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櫻】【金質旅遊獎】別邸海與森．千葉粉櫻繽紛．房總旬彩花見列車五日

出發日期

2019/03/27 (三) 5 天

報名截止日 2019/03/22 (五)

旅遊國家

價

格

日本
大人

每人

NT$ 75,800

小孩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75,000

小孩不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72,800

小孩不佔床不含餐限2~3歲

每人

NT$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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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27 10:20 2019/03/27 14:30

桃園TPE

東京成田NRT

全日空航空

NH824

2019/03/31 17:35 2019/03/31 20:15

東京成田NRT

桃園TPE

全日空航空

NH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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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台北∕成田空港∕別邸海與森

飯店有「本館」與「VILLA瑞鶴莊」兩種(每種房型數量有限，請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選擇）:
◆選擇入住「本館 (58m2露天風呂和洋式客房)」，不須加價。
◆選擇入住「VILLA瑞鶴莊館

(67~78m2露天風呂和洋式客房)」─的貴賓則加價台幣4300元∕1人。

＜皇室鍾愛的絕景別莊，經過長廊通往松林與海的靜寂異空間＞

別邸海與森

露天風呂豪華客室

位處千葉縣犬吠崎高台環抱海與森的幽靜之地，占地1萬坪─前身
為皇室伏見宮21代貞愛親王於明治31年建立之別邸所在地，庭園
內綠意蔥翠，自立一樹風格。清晨日本最東端海面緩緩升起朝日
之景，深邃的琉璃海令人著迷；夜幕垂簾時燈火迷濛、聆聽潮騷
之聲觀星望月享受浪漫片刻。

本館有26間客房，全室為58㎡以上面海和風摩登客房，並設有沙
發客廳、戶外坐椅與露天風呂，讓您浸泡在暖呼呼的浴池中。飯
店共有三層樓，一樓客房的戶外露台直接連向廣大庭園，二至三
樓客房伸手彷彿能抓住一片碧海藍空。晚餐享用港町銚子特產海
鮮日式會席迎賓料理，品嘗色彩鮮豔的美食佳餚，為您的旅程再
添美好回憶。

無

機上享用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別邸海與森(保證入住)

別邸海與森：飯店還有「一望之湯」SPA溫泉館，提供您室內外天然溫泉泡湯(無料)、溫水游泳池(無料請著泳裝)、岩磐浴(有
料)...等，也有「SPA美森館」，提供您各種豪華的按摩SPA療程(有料)喔。

Day 2

千葉市昭和之森(櫻)∕HOKI美術館∕茂原公園(櫻)∕小湊鐵道列車(櫻)∕綠水亭

飯店有 「檜木內風呂房」與「信樂燒露天風呂房」與 「獨棟客房」三種(每種房型數量有限，請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選擇)：
◆選擇入住「檜木內風呂房」不須加價，此房型12歲以下小孩無法入住。
◆選擇入住「信樂燒露天風呂房」─的貴賓則加價台幣1000元∕1人。
◆選擇入住「獨棟客房 (檜木內風呂+信樂燒露天風呂房)」─的貴賓則加價台幣2800元∕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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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之森

HOKI美術館(￥)1,800

茂原公園(￥)300

為「日本都市公園100選」，保留著大自

2010年11月3日全新開幕，主要展品為創

昭和初期藻原寺後方開設16公頃面積的茂

然的風光，2.5公頃的賞花廣場上種有大

辦人保木將夫所精選近40位日本現代畫家

原自然公園被選為賞櫻百大景點之一，在

約250棵的櫻樹，春櫻飛舞時刻浪漫的氣

所創作約300幅畫作。HOKI美術館委請創

弁天湖的周圍栽植了約2850顆吉野櫻。每

氛不在話下。

立於1900年的日建設計擔任設計及監造，

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的賞櫻祭中皆有和

整體費用含土地及工程費約40億日圓。大

太鼓及樂團的特別演出，帶您感受浪漫氛

膽的建築造型與珍貴的寫實畫作都引起藝

圍的櫻花巡禮。

文愛好者的注目，締造開館第一個月就吸
引超過1萬5千名遊客造訪的紀錄，迅速成
為關東地區極具欣賞價值的重要美術館之
一。

小湊鐵道(￥)730

綠水亭

(上總久保─上總中野)每年春天金黃色油菜花如絨毯般沿著鐵路盛
開，黃色與紅色的昭和風柴油火車輕快駛過，滿載恬謐的田園風
情。3月下旬開始粉色櫻花與油菜花相互呼應，交織粉雪繽紛的
爛漫詩畫，為千葉的祕密私房景點。

位於南房總半島全館僅15間的純和風旅館，日式古色古香的建造，
館內鋪上溫馨舒適的榻榻米地板，精緻的客房內皆附有私人風呂，
可以自在享受寧靜的時刻。晚餐享用當地鮮魚懷石料理，還可於
引自「內浦溫泉藏之湯」源泉露天風呂、大浴場，欣賞滿天星辰。

飯店內享用

洋式創作料理(￥)3,000
或主廚特色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綠水亭(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HOKI美術館￥1,800元、茂原公園￥300元、小湊鐵道￥730元
HOKI美術館：星期二休館

Day 3

鋸山纜車∕母親牧場(櫻)∕農場採果樂∕龍宮城三日月∼新館富士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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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牧場～300萬株油菜花
海(￥)1,500

鋸山纜車(￥)930

採果樂

鋸山屬於南房總國定公園，有天然博物館

日本是個高緯度國家，鮮紅欲嫩的草莓種

位於千葉縣鹿野山山頂，是個面積高

之稱，在14到18世紀前後曾經是「房州石」

類繁多、酸香甜味不一，每年冬天皆是產

達250萬㎡的寬闊牧場，由產經新聞與東

產地，千葉縣內大小城堡的建造石材都是

季。在充滿香氣果園中，親手採摘肥碩果

京鐵塔的創建者前田久吉為了紀念母親所

取自於此，鋸山裸露的山壁就像被鋸子鋸

實、再大口豪邁品嘗，原來舌尖上的幸福

創立。觀光農場每天舉行「牧羊犬放牧

過一樣陡直，山頂又像鋸齒一樣尖銳，因

竟是這般輕巧容易。

秀」、「小豬賽跑」、「可愛動物大遊

此得名。搭乘千葉縣唯一的登山纜車到達

行」、「擠牛奶體驗」...等活動。春暖花

標高329公尺的山頂展望台，展望鋸山與

開時，350萬株花油菜花沿著山丘斜面炫

東京灣的美景，湛藍的海面與充滿綠意的

麗綻放，清新的花香滿溢旅人的胸懷，使

山勢一覽無遺，讓人心曠神怡，天氣好時

園區內充滿著幸福歡樂的氣息。

甚至可以看到彼岸的富士山、天城山、伊
豆大島等地方。

龍宮城三日月～特別安排新館富士見亭
龍宮城三日月溫泉飯店位於千葉縣木更津市的金田海岸，全室皆為
半露天風呂海景客房，可欣賞迷人的海景。挑高宮殿式建築與華麗
氣派的大廳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溫泉之外，三日月飯店豪華
的中西日式自助晚宴料理更是讓人滿足，多位名廚在現場為您烹調
各種新鮮食材，享受這雍容華貴的一夜。

飯店內享用

當地海鮮料理(￥)3,000
或主廚創作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飯店內享用自助百匯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龍宮城三日月(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母親牧場￥1,500元、鋸山纜車￥930元
採果樂：如當天農園實際草莓生育狀況無法摘採，將安排別的行程或退費，敬請見諒。

Day 4

海螢大橋∕千鳥之淵(櫻)∕隅田公園(櫻)∕隅田川遊船∕免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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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螢大橋

千鳥之淵～櫻花名見所100選

瀨里奈和牛料理

東京灣海螢大橋全長約15公里，橫跨東京

主要有80棵大的染井吉野櫻花樹，年紀輕

瀨里奈集團創業55年以來，秉持著對素材

灣連接了橫濱與房總半島，其中5公里為

的櫻樹則不計其數，一到3、4月賞櫻期，

高品質要求，皆使用血統優秀認定的特選

海上公路、10公里為海底隧道，造價約1

窄小的綠道擠滿了遊客，較有趣的是這裡

和牛，藉由涮涮鍋或炭火燒的方式帶給貴

兆4000億日元。海螢大橋曾多次躍上國際

不像上野公園、圓山公園有可供「畫地佔

賓當季新鮮的料理，吸引世界各地旅客特

舞台，國家地理雜誌、DISCOVERY探索

位」的花見花宴空間，所有花樹下吃花見

地前來品嘗。

頻道等媒體相繼專題報道這項偉大工程，

便當的空間，都是「創造」出來的。繽紛

超高難度的工程技術堪稱世紀鉅作！

假期千鳥之淵綠道的名景，是隔水眺望對
岸北之丸公園內的20棵大櫻花樹，當櫻花
盛開時，隔淵相對的兩岸，綠林上再鋪滿
一層淺粉紅色的櫻花毯，只聽得快門聲響
個不停，不愧是名景盛地。

ThePrinceGallery東京紀尾井町～
2016年7月開幕

隅田公園～櫻花名見所100選

隅田川遊船

自江戶時代的8代將軍德川吉宗種植櫻花

是東京都內一條相當重要的河流，為荒川

後，隅田公園成為東京數一數二的賞櫻名

的支流，匯合神田、石神井及新河岸川等

東京王子大飯店集團的最頂級旅館「The

所。600多株櫻花在隅田川兩岸繽紛綻放，

支流，流經東京都內下町區域的7個區，

Prince Gallery東京紀尾井町」於2016年7

走進連綿1公里的櫻花隧道，擁抱隨風飄

最後注入東京灣，全長24公里。搭著造型

月27日隆重開幕，由歐洲設計團

落的櫻花，浪漫至極。染吉野櫻、大島櫻、

搶眼的屋型船欣賞兩岸的特色建築，眼前

隊Rockwell Group精心規劃，現代藝術

山櫻品種眾多，與不遠處的晴空塔相互調

的日本第一高塔晴空塔。春季賞櫻花，夏

風格巧妙融合歷史和未來感，將弁慶濠、

和，建築線條與櫻花之美令人讚嘆。無論

日有隅田川煙火及東京灣煙火可觀賞等等

清水谷公園一帶的自然環境納入景觀，注

是在櫻花下與朋友野餐、搭乘隅田川屋形

四季不同景色，享受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欣

入新生活機能，可以愜意散步綠地，或入

船，或走到不遠處的淺草逛街，享受春天

賞東京。

住享受尊榮服務。

活力。

飯店內享用

瀨里奈和牛料理(￥)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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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nce Gallery東京紀尾
自費自理
井町
或東京皇宮
或東京柏悅
或同等級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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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成田空港∕台北

早餐後，您可以悠閒地於飯店享受各項設施，或自由前往東京都內逛街購物。以下為建議景點：

涉谷

靖國神社～櫻花名見所

東京中城～櫻花名見所

日本特有東洋風匯聚地，為東京時尚及娛

建於1869年6月，是為祭祀明治維新以來

是包含辦公室、購物商場、飯店、美術館

樂潮流發源地，站前十字路口洶湧人潮來

日本在歷次戰爭中戰死者而修建的。據稱

的複合設施，宛如一座小型城市，也是東

往，讓人嘆為觀止！忠犬八公銅像與109

明治天皇為該社賜名《靖國》，是取「安

京最高的大樓。粉紅的染井吉野櫻在春天

百貨是著名的地標，巨大電視牆不分晝夜

邦治國、建設和平國家」之意。神社每年

環抱大樓四周，為都市帶來清新氣息。道

播放廣告，時髦流行的東京男女聚集於此，

冬季的雪景和初春盛開的櫻花海，堪稱一

路兩旁的櫻花粉色幻想隧道，行經此地浪

東急、西武、丸井與各大百貨商場商店街

絕，是賞雪與賞櫻的理想據點。櫻花約種

漫無比，讓人忘了身處東京最繁華的區域。

怎麼也逛不完。

有1000株，其中更有做為日本氣象局預測
「櫻前線」的三株標本櫻─在這裡的櫻花
樹下遙想過去！

飯店內享用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機上享用
自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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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08 14: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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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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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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