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伊勢灣週遊、伊良湖岬、濱名湖環湖鐵道 

館山寺九重溫泉深度 5日遊 

伊勢鳥羽海景、渥美半島、岡崎武將隊、館山寺九重溫泉飯店 

鳥羽水族館、御在所岳纜車、海女小屋、濱名湖環湖鐵道 

出發日期：2015/11/8

行程特色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日本介於名古屋與東京之間的富士山靜岡空港，暢遊日本中部地區伊勢灣畔愛知縣的

岡崎城欣賞武將隊表演及聞名日本的八丁味噌、三重縣以鳥羽為中心的海景風情及靜岡縣西部的濱名湖

風景區，無重覆路線的最佳行程，五星級的食宿、浪漫優美的景點，慢慢享受海與湖的浪漫、悠閒的渡

假風格。 

■嚴選景點特色■ 

【伊勢灣中部地區東海三縣】 以日本中部的名古屋市為中心的伊勢灣環海的愛知縣、三重縣、靜岡

縣，內容含蓋了伊勢鳥羽及伊良湖岬的海岸風情及濱名湖的海湖特殊美景。 

【鳥羽水族館】：號稱世上規模最大的室內水族館，它位於三重縣鳥羽市美麗的海濱。這裏飼養著衆多

的海洋生物，有被稱爲美人魚的儒艮，還有非洲大海牛、海獺和江豚等。 

【海女】文化雖然不是日本獨有，但卻最為知名。沿著三重縣伊勢市和志摩半島的海岸線，一座又一座

的小漁村裡，住著一群與海為伍的「海女」們。她們擁有高超的潛水技巧，運用靈活的身姿潛入海中，

採集珍珠、鮑魚等海鮮維生，雖然也有男性，但現今多以女性為主。 

【海女小屋】原本是海女們上岸後休息的小屋，現在經過規劃，遊客們可以在這裡品嘗海女們現撈、現

烤的美味海鮮，大顆的扇貝類、蛤、魚鮮，濃郁的海鮮湯汁和鮮嫩的口感，帶點淡淡的炭烤香，更是饕

客們的最愛，這裏不光只是享用餐點而已，也有機會打扮成海女，體驗到日本傳統的海女文化。 

【伊勢神宮】：奉祀日本天皇祖先的伊勢神宮傳說中是日本萬神之神－天照大帝的居地，古樹參天森林

浴的好地方，日本人一生中至少須有一次造訪。 

【伊勢名物～赤福】伊勢最著名的名產，就是已有 300 年歷史的赤福老店的～赤福餅，赤福最大的特色

在於我們常見的和菓子都是麻糬裏包餡，它卻相反，是紅豆沙裹著麻糬，夏日限定的赤福冰與冬季限定

的赤福紅豆湯更是美味的一絕，本團特別招待希望大家品嚐後有滿滿幸福的感覺。 

【伊良湖伊勢灣渡輪】：連結渥美半島與三重縣的志摩半島，遊覽車將駛進渡輪內橫渡伊勢灣飽覽海灣

島嶼及太平洋風光。 

【濱名湖環湖鐵道～天濱線】搭乘濱名湖鐵道，欣賞海天一色的湖景，感受濃濃的日式鐵道風情。 

【御在所岳山景纜車、濱名湖湖上空中纜車】御在所岳、鈴鹿山脈四季山景，及濱名湖日本唯一的湖上

纜車雙重體驗。 

【岡崎城武將隊表演、八丁味噌之鄉】：岡崎城德川家康的誕生地，與八丁味噌是岡崎聞名日本的最大

賣點，本團特別安排武將隊於岡崎公園熱烈盛裝歡迎，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載歌載舞。 

【美食饗宴】自古被稱為「御膳之國」的伊勢志摩海鮮料理，全面提昇食宿水準，特安排海女為您炭烤

海鮮及讓您享受日式會席料理、日式壽喜燒、日式燒肉、綜合自助餐等豐富變化的美食品味、岡崎的八

丁味噌之鄉傳統美味與赤福紅豆湯下午茶。 

【本行程不進免稅店】：本行程堅持全程不進免稅店，維持高格調的旅遊品質，可充分飽覽靜岡的風土

名勝。 



■嚴選飯店特色．保證領先市場靜岡最高檔■ 

妻戀溫泉渡假村YAMAHA 溫泉飯店：YAMAHA 溫泉飯店網址 http://www.tsumagoi.net/hotspring/ 

這是一座高級度假型飯店，是掛川地區最大的度假飯店，置身于美麗的大自然之中，飯店完善的設施包

含讓遊客洗滌疲勞的森林浴溫泉，多樣的泡湯設施，讓您可以盡情的享受日本的泡湯樂趣，寬廣的客房

讓您享受最舒適的住宿體驗。 

鳥羽溫泉宿～戶田家：戶田家溫泉飯店網址 http://www.todaya.co.jp/ 

老字號的戶田家位於鳥羽車站前，飯店內所有客房都擁有美麗的獨享海景！除了種類繁多的自助餐和精

緻美味的懷石料理之外，二次會的酒館、宵夜餐廳和喫茶處也是不錯的選擇。擁有男女湯共 13 座溫泉

浴池、兩座足湯 2 湯和 20 座岩盤浴的戶田家，讓到此住宿的房客都能輕鬆感受溫泉巡禮的樂趣！寬闊

的海景、陣陣的潮騷、輕撫的微風和濃綠的林蔭，讓您可以在大自然環境中分別感受桶浴、岩石浴、瓶

浴...等種類繁多且獨特的泡湯體驗。 

濱名湖館山寺溫泉～九重飯店：九重溫泉飯店網址 http://hamanako-kokonoe.jp/ 

濱名湖館山寺溫泉以其名列「可有效治療關節痛的溫泉排行榜」前 3 名的高品質溫泉，以及風光明媚的

風景勝地而聞名。濱名湖是混合淡水和海水的「汽水湖」，因此海產非常豐富，一年四季都能提供美味

的當季食材，讓人們大快朵頤。在這樣的濱名湖館山寺溫泉勝地中，最具代表性的「九重飯店」，擁有

連續２年獲得TripAdvisor「優良證書認證」的殊榮，是能供您欣賞濱名湖四季美景、品嚐最頂級饗宴的

純和風旅館。置身於能飽覽濱名湖的奢侈空間、品嚐活用當地食材的日本料理後，再盡情體驗館內的

20 種「天然療養溫泉」，相信您的全副身心一定都能感受到「日本」的洗禮，為東海地區最頂級之

宿。 
 

行程內容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日本富士山静岡空港／妻戀溫泉渡假村(享用貼心為您準備日式宵夜) TPE/FSZ 

CI168 14:50~18:40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乘豪華客機前往日本【富士山靜岡機場】抵達靜岡後專車前往飯店。靜岡縣

大致位於日本的中央，它是「東海道」大道上東西文化的交通要衝，也是政治、文化的先進地區。靜

岡縣南部面臨太平洋，海岸線連綿不斷；北部聳立著以富士山為首，高達 3000 公尺的山巒；東部為伊

豆半島，以溫泉、瀑布和美麗的海岸等聞名遐邇；西部有濱名湖，是眾所皆知的休閒渡假處。擁有

海、山、湖等各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是靜岡的魅力所在。而日本標誌之一的富士山，於 2013 年登

錄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就在靜岡縣境內。  

早餐：X  中餐：Ｘ  晚餐：機上套餐＋宵夜拉麵    

第 

1 
天 

住宿： YAMAHA RESORT 妻恋  

第 

2 
天 

妻戀渡假村／岡崎城(岡崎公園、家康「葵」武將隊表演)／八丁味噌之鄉見學／御在所岳（搭乘纜車

高低差距 780 公尺的空中散歩）／鳥羽（鳥羽灣海景風情）  

早餐後回到愛知縣參觀【岡崎城】，岡崎城在日本歷史裡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裡是德川家康的誕

生地、更是岡崎市的歷史象徵；而【岡崎公園】是以岡崎城為中心的歷史文化的公園，可以欣賞到櫻

花、蔓藤植物、杜鵑和四季不同的花卉草木等等，這裡還是日本都市公園百選、櫻花名所百選、歷史

公園百選，和日本百座名城之一。在此裝扮成德川家康和德川四大天王、服部半藏等的 8 名武將表演

武藝等的武將隊，將熱烈盛裝歡迎，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載歌載舞。接著前往【岡崎八丁味噌之鄉】

見學，離岡崎城有八丁（約 870 公尺）之遠而得其名的八丁村所產的味噌就叫做八丁味噌。是德川家

康以營養成分高的味噌用來作為重要兵糧，現在仍保有兩家藏元堅守傳統做法持續地製造味噌。味噌

倉庫林立的狹小巷道中仍保留著過去的風光，除了可以參觀工廠了解其製作過程外還有試吃區讓您品

嚐各種製品。午後前往位於鈴鹿國立公園境內的【御在所岳】，位於三重縣三重郡菰野町和滋賀縣東

近江市的分界，是鈴鹿山系的第一高峰，標高 1212M 的御在所岳山頂與山麓間的高低差有 780M，從

山麓搭乘纜車約 12 分鐘可達靠近山頂的山上公園站，沿途可盡覽壯闊秀奇的山景，春夏的新綠與花

http://www.tsumagoi.net/hotspring/
http://www.todaya.co.jp/
http://hamanako-kokonoe.jp/
http://www.tsumagoi.net/


海，秋天的楓紅與冬天的樹冰冬雪，是日本最有規模的纜車之一。鳥羽市位於三重縣志摩半島東北

端，作爲 17 世紀的統治者九鬼氏的城下町繁榮起來，鳥羽市也是從水路去參拜伊勢神宮的參拜者們上

陸地，屬於伊勢志摩國立公園，鳥羽市有美麗的大海，遺留著獨特生活氣息的孤島以及繼承了前人傳

統的海女文化。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日式木曾路壽喜燒御膳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綜合百匯自

助餐    

住宿： 鳥羽溫泉宿～戶田家 或 鳥羽SEASIDE HOTEL   或同級  

鳥羽／二見浦夫婦岩／鳥羽水族館～參觀保育類動物★傳說中的美人魚「儒艮」、南美「黑白雙色的

海豚」／海女小屋（鳥羽地方特色～與海女圍爐的海鮮料理）／伊勢神宮(日本天皇登基後必來朝拜)

／托福橫丁（五十鈴茶屋品嚐伊勢名物～赤福紅豆湯下午茶）／鳥羽溫泉  

早餐後前往二見浦的地標－『夫婦岩』，用粗大的連理麻繩繫著一大一小的兩塊岩石，靜靜地聳立在

驚滔駭浪的海面上，彷彿款款訴說著不變的愛情誓言的恩愛夫婦。後前往已成立 60 年的【鳥羽水族

館】，號稱世上規模最大的室內水族館，是日本教育部指定的文教單位，深受日本小朋友的喜愛，尤

其鎮館之寶－傳說的美人魚『儒艮』，這是非常珍貴的海獸每年所需花費的飼料費高達 2400 萬日幣並

受到華盛頓公約保護的稀有動物以及在南美才有的稀有動物「黑白雙色海豚」，這些只有在鳥羽水族

館才能看的到它們的身影，而全館飼育 850 種動物並有海獸表演，展區分為古代、極地、日本海、伊

勢志摩海、熱帶雨林等區，以高科技重現當地生態環境。此館幾乎是一般水族館的三倍左右，堪稱世

界上數一數二的超大型水族館。館內劃為 12 個地球環境區，造形為珊瑚礁大海的大型水槽，遠古海

洋、海中動物區及展示海中生物等，規模頗大。午餐於「海女小屋」，這原是在海上作業的海女們上

岸後歇息的小屋，現在這些海女小屋，仍然保持著傳統的擺設與風貌，讓遊客可以在這裡品嚐「海

女」現撈的魚蝦貝類等海鮮。海女們用來取暖、烘乾身體的圍爐，加以炭火燒烤，便呈出一盤盤現撈

出海的美味龍蝦、魚貝，一邊與海女話家常，聽聽她們的故事和海底的世界，一邊品嚐最鮮美的海

味，最讓遊客難忘。品嘗完美味的料理後，遊客也能在這裡體驗當「海女」，雖然只是穿上海女的工

作服裝，但也頗有一番樂趣；盡興之餘，海女們還會在小屋內跳起舞來，炒熱小屋內的氣氛。餐後參

觀具有 2000 年歷史的【伊勢神宮】，在日本是最重要的神社之一，在五十鈴的旁邊，被樹齡達 800 年

以上的神宮杉木所環抱，在參拜神社、廟宇的道路上舖滿了小圓玉礫石，洋溢著莊嚴的氣氛，也是傳

說中日本萬神之神－天照大神的居所，是日本天皇登基後必來朝拜之所。伊勢神宮外的「厄除町」是

一處充滿江戶時代風情的商店街，在這裡聚集了許多老食堂和茶館，以及販售著當地小吃、名產的商

家。其中，又以托福橫丁（おかげ横丁）最為熱鬧，重現了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的氣氛。而這裏的

熱門景點～那就是「赤福」，1707 年創業迄今，赤福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本團特別安排在赤福本店

旁的五十鈴茶屋和式榻榻米空間裡優雅享受伊勢名物赤福紅豆湯下午茶。 

 

「海女」文化雖然不是日本獨有，但卻最為知名。沿著三重縣伊勢市和志摩半島的海岸線，一座又一

座的小漁村裡，住著一群與海為伍的「海女」們。她們擁有高超的潛水技巧，運用靈活的身姿潛入海

中，採集珍珠、鮑魚等海鮮維生，雖然也有男性，但現今多以女性為主。 

「海女小屋」原本是海女們上岸後休息的小屋，現在經過規劃，遊客們可以在這裡品嘗海女們現撈、

現烤的美味海鮮，大顆的扇貝類、蛤、魚鮮，濃郁的海鮮湯汁和鮮嫩的口感，帶點淡淡的炭烤香，更

是饕客們的最愛，這裏不光只是享用餐點而已，也有機會打扮成海女，體驗到日本傳統的海女文化。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海女小屋海女圍爐炭烤海鮮＋活鮑魚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或綜合百匯自助餐    

第 

3 
天 

住宿： 鳥羽溫泉宿～戶田家 或 鳥羽SEASIDE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鳥羽／伊勢灣 FERRY 伊良湖渡輪（連絡鳥羽港及伊良湖港）／戀路之濱～伊良湖岬燈塔／濱名湖環

湖鐵道～天濱線（新所原站～氣賀站）環湖迷你車廂／濱名湖湖上空中纜車（戀人的聖地 360 度大草

山展望台）／濱名湖畔館山寺溫泉飯店～九重（東海地區最頂級和風之宿、浮見堂絕美湖景）  

上午於鳥羽港，遊覽車將駛進渡輪內橫渡伊勢灣，飽覽海灣島嶼及太平洋風光，前往愛知縣的【伊良

湖岬】，伊良湖岬擁有絕美的海岸線景觀，其中被入選為日本白沙青松百選的戀路之濱，同時也是戀

人求婚的最佳地點。一旁還設有幸福之鐘、許願鎖，情侶們可前往許下對愛情的承諾。另外，純白色

的伊良湖岬燈塔也是戀人們的幸福見證地標。午後來到靜岡縣西側的濱名湖風景區，搭乘【濱名湖鐵

道～天濱線】，由新所原站至氣賀站之間的環湖老鐵道，欣賞海天一色的湖景，感受濃濃的日式鐵道

http://www.todaya.co.jp/
http://www.tobaseasidehotel.co.jp/
http://www.todaya.co.jp/
http://www.tobaseasidehotel.co.jp/


風情。啟用於 1960 年的【濱名湖館山寺空中纜車】，是日本第一個跨湖的纜車，登上有「戀人的聖

地」之稱的「大草山展望台」，視野 360 度濱名湖的美盡收眼底，展望台的中間，就有一座特別設置

彷若五線譜的造型的鐘琴，每到整點，鐘琴就會敲響輕快的音樂也由於幸福的樂音，再搭配上絕佳的

景致，這裡也被選為「戀人的聖地」，是濱名湖八景中的第一景。 

濱名湖位於靜岡縣西部，與愛知縣交界的位置，原先是一個濱海的淡水湖，但與海銜接的陸地因地震

之後塌陷，遂成為與海相通的鹹水湖，日本人稱之為「汽水湖」。湖面風平浪靜，適合從事各種水上

活動；山光水影、海天一色，整個湖岸風景也十分秀麗。因為是淡海交會之處，魚產海鮮也十分豐

富，尤其鰻魚的養殖，全日本第一，湖全長 141km，面積為 6880ha，是日本第 10 大湖。位於湖畔的館

山寺溫泉九重飯店，洋溢著濃厚的和風渡假氛圍，它以三面環湖的明媚風光和湖畔擁有最大的住宿設

施而自豪。大門前有和式日本庭園，是面對著湖岸的 10 層樓、有穩重感的和風旅館，木質材的漂香也

點綴了充滿豐潤情趣的和風空間，飯店優美的線條與湖濱的日式庭園及座落在湖上的浮見堂棧橋融合

為一幅和風濃郁的風景畫。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伊良湖 VIEW 飯店海景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 濱名湖館山寺溫泉～九重HOTEL  

館山寺溫泉／春華堂「鰻魚派工廠」見學／掛川花鳥園(接觸花與鳥的主題)／磐田 LALA PORT 購物商

城自由活動／富士山靜岡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FSZ/TPE CI169 19：20~22：15  
鰻魚派是濱松濱名湖的超人氣知名點心，昭和三十六年開始販賣，每個派都是精心製作而成的，「春

華堂」更是當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名店，在此除了參觀鰻魚派的製作流程外還可吃到香鬆脆的鰻魚

派餅乾，也歡迎您買些回家享受，其中最受歡迎的人氣商品是添加了白蘭地的「鰻魚派 V.S.O.P」。後

前往【掛川花鳥園】，主題為「接觸花與鳥」。一年中盛開著熱帯性花卉，在巨大的溫室内還彙集了

來自世界各地約 40 不同品種的 120 隻貓頭鷹。在日本，貓頭鷹被稱為是福鳥，還成為長野冬奧會的吉

祥物，代表著吉祥和幸福。富士花鳥園因這些“福鳥”而聞名遐邇，人們在這裏不僅可以近距離觀

賞，還能撫摸那些平日難得一見的“福鳥”們。下午於靜岡最大購物中心的磐田 LALA PORT MALL

購物商場逛街、購物。然後整理行裝，專車前往富士山靜岡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桃園，結束此次

愉快的靜岡假期，相信會帶給您愉快甜蜜的回憶。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日式茶之花膳茶餐  晚餐：敬請自理及機上套餐    

第 

5 
天 

住宿：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團費說明： 

包含項目：含岸上觀光費用,含團險,含兵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不含小費,不含行李小費,不含行李超重費,不含北高來回接駁,不含行李拖運費,不含接送費,不含

簽證費用 

★出團備註： 

★★本行程為聯營團體★★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1.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侯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象，本

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2.如遇季節性的變化，將隨著季節性變更餐食內容，本公司保有變更餐食內容之權利。 

3.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4.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5.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6.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全程指定單人房或貴賓為單 1 人報名時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則需另補單人房差額 NT14000 

敬請見諒！  

word格式檔案
 

http://hamanako-kokonoe.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