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靜岡～日本平飯店或燒津松風閣～大井川鐵道 

櫻桃小丸子、靜岡全覽、華麗極品五日遊 

靜岡進東京出雙點進出 

蓮華池紫藤＋濱名湖花之祭 FLOWER FESTA 3/18～

6/11 

《懷舊鐵道與日本茶的旅行》 

出發日期：201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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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大井川鐵道、日本平遠眺富士

山，駿河灣渡輪及西中伊豆半島無重覆路線的最佳行程，五星級的食宿、浪漫優美的景點，慢慢享受靜

岡濃郁茶香、悠閒的渡假風格。 

■嚴選景點特色■ 

 【2017 濱名湖 FLOWER FESTA 3/18～6/11】，迎接春天再度光鮮展出，將以鮮花...綠色為主題，

主要在創造美好生活與振興花卉產業；濱松花園會場於諾大的水舞池畔及廣闊的庭園和森林中，

種植了棵櫻花樹萬株鬱金香及紫藤花及萬株菖蒲，從春季到初夏，五彩繽紛的花海，期待您的光

臨。 

 【富士山世界遺產】 2013 年 6 月 22 日第 37 屆世界遺產大會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

界遺產委員會正式決定將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富士山(Fujisan)高 3776 公尺，是日本一

座橫跨靜岡縣和山梨縣的活火山，也是日本最高的山，正式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後，更加吸引旅客

前來朝聖。 

 【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發揚並深化了唐宋時“茶宴”、“斗茶”之文化涵養精神，形成了具濃

郁民族特色和風格的民族文化，茶道作為日本傳統的文化遺產已有 400 餘年的歷史，它不但是日

本十分流行的一種獨特的品茶藝術和飲茶方式，而且成為日本人修身養性、提高文化素養和進行

社交的手段。 

 【綠茶之極品～玉露～藤枝玉露】：綠茶最高等級的玉露茶，產於靜岡縣藤枝市岡部的朝比奈地

區，這裡與京都的宇治、福岡的八女，同為日本玉露 3 大產地，因茶葉外型被煎製成如露水一般

而得名，靜岡藤枝市的玉露茶以略帶海苔味的鹹香獨具一格。走訪此地的茶園，很明顯可以看出

玉露茶區塊和一般綠茶區塊的不同，以黑網盤繞支架的茶區便是玉露茶區，為了遮蔭、黑網覆蓋

必須長達 2 周以上，手工採摘方式也讓茶樹看起來不像其他用機器彩的茶區那樣工整劃一。漫步

於此，眼前一畦畦的茶樹以鋪天蓋地氣勢覆蓋山坡地，彷彿一張巨大綠色織毯，美麗無比。 

 【大井川鐵道列車】：與台灣阿里山鐵道結為姐妹的大井川鐵道，是日本唯一每天行駛的蒸氣火

車，目前大井川共有四個蒸氣火車頭，行駛於新金谷站與千頭站間，也成為大井川最受歡迎最賺

錢的觀光列車，只要坐在蒸氣火車的古意車廂中，就彷彿駛進時光隧道，在充滿懷舊的氛圍中，

靜靜欣賞窗外的美景是一種特別的享受。 

 【日本平】：是觀賞富士山最佳場所，許多富士山相關的攝影作品皆在此取景，並從丘陵地上搭

乘【日本平纜車】欣賞駿河灣及富士山 360 度的立體全景風光帶進眼底，美不勝收。 

 【久能山東照宮】：說到東照宮，大部分的人都會聯想到已登錄為世界遺產的日光東照宮，其實

日本最古老的東照宮在靜岡縣久能山上，建於 1616 年，隔年才分靈到日光。東照宮供奉開創江



戶幕府時代叱吒日本史的風雲人物德川家康。 

 【櫻桃小丸子主題館】：由小丸子的家、學校到公園及雜貨店等佈景，讓人就像是進到卡通一

樣，相機可是會喀擦喀擦拍不停，與小丸子一同留下美好的回憶，並有小丸子、花輪等等的各樣

用品，讓您一次買得過癮！ 

 【DREAM FERRY 夢想渡輪】：連絡清水港及伊豆半島土肥港，遊覽車將駛進渡輪內橫渡駿河灣

飽覽駿河及富士山風光。 

 【淨蓮瀑布】：淨蓮瀑布是伊豆地區第一名瀑，享受森林中的芬多精。 

 【美食饗宴】靜岡最著名的是日本綠茶，以茶入菜是當地的飲食特色，品綠茶更是熱衷日本文化

的代表，自是不能錯過。 

■嚴選飯店特色．保證領先市場靜岡最高檔■ 

掛川 PALACE 飯店：掛川 PALACE 飯店網址 http://www.palacehotel-kakegawa.com/index.html 

掛川 PALACE 飯店距離掛川站僅徒步 5 分鐘距離，要去掛川各觀光地都很方便。飯店房間設備新穎完

善，一樓大廳也有免費網路可以供客人使用。位於 9 樓設有當地旅館少有的溫泉大浴場，可在此悠閒泡

湯，舒緩一天旅途的勞累。 

靜岡日本平飯店：靜岡日本平 HOTEL 網址：http://www.ndhl.jp/   

飯店位於日本平山頂是靜岡縣最高的地方，海拔 300 公尺，往下可以眺望整個靜岡縣。日本平飯店就是

在這邊，而這個地方同時也是日劇「華麗一族」當中萬俵家的拍攝地。是此地最豪華景色最優美的高級

國際級飯店，被稱為『日本的風景美術館』。尤其是在飯店高挑的大廳往外望就可以看見剛備登錄為世

界自然遺產的—富士山，相信是您一生中很值得一住的飯店。(但因為飯店提供之餐食既昂貴且可能不

適合國人的口味，故晚餐安排外用餐食。) 

燒津溫泉松風閣溫泉飯店：燒津溫泉松風閣溫泉飯店網址 http://www.syofukaku.com/ 

全台唯一獨家入住日本天皇伉儷曾下塌的松風閣溫泉旅館。飯店位於 4 公里長的玄武斷崖絕壁上，為靜

岡十景之一，面向駿河灣，是觀賞富士山的最佳名所。晚餐設於宴會廳，享用十多品的日式懷石料理，

有駿河灣海魚涮鍋，天婦羅…等，及新鮮的鮪魚生魚片、鰹魚…等，飯店依山傍水，泡著懸崖邊的露天

黑潮溫泉露天風呂，在晴天時可觀看海平面日出、富士山、伊豆群山及駿河灣美景，盡情徜徉溫泉鄉

中。 

修善寺溫泉 LAFORET HOTEL：LAFORET 修善寺網址 http://www.laforet.co.jp/lfhotels/szj/ 

位於中伊豆的森林之中，面對著富士山的方向、景觀優美、占地廣達 50 萬坪的高原渡假休閒飯店。在

富饒的大自然中，擁有温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结婚場地、宴會場等各種完善的設施，並可於

LOBBY 使用 WIFI。讓您的假期充滿歡樂氣氛。 

成田 VIEW HOTEL 網址：http://www.viewhotels.co.jp/narita/ 

Narita View Hotel 酒店總共擁有 501 間客房，每間客房都裝修考究，配有冷氣, 寬頻上網, 吹風機, 衛星頻

道/有線電視, 浴缸等頂級設備, 還有美髮沙龍, 無障礙設施, 酒吧, 洗衣服務/乾洗, 咖啡店。距離成田機場

（Narita Airport）只有 15 分鐘車程，提供免費機場班車服務、 由於靠近成田國際機場等景點， 在這裡旅

客們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日本富士山静岡空港／掛川市或濱岡渡假村(享用貼心為您準備日式宵夜) 

TPE/FSZ CI168 14：30~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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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alacehotel-kakegawa.com/index.html
http://www.ndhl.jp/
http://www.syofukaku.com/
http://www.laforet.co.jp/lfhotels/s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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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夜蕎麥麵    

住宿： PALACE HOTEL 掛川 或 静岡浜岡鄉村渡假大飯店   或同級  

第 

2 

天 

掛川／濱名湖 FLOWER PARK (2017 花之祭 3/18～6/11、NHK 大河劇『女城主直虎』拍攝地、花與綠

的祭典、水舞表演、3 月春櫻、鬱金香及 4、5 月粉蝶花、紫藤、繡球花等陸續登場)／大井川鐵道觀

光列車(SL 蒸汽火車～新金谷站－家山站～聽著列車長吹著口琴及吟唱日本傳統歌謠及欣賞車窗外茶

田美景)／蓬萊橋(世界最長的木造步道橋)／玉露之里～茶之華亭～瓢月亭(綠茶中的極品～玉露、體驗

在日本式庭園的茶室裡享受玉露綠茶和甜點)／紫藤花～蓮華寺池公園紫藤花棚)／靜岡【風景美術

館】美譽的～日本平飯店(美到讓您此生一定要來入住的華麗之宿)或住宿<  

早餐後前往 2017 年【濱名湖 FLOWER FESTA 3/18～6/11】，迎接春天再度光鮮展出，將以鮮花...綠色

為主題，主要在創造美好生活與振興花卉產業；濱松 FLOWER PARK 花園會場於諾大的水舞池畔及廣

闊的庭園和森林中，種植了 1300 棵櫻花樹、50 萬株鬱金香及紫藤花及 100 萬株菖蒲，從春季到初

夏，五彩繽紛的花海，期待您的光臨，還可在大型溫室水晶宮內，盡情欣賞別出心裁的花卉裝飾展

覽，而各種春季的花朵爭妍鬥麗，多姿多彩的活動亦會令會場載滿生氣。然後前往新金谷站搭乘【大

井川鐵道列車】，一九三五年通車以齒軌登山火車著名，最初是為了運送建造水壩及發電廠設備而建

的鐵路，後來成為觀光鐵路，沿岸皆優質川根茶的產地。搭乘★【SL 古董蒸汽火車體驗】隨著蒸氣火

車氣笛聲ㄅㄨㄅㄨ聲音沿著大井川鐵道從新金谷站到家山站的車程中聽著車掌小姐用手持麥克風唱著

日本傳統歌謠，讓您體驗懷舊的古早味，我們往南阿爾卑斯山森林裡的大井川開去，全是生意盎然的

動人美景，還可欣賞一片片茶田及陡峭的山谷風光。並且四季各具特色：春櫻、夏綠、秋楓、冬雪，

不論何時造訪都適宜。午餐後專車經遼闊的茶田前往【蓬萊橋】，橫跨在靜岡縣島田市大井川上的木

造橋（行人與自行車專用橋），全長 897.422 公尺，為「世界最長的木造步道橋」，登錄於金氏世界

記錄。在橋上悠閒漫步可邊眺望大井川沿岸青山綠水的美好景色。來到產茶勝地的靜岡，當然要品嚐

當地的茗茶，才不枉此行，而岡部更是綠茶中的極品《玉露的故鄉》。專車沿著滿丘遍綠的茶園來到

了玉露之里，在此不僅有豐富的綠野芬多精，更有大自然的綠野茶香，除了視覺上的享受，更可滿足

嗅覺上的奢侈。位於藤枝市的【蓮華寺池公園】，每年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欣賞紫藤花開，湖畔公園

周遭 1.5 公里的藤棚架垂落著一串串垂瀑般的紫藍色藤花，飄逸美麗滿園芬芳，最吸引遊客駐足留

影。本日安排入住宿有著【風景美術館】美譽的～日本平飯店，日本平飯店位於日本靜岡縣市中心的

一座山丘上，這裡是眺望駿河灣、伊豆半島以及遠眺剛入世界遺產的～富士山景色最佳的飯店，飯店

利用了大量的玻璃為主建材，透過落地大玻璃才能盡享遠眺富士山的山海景觀，是美得像一幅最自然

的大山水畫的景觀飯店。( 由於日本平飯店報價分為一泊一食或再加上西式晚餐套餐，為考量到口味

的適應，在晚餐的考量上特地估以一泊一朝食，在靜岡市享用完日式涮鍋料理再返回酒店。※或本日

安排入住宿全台唯一獨家入住日本天皇伉儷曾下塌的【燒津溫泉】松風閣飯店，飯店位於 4 公里長的

玄武斷崖絕壁上，為靜岡十景之一，面向駿河灣，是觀賞富士山的最佳名所。晚餐設於宴會廳，享用

十多品的日式懷石料理，有駿河灣海魚涮鍋，天婦羅…等，及新鮮的鮪魚生魚片、鰹魚…等，飯店依

山傍水，泡著懸崖邊的露天黑潮溫泉露天風呂，在晴天時可觀看海平面日出、富士山、伊豆群山及駿

河灣美景，盡情徜徉溫泉鄉中。住宿松風閣飯店將提早於 16：30 入住，次日正常時間退房。 

※日本平飯店及松風閣飯店皆為最頂級的渡假飯店，訂房經常一房難求，故以此二間飯店擇一住宿，

以出發前通知的飯店為準，敬請了解。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日式茶之花膳茶餐  晚餐：靜岡市日式涮鍋料理    

住宿： 日本平 HOTEL 或 HOTEL 燒津 松風閣   或同級  

第 

3 

天 

日本平或燒津松風閣／(本日將延後於上午 10：00 退房，以方便您於飯店享受著欣賞富士山及飯店庭

園交織美景的渡假氛圍)／日本平(觀賞富士山最佳場所)／日本平纜車(360 度欣賞駿河灣及富士山的立

體風光)／久能山東照宮／清水夢幻廣場～超人氣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清水港 DREAM FERRY 夢

想渡輪橫渡駿河灣／修善寺町(山中溫泉小町)／修善寺溫泉  

本日將延後於上午 9：40 退房，以方便您於飯店輕鬆的享用早餐，欣賞落地窗外清水海灣與庭園交織

美景，更不能錯過這如畫風景的背景～嬌羞的富士山，當然這些美景也可在日本平的房間內或陽臺上

http://www.palacehotel-kakegawa.com/
http://www.scg.jp/hamaoka/
http://www.ndhl.jp/
http://www.syofukaku.com/


飽覽，歡迎您來對著美景發呆；之後到【日本平】，日本平海拔 308 公尺，是觀賞富士山最佳場所，

許多富士山相關的攝影作品皆在此取景，並從丘陵地上搭乘【日本平纜車】欣賞駿河灣及富士山 360

度的立體全景風光帶進眼底，美不勝收。來到山頂，豔紅色的鳥居矗立在前，【久能山東照宮】是一

座色彩很鮮艷的社殿，採用了桃山-江戶初期(1580-1650 年時)的技法，是一座頗具代表性的充滿肅穆氣

氛的建築。樓門、神廄、神樂殿等，皆為重要文化遺產。秀忠饋贈之太刀，現存久能山東照宮博物館

內，可以在策劃展時見到其實物。繼前往【清水夢幻廣場】，是個佔地將近 1 萬 3 千平方公尺的大型

購物商場，裡頭從服飾店、雜貨屋、超市、餐廳到電影院跟遊樂場都樣樣俱全。此外還有個大小朋友

看到都會瘋狂的主題館【清水港超人氣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就是櫻桃小丸子！這邊重現了小丸

子的家、學校、公園及雜貨店等佈景，讓人就像是進到卡通一樣，相機可是會喀擦喀擦拍不停，與小

丸子一同留下美好的回憶，並有小丸子、花輪等等的各樣用品，讓您一次買得過癮！午後於清水港

DREAM FERRY 夢想渡輪橫渡駿河灣飽覽富士山風光前往西伊豆的土肥港，之後前往【修善寺町】如

果要在伊豆半島上選出一個最具詩情畫意的地方，那麼當然非【修善寺】 莫屬，是個擁有古老歷史的

山中溫泉小町，放眼望去盡是充滿思古幽情的平房建築，以及青翠茂密的綠樹竹林，偶而瞥見轎夫拉

車經過，一時之間竟有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平安時代的錯覺，由於氣氛與周圍環境十分調和，自古以

來深受衆多的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喜愛。據傳修禪寺是弘法大師空海於公元 807 年開基創建的古

剎，歷史悠久。日本著名戲劇作家岡本綺堂的著名戲曲「修善寺物語」就是根據修禪寺的史實編寫而

成的。夜宿修善寺溫泉。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夢幻廣場綜合和洋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 HOTEL LAFORET 修善寺 或 中伊豆 WINERY-HILLS 葡萄酒莊 或 修善寺溫泉 滝亭 HOTEL 或同

級  

第 

4 

天 

修善寺溫泉／淨蓮瀑布(伊豆地區第一名瀑)／韮山反射爐(國家指定史跡～UNESCO 世界遺產申請中～

本行程搶先看)／御殿場平和公園／台場購物廣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成田  

早餐後前往【淨蓮瀑布】，淨蓮瀑布是伊豆地區第一名瀑，以蜘蛛精的傳奇故事而馳名，是伊豆地區

家喻戶曉的觀光勝地，瀑布旁綠蔭遍佈，相傳是蜘蛛精的巢穴，凡人不得侵犯，至今仍維持美麗的景

觀。從玄武岩流瀉而下的瀑布聲環繞著整個河谷，一股淡淡的懷古幽情不禁湧上心頭。瀑布四周圍繞

神秘之樹林，落差 25 公尺，瀑布寬為 7 公尺，由山谷川流而下，有天城第一美瀑布之稱。【韮山反射

爐】建於安政元年(1854 年)，完成於安政 4 年(1857 年)。於大正 11 年被指定為國指定史跡。這座反射

爐，導入西洋砲術於嘉永 6 年(1853)，來了個叫做貝力的洋鬼子，幫忙籌劃防衛江戶灣的設備就是用

來融鐵以鑄造大砲用的。因為年代久遠，加上歷經 1930 年的伊豆大地震而曾損壞以及補強多次，遠遠

看來，倒像是裝置藝術。之後前往典型的日式庭園建築、巨型噴水池湖泊，廣植各種樹木及花卉，彷

如人間仙境－【御殿場平和公園】，園內有各種四季植物花卉和松樹，岩石花園，園內最著名的是一

座來自印度的舍利子塔，塔下放有佛像，筆直屹立在平和公園的廣場上，從佛性的慈悲表達了反戰訊

息。爾後前往東京－【免稅店】，在此你可自由購物送給親朋好友，接著來到東京近年來新開發的副

都心－【台場臨海公園】，「DiverCity Tokyo Plaza 台場購物廣場」以「劇場型都市空間」的設計理

念，充分利用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地東京臨海副都心地區的優越立地條件，為國內外顧客提供購物、

休閒遊玩及舒適的空間，讓顧客親歷驚奇和感動，因此而將成為「東京的新名景點」。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富士山展望自助餐  晚餐：退費￥2000 於 DiverCity 內自由用餐    

住宿： 成田 VIEW HOTEL 或 MARROAD INTERNATIONAL HOTEL 成田 或 成田希爾頓 HILTON 或同

級  

第 

5 

天 

成田／AEON MALL 購物中心自由活動／成田國際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NRT/TPE CI017 17：

55~21：30  

早餐後，整理行理，於成田的 AEON MALL 購物商場逛街、購物。後前往【成田國際空港】，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台北】，結束此次浪漫溫馨之旅，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1500 於 AEON MALL 內自由食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溫暖的家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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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aforet.co.jp/lfhotels/szj/
http://www.shidax.co.jp/winery/
http://www.takitei.jp/
http://www.viewhotels.co.jp/narita/
http://www.toto-motors.co.jp/marroad/narita/
http://www.ishinhotels.com/hilton-narit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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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