飯店

以1989年橫濱博覽會舊址為基地，興建的一座近未來城市，是橫
濱新開發區。以摩天大樓、購物中心為首的現代化商辦櫛比鱗次，
向晚時分，在此欣賞橫濱COSMO樂園的大型觀覽車，和幢幢高
樓與橫濱跨海大橋相映的迷人夕陽紅。

入住日本最高的70樓建築─置地廣場最上層的皇家公園大飯店，
眺望橫濱市區、富士山，此飯店蟬連J.D. power亞太研究中心日
本住客評比「連續4年滿意度No.1」殊榮；寬達37㎡客房、貼心
服務與奢華設備，讓訪客賓至如歸。

機上享用

Day 2

日式特色料理(￥)2,000

自助百匯料理(￥)3,600
或日式會席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置地廣場皇家公園
或格蘭日航東京台場
或新高輪格蘭王子
或同等級飯店

鶴岡八幡宮(櫻)∕江之電∕江之島老街、江之島展望燈塔∕箱根

2023/01/08 15: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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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岡八幡宮～米其林評選著名觀
光勝地

若宮大路～櫻花名見所

江之電～搭乘100年傳統電車(23
分鐘)(￥)250

若宮大路是古都最大的表參道，筆直延伸
800年時曾作為日本的首都而繁榮一時的

到鶴岡八幡宮，夾道遍植櫻花，春天時美

沿途欣賞湘南海岸白沙美景，傳統電車江

鐮倉，除了眾多的神社寺廟為主要特色以

不勝收，除了是「日本名街道100選」之

之電至今已經行駛100多年。所使用的車

外，市街角落處處可以看到重要的文化財

外，也是「神奈川風景50選」之一。四周

輛既有充滿著復古情調，亦有時髦感。鐵

產和史跡，與奈良、京都並列為日本最代

有許多古街日式建築、庭園，還有歷史悠

路當初是以路面電車的形式營運，之後才

表性的古都。古都鎌倉最具象徵性的神社

久的洋館、教會等。

改為一般專用路權的鐵路，因此有些路段

「鶴岡八幡宮」於1180年源賴朝以神意遷

仍然行駛在一般街道上，穿越民宅店家之

建於現址，作為關東地區的總守護神。

間，正好就比電車車廂寬度再寬一點而已，
非常特別。而有一段則沿著海岸行駛，可
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海洋與沙灘，非常浪漫。

江之島(￥)750

江之島展望燈臺

箱根蘆之湖The Prince

風光明媚富有朝氣的江之島，已成為日本

江之島燈塔是為紀念「江之電」迎向100

＂享受自然＂與＂休閒渡假＂是我們的目

年輕人喜愛前往的休閒觀光勝地之一，奇

周年於2003年4月設立。燈塔建築成圓錐

標。箱根蘆之湖The Prince渡假大飯店佇

蹟似的浮現在神奈川湘南海岸邊的島嶼，

型，圍繞電梯成螺旋狀向上爬升，可以俯

立於箱根第一景勝地─蘆之湖畔，欣賞湖

充滿了獨特的傳統自然色彩。展望伊豆群

瞰南方諸島、富士山、和三浦半島全景，

光山色、獨佔夢幻美景，令人難以忘懷。

山半島非常浪漫，有東洋邁阿密之稱。這

以及日落黃昏與變化多端的景色，360°的

由建築界巨匠村野大師設計，在維護國立

裡也是日劇拍攝場景No1.，2011年日劇

視覺享受非常壯觀美麗。

公園自然環境的建設限制下，打造森林中

《流星》就是在這裡取景的喔！

的半圓形建築，與寧靜且多彩的大自然風
光和平共存。浸泡在優質的自源泉中，放
鬆身心，體驗多彩的複合設施、悠哉渡過
安逸的高級時光。

飯店內享用

日式創作料理(￥)2,000
或其他特色料理

飯店內享用自助百匯料理
或日式風味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箱根蘆之湖The Prince
或箱根山之飯店
或同等級飯店

費用已包含：江之電￥250元、江之島￥750元

Day 3

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蘆之湖海賊船∕河口湖音樂之森美術館∕LA VISTA富士河口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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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湖音樂之森～庭園美術
館(￥)1,500

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1,600

蘆之湖海賊船(￥)1,000

在山雨濛濛或晴日來訪皆宜，雕刻之森美

(箱根町─桃源台)搭乘模仿北歐西班牙海

術館於1969年開設，蒐羅英國Henry

賊大帆船或美國開拓時代輪船所建造的觀

在優美富士山背景下，讓耳朵沉浸於美妙

Moore、法國Auguste Rodin、日本岡本

光船遊覽蘆之湖，蘆之湖是火山噴發所形

的協奏曲。以阿爾卑斯山為設計的音樂之

太郎等大師級雕刻家作品，在廣褒草原上

成的破火山口湖，周長約18公里，在遊覽

森，富麗堂皇的演奏大廳內設有全球最大

凝觀雕塑與自然共舞，占地約7萬㎡的館

船上可以縱情飽覽湖畔風情萬種的四季自

自動管風琴，讓人隨音符入室；館內收藏

內陳列多達200件作品，並有畢卡索藏館，

然景觀：春天可見湖畔的櫻花盛開，秋天

中世紀歐洲貴族珍愛的音樂盒，一品精湛

盡情觀賞20世紀藝術巨匠傑作。

可見楓紅遍野，以富士山為背景，湖光山

工藝。或走入歐風庭園，絕賞水晶樹在陽

色如詩如畫，藍天、碧湖、綠樹、紅鳥居，

光下折射絢麗光芒。

夢幻浪漫的美景令人難以忘懷。

LA VISTA富士河口湖

展望客室

天然溫泉／貸切風呂

清晨霧凝河口湖，待日出陽光露臉，光瀑

木門、碎花窗簾和古典布沙發，由外而內

精緻細膩的溫泉任君選擇，可浸浴「漲山

從雲隙灑下，雄偉富士山明豔登場。LA

打造寬廣41㎡歐式鄉村風洋室，電子壁爐

之湯」展望富士山雄姿，具療化痠痛特效

VISTA富士河口湖占地利之便，2015年在

為湖畔夜色添暖，陽台設有藤椅可小憩，

的硫酸鹽泉，將疲憊痠痛一掃而空，此外

河口湖畔紅葉迴廊上開幕，為東京電視台

時光在一杯咖啡間緩慢。在展望風呂大片

還有竹、石等四種景致各異的貸切風呂、

嚴選名宿，沿坡可見雕花欄杆、鵝黃色建

落地窗望河口湖四季丰采，夏綠山城、楓

露天風呂、岩盤浴、精油按摩等舒緩療癒

築矗立，仿若徜徉綠草茵茵，庭前玫瑰藤

紅日暖或冬雪寂寂皆美，晚膳為當地當季

設施。

園滿開，如走進南法普羅旺斯花園。

食材，饗以富士山原真味。

飯店內享用

日式風味料理(￥)2,500
或主廚創作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飯店內享用
或主廚創作料理
或日式會席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LA VISTA富士河口湖
或同等級飯店

費用已包含：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1,600元、蘆之湖海賊船￥1,000元、河口湖音樂之森￥1,500元

Day 4

國營昭和紀念公園(櫻)∕新宿御苑(櫻)∕東京市區逛街∕免稅店
當天逛街景點，依實際預約情形而定，敬請見諒。
2023/01/08 15: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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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新宿御苑～櫻花名見所100選

池袋

為紀念昭和天皇在位50年，佔地達39座東

櫻花品種多達75種，共有1500多株，其

以JR池袋車站為界，分為東、西口區─東

京巨蛋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就此誕生。園

中特殊的里櫻品種和一葉櫻約200株、關

口區有百貨、大型流行服飾專賣大樓鱗次

內的大草原、日本庭園與歐式花園，成為

山櫻約130株、普賢象櫻花約100株，都

櫛比，與車站前延伸出去的購物街；西口

首都圈家庭放假休閒的好去處。春天櫻花

是在日本其他地方少見的櫻種。賞櫻的地

區則是東京藝術劇場和大學等，與東口的

綻放、秋天火紅楓葉與金黃銀杏灑落公園

點則從新宿御苑門口，一直漫延到英國風

喧鬧形成明顯對比，散發濃烈文化氣息。

各個角落，時時皆有驚奇。在園內騎著腳

景式庭園、草坪廣場四周，以及千馱谷門

踏車、划船遊玩，或是席地而坐享受微風

附近的櫻花地。御苑中有座《台灣閣》，

吹拂，再也沒有比這還要愜意的地方了。

建材選自台灣阿里山檜木。

東京椿山莊

東京威士汀

東京椿山莊被《Travel&Leisure》雜誌評選為日本最好的飯店，
也是國際貴賓及天皇要員的住房首選。採用華麗巴洛克風格，大
廳內威尼斯玻璃吊燈的柔美光采、青瓷牆面鑲嵌金邊，偌大的英
國浴室採用歐舒丹香氛產品，浪漫歐式建築融合日本細膩品味，
造就極致體驗。太平洋旅行社特別獨家免費贈送椿山莊
「悠yu」─spa溫泉，除了有豪華的游泳池(請攜帶泳裝)、按摩水
療池、健身房，更擁有東京都唯一，從伊豆直接搬運而來的溫泉
水，讓您在優雅的空間中，洗滌一身的疲憊。

世界各地擁有180間以上豪華渡假酒店的威士汀集團，大器沉穩，
搭配當地獨有氛圍。東京威士汀綠蔭蔥然、大廳迎面撲來歐洲特
有的香氣，從挑高客房眺望東京街景一覽無遺。飯店引以為傲
的Heavenly羽毛床，優質床罩及五種功能不同的枕頭，彷彿躺臥
細軟雲上，舒適非凡！

飯店內享用

敘敘苑燒肉名店料
理(￥)5,500
或瀨里奈和牛料理
或米其林評選名店餐廳
或其他特色料理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東京椿山莊
自費自理
或東京威士汀
或同等級飯店

東京椿山莊：悠yu入場時間大人與4至12歲小孩限制不同，並依季節調整，明確時間請參照官網，敬請見諒。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relaxation/
東京威士汀：客房寬敞有42㎡
2023/01/08 15: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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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成田空港∕高雄

飯店內享用

機上享用

無

溫暖的家

★費用包含★
1.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門票。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3.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43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險」每人500萬元旅遊意外、20萬元意外醫療及海
外急難救助。
*若於外地(非台灣)參加團體，不在「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4.贈送日本國內新冠防疫醫療保險日幣1000萬。
5.導遊、司機小費。

★費用不含★
1.申辦護照費用NT$1,600元。
*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2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
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注意事項★
1.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
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際提供為主，住宿房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依報名先後順序選擇。
3.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4.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5.參加本行程須持有(至回國當日護照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若同時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入
出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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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6.若為軍職者，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準，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年齡屆19歲至36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
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7.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0人(含)即可成行，最多參團則為40人(含)以下；沖繩最低出團人數為16人(含)成行。
8.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於2012年6月最新規定，巴士使用時間由車庫出發至返回車庫不得超過10小時，以避免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
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9.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而調整前
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10.團體機位以航空公司安排為準。
11.北海道(千歲、函館、旭川)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2.NH東京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3.CX國泰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4.行程景點、飯店、餐食照片僅供參考，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不同，敬請了解。

★日本旅遊貼心小叮嚀★
因日本文化獨特的特性，到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獨特日本文化的旅遊樂趣。
◎日本住宿
1.為維護旅遊品質，一位大人與一位不佔床小孩同住一間房時，大人需補單人房差，或小孩需收取佔床價格。
2.若有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每日房間差額，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A.不加價三人一室(使用飯店提供輔
助床加床，輔助床亦有數量限制，以入住當天該飯店提供數量為主)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飯店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或不要角邊
房，亦無法指定同行者的房間一定要在隔壁或鄰近，敬請見諒！
3.日本雙人房型基本以兩張單人床為主，若有需要一大床房型請於報名同時告知服務專員。
◎日本餐食
1.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或大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
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蒟蒻、蔬菜、豆腐等食材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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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為我們要提供給最道地的日本餐食給您，所以會有部份鄉土料理會有較多的生冷食物，如有食用後會產生身體不適、過敏等狀
況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讓我們為您調整餐食內容。

台北 02-7713-4919 │ 高雄 07-976-9212
台中 04-3706-5309 │ 日本 0476-80-9160 │ www.pac-grou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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