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JSO27BR5-T

《日本嚴選》東北奧入瀨．十和田．角館．鳴子峽楓紅絕景．猊鼻溪輕舟船歌．溫泉五日《日本嚴選》東北奧入瀨．十和田．角館．鳴子峽楓紅絕景．猊鼻溪輕舟船歌．溫泉五日(秋秋/青青)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10/27(六) 列印時間：2018-08-27 15:49


參考航班

去程

2018/10/27(六) 09:50 桃園機場 2018/10/27(六) 14:10 秋田機場 長榮航空  BR1102

回程

2018/10/31(三) 15:50 青森機場 2018/10/31(三) 18:50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BR1121


價格說明

應付訂金： $1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59,900 

孩童佔床

$59,900 

孩童不佔床

$55,900  

孩童加床

$59,900 

嬰兒

--


行程特色

2018/08/16 14:23 更新

標準團名：ML楓紅青森奧入瀨溪流五⽇

【設計理念】

時序入秋，⽇本島上鬱鬱蔥蔥的樹林，隨著氣溫轉涼，⼀路由北向南漸漸轉紅。趁著秋意正濃，⽇本⼈稱為「紅葉狩」也成了這個時刻最重要的

⾃然之旅。⽽在賞楓之餘，美食與泡湯更是不可或缺的重點，有了精緻美食、佐溫泉香氛，⼀趟完美的賞楓之⾏才算落幕。

北海道及東北地⽅的賞楓最佳時機，以每年的9⽉中旬⾄11⽉左右最為極致。號稱⽇本第⼀河的奧入瀨溪，是⼗和⽥湖的源流，此地的楓葉⾊澤和

外觀，都因露⽔和陽光的充⾜，⽽比其他地區更顯艷麗。另外不可錯過的文化體驗，藉由中尊寺的⾦碧輝煌，重現傳統風貌。⽽旅遊東北，除了

⼀路湖光⼭⾊不可錯過之外，住宿體驗溫泉飯店也是⼀⼤重點。每⽇選擇不同旅館，遊客也可以在不同的溫泉旅館中，⼀天⼀主題的體驗飯店設

施與⽇式服務，感受更為不同。

【精⼼安排】

★精選楓紅景點「奧入瀨溪流」、「⼗和⽥湖」、「鳴⼦峽」、「⾓館」、「嚴美溪」及「城倉⼤橋 或 蔦沼」等。

★⽇本百景溪⾕名景～猊⿐溪輕⾈船歌～從不同的⾓度細細品味楓紅美景。

★秋⽥內陸縱貫鐵道懷舊⼩火⾞～飽覽沿途⼭林楓紅美景

★特⾊餐食：前澤⽜壽喜燒；火⾞特⾊便當；青森名物味噌扇⾙燒定食。

【精選楓紅⼈氣景點】

★【奧入瀨溪流】(楓紅期約10⽉上旬～11⽉上旬)

秋季的奧入瀨溪流是⼀片楓狂世界，五彩繽紛：湖⽔的靛綠、河⽔的蔚藍、楓葉的盛紅、櫸⽊的橘黃、常青樹的深綠，把奧入瀨染的⽬不暇給，

被⼈們視為⽇本東北美景之最。更列入⽇本賞楓100選之⼀。

javascript:window.print()


★【城倉⼤橋】(楓紅期約10⽉上旬～10⽉中旬】) 或 【蔦沼】(楓紅期約10⽉中旬～10⽉下旬】) 



★【⼗和⽥湖】(楓紅期約10⽉中旬～11⽉上旬)

遼闊的⼗和⽥湖剛好橫跨東北的青森與秋⽥縣邊境，周圍環繞著⼀望無際的樹海，四季鮮明的東北地區，⼗和⽥湖隨著四季變化，粉櫻、綠林、

楓紅與⽩雪，相同的⼗和⽥湖完全不同的迷⼈景致。⼗和⽥湖為⽇本第三⼤湖，步⾏湖畔、搭遊覽船或選擇任何⼀個展望台，都是親近⼗和⽥湖

的好⽅法，⼀年四季皆擁有非凡美景，不管哪⼀個時節造訪⼗和⽥湖，都能夠領略其渾然天成、雍容⼤氣的⾃然美。



★【⾓館武家屋敷】(楓紅期約10⽉下旬～11⽉上旬)

江⼾時代地位崇⾼的武⼠所居住的地⽅，分布於檜⽊內川堤內側的街道兩邊，在⻄元1976年時被列入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北⽅京都』的平泉，市內典雅的東北第⼀⼤名寺【中尊寺】(楓紅期約10⽉下旬～11⽉上旬)



開創於⻄元850年，在1105年由藤原第⼀代的清衡親⼿重建，是可與京都相匹敵的文化都市，在最盛時期約有40個燈塔，佔地遼闊，並可瞭望平

泉風景。

★【嚴美溪】(楓紅期約10⽉中旬～11⽉上旬)

嚴美溪是磐井川數萬年切割⽽成的，蜿蜒 2 公⾥，岩⽯、瀑布及急流為其特⾊。上游瀑布景⾊⼗分壯觀，從觀景橋往下看，驚嘆⼤⾃然的⿁斧神

⼯。。當地名產─郭公團⼦，⽤⽵籃及纜繩隔岸傳遞買賣，是⼗分特別的⼀景。



其他說明

本⾏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程，有時會因旺季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關係，⾏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

通阻塞、觀光點休假、航班調動、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諒。



---楓樹轉紅/黃的時間，極有可能因氣候影響，⽽比歷年紅葉參考時間提前結束、或延後，紅葉情況請依現場狀況為主，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

 附註

〇⾏程餐食均以當地的風味食材為主，若有不習慣之處，敬請了解。

●為提供您享受舒適、尊榮，⼜無負擔的休閒旅遊環境。

2⼈同⾏時，將貼⼼安排2⼈⼀室，雙床房型。(溫泉區依飯店不同，可能為和室或雙床房型)。

旅客如需求⼤床，僅協助需求，不保證飯店能提供⼤床房型，請依現場狀況為主。另⼤部分溫泉區飯店沒有⼤床房型，敬請

了解。

3⼈以上同⾏報名(卡單數)時，將依飯店所提供的房型規格，安排3⼈⼀室。採加床⽅式，⼀般加床為⾏軍床或沙發床或⼩床。 

單⼈報名時，將先協助安排與其他同性旅客同房，如無同性旅客可同房，則需加收單⼈房價差NT$8000，敬請了解。

〇報名1⼤⼈1⼩孩，⼩孩未滿12歲者，需付佔床之團費，敬請了解。

●專業、親切、貼⼼的資深導遊，全程服務。

〇全程採⽤營業綠牌⾞，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台灣與⽇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蔥、薑、蒜、辣椒、奶蛋甚⾄柴⿂或⾁汁⾼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

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

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〇有關⾶機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時間2個⼯作⽇前向您的業務員提出需求，航班起⾶2個⼯作⽇以內(包含機場

CHECK-IN⼿續時)，因航空公司作業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道或窗位，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者座位不⼀定能相鄰，敬請瞭解。

〇 ⽇本全國氣侯預報。

●想要擁有更完整的個⼈旅遊平安保障嗎?請洽服務⼈員

※以下⾏程標⽰說明：●下⾞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8/16 14:23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 秋⽥空港→横⼿温泉 或 猿倉温泉 或 秋ノ宮温泉郷

餐食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 飯店內季節和膳會席 或 ⾃助餐

旅館

ホテルプラザアネックス横⼿  或 ホテルフォレスタ⿃海  或 スパ＆リゾートホテル　秋の宮⼭荘  或同級

第2天

横⼿温泉 或 猿倉温泉 或 秋ノ宮温泉郷→楓紅名所～紅葉峽⾕～鳴⼦峽【楓紅期約10⽉中旬～11⽉上旬】→⽇本第⼀美溪～

【嚴美溪】～特別贈送郭公湯糰【楓紅期約10⽉中旬～11⽉上旬】→⽇本百景溪⾕名景～猊⿐溪輕⾈船歌【楓紅期約10⽉中旬

～11⽉上旬】→平泉【北⽅京都】中尊寺【楓紅期約10⽉下旬～11⽉上旬】→花卷溫泉

特別安排：⽇本百景溪⾕名景～猊⿐溪輕⾈船歌

特別贈送：嚴美溪郭公湯糰

今⽇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東北～秋⽥空港。

●【鳴⼦峽峽⾕】

鳴⼦峽由流經鳴⼦溫泉鄉的江合川⽀流匯集沖蝕切割⽽形成，溪⾕深100公尺，雄⼤楓景是東北數⼀數⼆的賞楓優選，

⼤⾕川⻑年累⽉地蝕刻⽽成的⼀座⼤峽⾕，佈滿了急流沖刷出來的奇岩怪⽯和陡峭懸崖，才會知道五彩繽紛的美，有深

綠、⾦黃、深黃、粉紅、火紅、⿊紅當然得搭配地上的枯葉，楓紅層層⽬不暇給，整座峽⾕放眼望去盡是彩筆也畫不出

的美，天晴時，空氣清新加上藍天⽩雲再搭配清風徐徐吹來，那份愜意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嚴美溪】

嚴美溪是磐井川數萬年切割⽽成的，蜿蜒 2 公⾥，岩⽯、瀑布及急流為其特⾊。上游瀑布景⾊⼗分壯觀，從觀景橋往下

看，驚嘆⼤⾃然的⿁斧神⼯。。當地名產─郭公團⼦，⽤⽵籃及纜繩隔岸傳遞買賣，是⼗分特別的⼀景。

★【猊⿐溪輕⾈】

猊⿐溪，⼤⾃然的⿁斧神⼯，造就了猊⿐溪的美景；兩岸⾼100公尺的斷崖雄偉聳立，奇岩怪⽯、⼤⼩瀑布矗立其中；

猊⿐溪是項極具詩意的觀光路線，特別安排★【猊⿐溪輕⾈遊船】，是⽇本百選溪⾕名景之⼀，乘船⽽下，沿途風光隨

四季變化呈現不同的美，沿途可以⾒到⾶掛在崖壁上的瀑布群，在觀賞風光的同時，船夫會唱幾曲船歌為⼤夥助興，由

於經常有台灣與香港的遊客來搭船，船夫還會將船歌改成中文版。

◎【中尊寺】

開創於⻄元850年，在1105年由藤原第⼀代的清衡親⼿重建；當時的平泉有21所堂宇和300所以上的佛教設施，是可與

京相匹敵的文化都市，在最盛時期約有40個燈塔，佔地遼闊，並可瞭望平泉風景。保有戰國時代東北藤原家族 100年的

象徵，從⾦⾊堂到⽉⾒坡的蒼鬱杉林，不經意流露曾經風華的歲⽉，螺鈿⼯藝、描⾦畫等創作更顯⾦⾊堂的氣派華麗。

中尊寺的楓葉為東北最熱⾨之觀光點。

●【花卷溫泉】

沿著奧⽻⼭脈溪⾕湧出的花卷溫泉鄉，11處的溫泉種類眾多可依喜好選擇，為其吸引遊客之處。有東北數⼀數⼆的規模

http://weathernews.jp/map/html/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zetc/080901/??????.htm
http://tv.liontravel.com/world_media/show_detail.asp?index_id=818&selected_img=6
https://www.yokote.co.jp/annex/
https://foresta-chokai.com/
https://www.akinomiya.co.jp/


景點 猊⿐溪輕⾈  中尊寺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前澤⽜壽喜燒御膳   晚餐／ 飯店內⾃助饗宴 或 會席料理

旅館 花卷溫泉 花卷溫泉 紅葉館  或 花卷溫泉 千秋閣飯店  或 花卷溫泉 花卷飯店  或同級

第3天

花卷溫泉→東北⼩京都～⾓館武家屋敷～青柳家【楓紅期約10⽉下旬～11⽉中旬】→秋⽥內陸縱貫鐵道懷舊⼩火⾞～⼭林⽥園

美景→路經⼗和⽥⼤館樹海楓紅⼤道→發荷卡展望台～眺望⼗和⽥湖全景【楓紅期約10⽉中旬～10⽉下旬】→⼗和⽥湖畔温泉

特別安排：秋⽥內陸縱貫鐵道懷舊⼩火⾞～⼭林⽥園楓紅美景

景點 秋⽥內陸縱貫鐵道  青柳家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秋⽥特⾊雞⾁便當(列⾞內享⽤)   晚餐／ 飯店內鄉⼟料理會席 或 ⾃助餐

旅館 ⼗和⽥莊 飯店  或 ⼗和⽥湖 LAKE VIEW 飯店  或 ⼤湯溫泉 鹿⾓溫泉⼤飯店  或同級

第4天

楓紅勝地～⼗和⽥八幡國立公園【楓紅期約10⽉中旬～10⽉下旬】～⼗和⽥湖遊船～湖光⽔⾊【楓紅期約10⽉中旬～10⽉下

旬】→楓紅漫⼭遍野～城倉⼤橋【楓紅期約10⽉上旬～10⽉中旬】 或 蔦沼【楓紅期約10⽉中旬～10⽉下旬】→楓紅百選～奧

入瀨溪流～溪邊步道散策【楓紅期約10⽉下旬～11⽉上旬】→青森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式御膳   晚餐／ 法式套餐 或 居酒屋

旅館 青森飯店  或 青森 JAL CITY 飯店  或同級

第5天
青森市文化觀光交流設施～睡魔之家WARASSE→奈良美智～【青森縣立美術館】→繩文時代遺蹟～【三內丸⼭】→青森空

港 台北

及以其舒適設備⾃誇的溫泉，還有⾃古便以湯治場⼤受歡迎的鄉⼟溫泉等，各有其獨特的風情。

●【⾓館武家屋敷】

⾓館武家屋敷是江⼾時代地位崇⾼的武⼠所居住的地⽅，分布於檜⽊內川堤內側的街道兩邊，在⻄元1976年時被列入國

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館町內遍植枝垂櫻，使得⾓館擁有⼩京都之稱。⽽這些染井及野種的櫻花樹在秋天

時，葉⼦轉紅，也另有⼀番風情。

◎【青柳家】

以擁有⾼雅格調的藥醫⾨⽽眾所皆知的青柳家，是⾓館代表的武家宅邸。滿栽四季花草的3000坪宅院中，有主屋、彈藥

武器庫房、解體新書紀念館、秋⽥鄉⼟館、武家道具館、洋風館（復古畫廊品茶館）、幕末照片館、時代體驗屋等設

施，約有3萬件貴重古物。

★【秋⽥內陸縱貫鐵道】

在秋⽥有條縱貫南北的鐵路線，這條鐵路線從⾓館出發，並穿過秋⽥最⻑隧道和森吉⼭的⼭腳，沿途隨四季遷移的美

景，並以1⼩時62～80公⾥的慢速度⾏⾛，讓這條內陸線在觀光上擔負起越來越重要的⾓⾊欣賞沿路農⽥、溪⾕等⼭⾊

美景。

◆【⼗和⽥⼤館樹海楓紅道路】

沿途看著渲染成紅的紅葉間，帶著⼀抹淡黃的⾊彩，在您眼前⼀閃⽽過，不經感嘆⾃然的神奇。

★【⼗和⽥湖遊覽船】

⼗和⽥湖橫跨⽇本青森縣與秋⽥縣，由⼗和⽥⼭噴發⽽形成的雙層火⼭湖，⽔深約327米，是⽇本深度第三的湖泊。春

季的新綠，秋天的紅葉，冬令的雪景，四季景致，充滿了神祕美。

●【⼗和⽥湖】

⼗和⽥湖，秋之紅楓～楓紅花好捕捉秋⾊，湖邊的茂密楓葉、花⽊爭奇鬥，拜造物主的⿁斧神⼯之賜，編織出錦綾⽟緞

般的⼗和⽥湖，要賞楓得趁10⽉下旬的短暫時段前往，楓葉每⼀天的樣貌變化都令⼈嘖嘖稱奇，廣闊的⼭林，這裡的紅

葉被稱⽇本⼀絕。

●【城倉⼤橋】

城倉⼤橋⻑達360公尺，是⽇本最⻑的上路式拱橋。站在約120公尺的⾼處，可將城倉溪流的美景盡收眼底。每到秋天，

⾦黃⾊的⼭⽑櫸和楓紅漫⼭遍野，美不勝收，令⼈嘆為觀⽌。

或

●【蔦沼】

蔦沼為蔦七沼之⼀，被⼭⽑櫸的原⽣林所環繞。為蔦七沼中最⼤的沼澤。每到楓葉季節，⼤批旅客蜂擁⽽⾄，是屈指可

數的⼈氣景點。秋季時，以⼭⽑櫸為⾸，樹林染成⼀片或紅或黃，映照在宛如鏡⾯的湖⾯上令⼈屏息。⽽最為⼈津津樂

道的就是清晨⽇出時刻。⽇出從⼭頂斜射下來將湖⾯染成⼀片⾦黃，⽔⾯上映照著紅葉，隨著太陽漸漸升⾼，⼭漸漸由

⾦黃轉紅，將蔦沼⼀帶的紅葉映照成⼀片嫣紅，煞是美麗。楓葉季節，為了捕捉這難得的景⾊總是吸引了很多的攝影愛

好者前來。

●【奧入瀨溪流】

奧入瀨溪流是從⼗和⽥湖流出的唯⼀河川，已成為國立公園的代表景觀。秋季的奧入瀨溪流是⼀片楓狂世界，五彩繽

紛：湖⽔的靛綠、河⽔的蔚藍、楓葉的盛紅、櫸⽊的橘黃、常青樹的深綠，把奧入瀨染的⽬不暇給，被⼈們視為⽇本東

北美景之最。

◎【睡魔之家WARASSE】

https://www.geibikei.co.jp/funakudari/
https://www.chusonji.or.jp/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JPNHNA04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JPNHNA03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JPNHNA02
https://www.akita-nairiku.com/
https://www.samuraiworld.com/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JPSIH010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00022136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00013967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00022114
https://travel5.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JPAOJ03


餐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青森名物味噌扇⾙燒定食   晚餐／ 機上簡餐

旅館 溫暖的家

睡魔之家WARASSE位於⾃JR青森⾞站約步⾏1分鐘處，透過館內介紹青森睡魔祭歷史、製作技術等了解每年於8⽉2⽇⾄

8⽉7⽇間舉⾏的青森睡魔祭，以及提供青森縣內各種資訊。此外館內設有餐廳及販售縣內特產品、睡魔祭周邊商品的紀

念品店。

◎青森縣立美術館

鄰近三內丸⼭遺跡，因此外型呼應遺跡發掘現場似的塹壕意象，⽩牆構成的展⽰空間令⼈印象深刻。常設展藏品中最令

⼈嘆為觀⽌的是夏卡爾為芭蕾舞劇設計的舞台背景畫，畢加索、⾺蒂斯等現代藝術⼤師的作品也吸引⽬光。同時，為了

將青森具代表性的藝術文化推廣⾄全世界，出⾝當地的藝術家如奈良美智、棟⽅志功、寺⼭修司等作品也在收藏之列，

奈良美智的巨⼤雕刻《青森⽝》更成為本館的象徵性裝置藝術品。

●三內丸⼭遺跡

繩文時代指的是⽇本舊⽯器時代末期過渡到新⽯器時代的階段，距今約1萬四千年前。⽇本列島上的⼈們漸漸發展出由

漁獵、採集來獲取糧食，開始定居⼀地，圍繞著廣場建造豎穴住居，聚集⽣活。閒暇之餘，磨製⽯器、燒製陶器、捏製

⼟偶，⽽陶器上繩索模樣的紋路，也正是繩文時代的重要特徵。

三內丸⼭遺跡是⽇本規模最⼤、保存最完整的繩文時代村莊，約40公頃的範圍中共有700多座立穴式居住遺跡、⾼架式

建築遺跡，包括⻑屋、倉庫、道路及墓葬。經過整理，⽬前可以進入部份建築和挖掘遺址參觀。當時的⽣活⽤品陳列在

「三內丸⼭展⽰室」中；「繩文時遊館」則重現當時的⽣活情況。

【特別說明】本⽇⾏程將依實際班機時間做調整。回程如為早午班機→則取消本⽇⾏程，早餐後，專⾞前往青森空港，

敬請知悉並了解。


⾏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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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2．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諒。

3．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程之權利。如有離隊放棄參觀⾏程，恕不退費。

2017/9/15起出發的團體，⾏程包含旅⾏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50萬 (實⽀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保額為【新臺幣2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1. 搭乘⾶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2. 貴重物品請託放⾄飯店保險箱，如需隨⾝攜帶切勿離⼿，⼩⼼扒⼿在⾝旁。

3.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 請由緊急出⼝迅速離開。

4.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5.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衣。

6. 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7. 海邊戲⽔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8. 泡溫泉⼤浴室時不著衣物或泳衣,請先在池外清洗乾淨後再入池內,請注意泡溫泉每次最好以１５分鐘為佳,並攜伴同⾏。

9. 搭乘⾞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請勿伸出窗外，上下⾞時注意來⾞⽅向以免發⽣危險。

10. 搭乘纜⾞時請依序上下，聽從⼯作⼈員指揮。

11. 團體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意外。

12. 夜間或⾃由活動時間若需⾃⾏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3. ⾏⾛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

14. 時差: ⽇本比台灣快⼀⼩時。

15. ⽇本飯店內皆有牙膏牙刷及拖鞋,房內亦有⽇式和服可換穿。

16. ⽇本境內⾃來⽔冷⽔可⽣飲,熱⽔須⽤熱⽔壺煮沸才飲⽤。

17. ⽇本的⾏李須請客⼈⾃⾏提領⾄房間。 

18. 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9.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20. 於⽇本⼀般商店購物須另加 8% 的消費稅，於百貨公司購物累計達⽇幣5000以上出⽰護照登記填表可減免 8% 的消費稅，但非每⼀百貨適⽤，

且⼿續較繁瑣。

21. 泡溫泉有⼀定的限制與規則，先了解其中限制，才能泡得健康美麗，⼜不失禮於⽇本⼈。泡溫泉須知如下：

　　●空腹、飲酒後或剛⽤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泡湯要全裸入浴，穿著泳裝或圍著⽑⼱都是不對的⽅式，會破壞溫泉⽔質。

●泡湯之前須先清洗⾝體，溫泉畔都設有衛浴設施；溫泉的鹼性相當強，部份旅客因體質可能會造成⽪膚不適。

　　●孕婦、⼼臟病、⽪膚病者或⽪膚上有傷⼝者不要泡湯，激烈運動後、熬夜隔天不要猛然泡湯，可能會造成休克。

　　●不常泡溫泉者，最好泡攝⽒41度以下的溫泉，否則可能會造成⾝體不適；為避免突然浸入溫泉可能引發腦貧⾎的危險，浸泡前先以熱⽔淋

濕頭部或⾝體。

●泡溫泉時間以15分鐘為限，避免⽪膚的⽔分油份流失，如果感覺不適，趕快起來沖個冷⽔。

●泡湯後，⾝體儘量採⽤⾃然乾燥的⽅式，不要⽤⽑⼱擦拭，以保留⽪膚上的溫泉成分。

●⾝上有紋⾝者，不能到⼤浴場泡溫泉。

•• 保險 ••

*本⾏程包含旅⾏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實付)】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6週前往「旅遊醫學⾨診」接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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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體不

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肥皂勤洗⼿、吃熟食、喝瓶裝⽔。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貓及野⽣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

+886-800-001922）。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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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航空公司】

⼀. １．單程加價升等商務艙(D艙)；團體機位只接受單程加價升等商務艙。

**** 如需加價升等需由⻑榮航空公司依機位狀況作業及報價！敬請悉知～謝謝。**** 

⼆. 團體加價升等商務艙規定如下：

１．提供貴賓室服務

２．⾏李公⽄數40公⽄

３．無法累計哩程數

三. 其它

１．⽇本線團體票不可延回，如需要請⾃⾏訂立個⼈機票。

２．嬰兒之定義為回程未滿兩歲者，若去程未滿兩歲⽽回程滿兩歲，不適⽤嬰兒價錢須另外詢價，請洽您的業務，謝謝。

** ** ** 北海道(千歲或函館)機票，⼀經開立機皆無法辦理退票** ** **

※2018年6⽉30⽇~7⽉04⽇出發之團體，機票⼀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2018年6⽉30⽇~7⽉05⽇(沖繩)出發之團體，機票⼀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團體票無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者座位不⼀定能相鄰，敬請⾒諒！

★依航空公司之規定，每⼈可免費托運⼀件３０公⽄內之⾏李，指甲⼑、剪⼑等⼑具類，請置放於⼤⾏李箱，請勿置放貴重值錢之物品及相機等易

受損之物件於欲托運之⾏李內。建議除托運⾏李外，另帶⼀件⼿提⾏李，以便置放隨⾝貴重物品等。因⾶航安全問題，⽬前航空公司要求旅客個

別托運⾃⼰的⾏李，請依領隊說明⾄指定櫃檯托運（乳液狀物品若帶上⾶機，每瓶只能100CC，且需置放在透明夾鍊袋內，建議置放於拖運⾏李

中就沒限制；若要攜帶⼿機及電器⽤品的鋰電池，請置放於隨⾝包包中，不能置放於托運⾏李中）。


旅遊資訊

簽證

⼀‧持台灣護照出入境⽇本免簽證，但護照有效期限需在６個⽉以上且護照尚須載有中華⺠國⾝分證字號；持外國護照者需注意是否需⽇簽。

⼆‧從台灣出發，持他國護照⾃⽇本返台者，需持有以下附件證明，以備⽇本航空公司櫃台及台灣海關入關查驗(⼆擇⼀)：

1.台灣居留證或台灣入境簽證

2.預定⾃台灣返回他國之機票

(例：從台灣出發，持美國護照前往⽇本者，⾃⽇本出境回台灣時，在⽇本航空公司櫃台辦理check in⼿續，以及台灣海關入關時，需出⽰台灣居

留證或台灣護照，或從台灣返回美國之機票以備查驗。)

三‧新申請為雙重國籍者，⾸次出國需持台灣護照出國。

四．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五．若您是現役軍⼈⾝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出國應經核准】。

◎【 年 ⽉ ⽇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 ⽇前⼀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六．役齡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種章，即為【尚未履⾏兵役義務】。

七．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國國境，須使⽤同⼀本護照進、出國境。

八．役男是指年滿18歲⾄服兵役前，接近役齡是指年滿16歲⾄18歲。

九．本⾏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持他國護照，請先⾃⾏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

員。

⼗．⽇本新入境審查⼿續將於本（96）年11⽉20⽇起實施，前往⽇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

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電壓時差

《電壓》

　⽇本的家庭電源是100伏特AC，但是頻率卻有兩種。⽇本的東部地區的頻率為50赫茲，⽇　本的⻄部地區的頻率為60赫茲

　各⼤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100伏特和220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般只能夠插入雙腳插頭

　（⼤多數與台灣插孔相類似）

　P.S 不要求三孔插座的美國電器⽤品可以在⽇本使⽤

《時差》

　⽇本全國同屬⼀個時區，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9⼩時，台灣時刻+1⼩時

　P.S ⽇本不實⾏夏時制。

電話

從⽇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010+886+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從台灣打電話去⽇本，先撥002+81+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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