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一國際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B 室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ROOM.B, 16F, No.44, Sec.2, Chung Shan N. Road, 
104, Taipei, Taiwan 

Tel: 886.2.25673822  Fax: 886.2.25673820 
Email: info@t1tour.com.tw 

出發日期：11/25(日) 

【日本關東賞楓】丹楓迎秋、楓紅高尾山、享宿富士、金黃緋紅物語 

中華航空公司 CI桃園出發 

航班 日期 出發/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 100 11/25(日) 桃園/成田 08:50 13:15 

CI 105 11/30(五) 成田/桃園 18:20 21:10 

                             ※ 30 KG 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行程特色 

1.中華航空東京成田進出 

2.入住東京市區頂級五星飯店椿山莊  

3.全程六日賞楓+銀杏 

4.伊豆溫泉泡湯放鬆 

5.富士山美景溫泉飯店 

6.特殊登山賞楓高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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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內容】 

DAY1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日本關東（成田空港）－(66.5 公里)飯店－銀座市區漫步自由逛界購物 
06:50 桃園機場集合 

08:50 出發前往日本福岡空港 

15:40 飯店 CHECK-IN 

16:00 自由走訪銀座 ※導遊可帶至附近銀座鬧區逛街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自由品嚐在地大眾美食 

住宿：東京銀座蒙特利 ★精選銀座歐式典雅風鬧區精緻飯店 

門票：無 

【銀座】 

銀座建於江戶時代的銀幣鑄造所遺址，擁有其他街區感受不到的雅致氛圍及歷史風情。主要街道的「銀座通」上林立著老

字號百貨公司，其優質服務及店內販售的高級商品相得益彰，如今仍吸引許多人潮前來購物。而在銀座的巷弄內，您不僅

可以到時裝店享受購物樂趣，也有機會意外邂逅規模雖小、料理卻堪稱美味逸品的小酒館。與時俱進的銀座不將就於既有

的知名度，展現出富含文化底蘊的現代性與活力，以及昔日美好時代的魅力，除了老字號的百貨公司以外近幾年也新開幕

不少吸引大量年輕人的百貨公司例如 2017 年所開幕的 GINZA SIX，喜歡購物的朋友這邊絕對是您最好選擇之一。 

 

   

 

 

DAY2 飯店－(64.7 公里)楓紅高尾山－午餐－(69.7 公里)河口湖香草館－(3.1 公里)富士山世界遺產中

心－(6.4 公里)河口湖紅葉迴廊－(18.3 公里)河口湖溫泉 

08:00 飯店出發 

09:00 ★賞楓☆ 高尾山~藥王院、天狗像、章魚杉深訪天狗傳說(安排來回搭乘空中吊車或纜車) 

12:00 午餐 

14:00 河口湖香草館~DIY 體驗製作花環 

15:10 富士山世界遺產中心 

16:30 ★賞楓☆ 河口湖紅葉迴廊 

17:10 飯店 CHECK-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登山零食：飲料+飯糰 

午餐：天婦羅蕎麥麵 

晚餐：飯店內和洋會席料理 

住宿：河口湖溫泉 大池 ★河口湖溫泉旅館~眺望富士山 

門票：高尾山纜車(950JPY)、DIY 體驗製作花環(1300JPY) 



【高尾山】 

關東賞楓與銀杏名所，山腰有一座藥王院，是 744 年由聖武天皇勅命建造的。相傳高尾山住著許多天狗，因通往藥王院

的山路非常難走，體力不好或上了年紀的人都上不去。於是天狗們合力開闢一條好走的山路，方便大家上山參拜。2012

年春季日劇「都會傳說之女」（長澤雅美、溝端淳平主演）也有一集以高尾山的天狗傳說作為題材，吸引許多遊客去朝

聖。 

 

【河口湖香草館】 

館內展示、販售著許多花草衍生商品。中庭有香草花園，漫步其中，可在花香中舒壓恢復活力。2 樓還有花環與押花、書

籤的製作體驗教室，今日安排乾燥花花環製作體驗，做好後帶回家可做聖誕節裝飾，或掛在房間門口。另外還有別館「香

水之家」，從花草提煉的香水、精油、沐浴用品等和香味相關的商品應有盡有，可感受香氣世界的奧妙。 

 

【富士山遺產中心】 

在此可輕鬆瞭解富士山的自然、生態及人文地理與傳說故事。多國語言的介紹與說明，讓外國遊客也能對富士山有更深一

層的理解與體驗。 

 

【河口湖紅葉迴廊】 

河口湖北岸約 150 公尺的紅葉長廊，形成了紅葉隧道，天黑後還有點燈增添夢幻色彩，是秋天河口湖紅葉祭的一大盛

事。 

 

   

 

 

DAY3 飯店－(64.8 公里)伊豆之國展望纜車（午餐）－(8.6 公里)修善寺－(26.3 公里)土肥金山－(8.1

公里)戀人岬－(7.9 公里)土肥温泉 
09:00 飯店出發 

10:30 伊豆之國展望纜車 

12:00 午餐 

13:20 ★賞楓☆ 修繕寺~獨鈷之湯~竹林小徑~紅葉名所 

15:00 土肥金山~關東最大金礦~掏金體驗 

16:30 戀人岬~敲響金之鐘、愛之鐘，遠眺富士山、欣賞晚霞餘暉 

17:40 飯店 CHECK-IN 

19:00 晚餐(暫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伊豆旬彩自助餐 



晚餐：溫泉會席料理 或 百匯自助餐 

住宿：土肥温泉 大江戶溫泉物語 或同級 

門票：伊豆之國纜車(2000JPY)、土肥金山+掏金體驗(1750JPY) 

【伊豆之國展望纜車】 

搭乘纜車登上海拔 452 公尺的空中公園，可在展望台飽覽富士山與駿河灣的美景，或漫步紅葉迴廊，回程別忘了泡一下

富士見足湯喔！！ 

 

【修善寺】 

在修善寺溫泉街中心部的獨鈷之湯，是從桂川清流中湧出的溫泉，也是修善寺溫泉的原點。從獨鈷之湯開始散步到竹林小

徑，可感受到日本的古典之美，是米其林旅遊指南兩顆星的推薦景點，也是伊豆著名紅葉名所。 

 

【土肥金山】 

僅次於佐渡金山的日本第二大金礦，1965 年因礦量枯竭而關閉，改建為觀光景點。館內有觀光坑道，可見到礦坑作業的

實景（有蠟像人偶）。在此特別安排「淘砂金體驗」，在神秘的大地，或許下一位一攫千金的幸運兒就是你！另外還有採

砂金排行榜，限時 30 分鐘內，採到最多顆金粒就可上榜喔！ 

 

【戀人岬】 

西伊豆人氣 No.1 景點，每年吸引 25 萬遊客前來遊覽，戀人岬有座愛情鐘，適合情侶一同前來敲三下：敲第一下洗滌自

己的心靈，第二下呼喚戀人的心，第三下宣誓永遠的愛情，期許彼此的感情能更長久更甜蜜。您還可以寫下對對方的愛意

綁在繩索上，不管過多久小卡片都會被保存下來，很有紀念意義。另外還可以購買「戀人宣言證明書」留念，如果往後真

的步上紅地毯的那端，還會加贈賀電與很有紀念性的小禮物喔！ 

 

   
 

 

DAY4 飯店－(56.4 公里)熱海梅園紅葉祭－午餐－(67.9 公里)鎌倉鶴岡八幡宮－(25.7 公里)三溪園－

(8.1 公里)飯店－晚餐 
08:00 飯店出發 

09:30 ★賞楓☆ 熱海梅園紅葉祭 

11:30 午餐 

13:40 ★賞楓☆ 鎌倉鶴岡八幡宮 

15:40 ★賞楓☆ 三溪園~橫濱紅葉名所 

17:20 飯店 CHECK-IN 

18:00 晚餐(暫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小田原名店日式關東煮料理 或 精緻日式風味御膳 

晚餐 :  飯店內 70 階和洋創意料理 



住宿：Land Mark 地標塔～横浜皇家花園飯店 

門票：熱海梅園(200JPY)、三溪園(700JPY) 

【熱海梅園】 

「日本最早開的梅花」而聞名的熱海梅園，其實也是紅葉名所。園內有約 380 棵的楓樹，因為氣候溫暖的關係，直至 11

月下旬至 12 月才「出現日本最晚的紅葉」。每年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舉辦的熱海梅園紅葉祭，現場還有音樂表演及舉

辦攝影比賽等活動 

 

【鎌倉鶴岡八幡宮】 

鎌倉中的代表神社之一，鎮守關東地區的神靈，也被認為是整個國家的守護神。但其實，現今的「鶴岡八幡宮」並非一開

始就在這。1063 年，源賴義回到鎌倉之後，將源氏視為保護神的氏神從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宮遷移到鎌倉南部的「由比ヶ

浜（由比之濱）」一帶。1180 年遵照神意，才搬遷到現在的地方。在這邊春天可以賞櫻、夏天可以賞荷花、秋天可以賞

楓，整年皆可享受不一樣的自然景致。 

 

【三溪園】 

三溪園是位於日本橫濱市中區的一座庭園，面積 17.5 公頃，內有 17 棟日式建築。三溪園的造園者是實業家、茶道家原富

太郎，造園於 1906 年，現在由公益財團法人三溪園保勝會運營。2006 年 11 月 17 日，三溪園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名勝，

在這裡每一棟日式建築都是重要文化財或市指定有形文化財。春季有 300 棵櫻花樹盛開，遊客能夠在此欣賞櫻花與周遭自

然風景調和的美景，秋季則是有賞楓是秋季橫濱賞楓聖地。 

   

 

 

DAY5 飯店－(71.4 公里)國營昭和公園－(27.5 公里)井之頭恩賜公園~在地人欣賞楓紅名所－(0.5 公里)

吉祥寺散策－晚餐－(25.2 公里)飯店 
09:00 飯店出發                                   

10:30 ★銀杏☆ 國營昭和公園~銀杏黃金大道散策 

13:50 ★賞楓☆ 井之頭恩賜公園~在地人欣賞楓紅名所 

15:00 吉祥寺散策~日本人理想居住地方~全年齡的購物聖地 

17:30 晚餐(暫定) 

19:20 飯店 CHECK IN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自由品嚐選擇昭和公園內大眾美食 

晚餐：鹿兒島產黑豬肉涮涮鍋料理 

住宿：椿山莊 ★東京都心奢華五星級飯店 

門票：國營昭和公園(450JPY) 



【國營昭和公園】 

國營昭和紀念公園是為了紀念昭和天皇在位 50 年所建造，占地約 180 公頃的國營公園。在秋季紅葉時期，從立川口入口

處的運河兩邊可以看到銀杏行道樹，每年到了這時期都會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朝聖。另外，公園內還有戰後首都圈（東京周

邊）所建造的庭園中最大規模的日本庭院，散發了濃濃的日本味。 

 

【井之頭恩賜公園】 

井之頭恩賜公園開園於 1917 年，為日本第一個位於的郊外公園。園內有德川家康所喜愛的泉水「御茶之水」。還有神田

川的水源「井之頭池」及其周邊擁有殘留著武藏野風貌的御殿山、與設有運動設施的西園。春天時可從七井橋欣賞到滿開

的櫻花和櫻花花瓣凋落有如下雪一般散落地景色、夏天時可以在樹林裡感受森林浴、秋天時的紅葉、與冬天時的雪景等

等，是一個可以享受四季轉變且可以休憩的空間。 

 

【吉祥寺】 

吉祥寺擁有廣大綠地，距離都心不遠也不近，電車公車等大眾運輸發達，周圍商店、餐廳種類豐富，因為這些特點而成為

東京人最希望居住的地方。對觀光客而言，不管是喜歡購物還是喜歡景色，或是喜歡品嘗美食，都可以在吉祥寺得到滿

足，這就是吉祥寺的魅力。 

 

   

 

 

DAY6 飯店－(6.2 公里)神宮外苑銀杏祭－(12.8 公里)銀杏與寺社之美～淺草雷門（午餐）－(72.5 公里)

日本關東（成田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溫暖的家 
10:00 飯店出發  

10:20 ★銀杏☆ 神宮外苑銀杏祭~日劇外景 

12:20 午餐 

13:30 淺草雷門 

16:00 成田空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葵丸進天婦羅御膳 

晚餐：機上精緻餐點 

住宿：溫暖的家 

門票：無 



【神宮外苑】 

「明治神宮外苑」為東京都內的黃葉景點，從青山通往明治神宮外苑的通道，綿延約 300 公尺的銀杏林蔭大道為人所

知。每逢黃葉最佳觀賞時期便會舉辦銀杏祭，活動中將有小吃攤供應精選美食，也有攤位販售匠心獨具的工藝品，還會推

出能夠親子同樂的活動，屆時勢必人潮湧動、熱鬧非凡。146 棵銀杏林蔭大道形成金黃色隧道，並以宏偉的聖德紀念繪畫

館為背景，呈現出堪稱一絕的景色。凋落的黃葉甚至化為覆蓋街道的黃色絨毯，營造出夢幻美感，是日劇或電影中常出現

的外景地。晚上也會打燈造景，熱鬧到晚上八點。 

 

【淺草雷門】 

創建於 628 年，是東京都內最古老的寺院，每年有來自國內外約 3000 萬人到此參拜。這裡曾是江戶文化發展的中心，現

在其週邊依然殘留著當時的風貌，雷門前懸掛的巨大的燈籠幾乎是外國觀光客必去的景點。 

 

  
 

 

 (※上述為預定時間，領隊可於實際行程操作中，以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