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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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1~10/27  團號: AJJL1021HH20 

【優雅東北】 秋楓秘境 特色列車 美食饗宴  七日(日航) 

日本航空公司 JL 松山出發 

航班 日期 出發/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JL096 10/21 TSA 松山/HND 羽田 13:10 14:10 

JL147 10/21 HND羽田/AOJ 青森 15:30 16:40 

JL099 10/27 HND羽田/松山 TSA 18:15 20:55 

           ※ 30 KG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行程特色 ： 

1.日本航空東京羽田進出 

2.搭乘一段國內班機直達青森免拉車 

3.全程七天行程東北深度賞楓之旅 

4.搭乘兩段特色列車 白神號 和とれいゆ列車 (足湯列車) 體驗與眾不同的行程 

5.體驗當地特色料理 

6.輕鬆悠閒區別市場上走馬看花行程 

7.入住星野集團飯店一晚 體驗飯店設施 

8.入住日本百選飯店享受日本傳統頂級服務 

9.入住 2019年 11月新開日本建築奇才「白井晟一」設計『稻住溫泉』 享受天然溫泉洗禮 

                                                                                 

【 行程內容】 

10/21(三)DAY1 JL096 松山/羽田 TSA/HND 09:10/13:10 台北松山機場→關東羽田機場→搭(國內

線)JL147 羽田/青森 HND/AOJ 15:30/16:40→(12.2Km) 飯店 

07:10 松山機場集合 

09:10 出發前往關東羽田機場  

13:10 抵達羽田機場 

15:30 國內線搭機到青森  

16:40 抵達國內線青森機場 

18:20 抵達 Richmond 飯店 青森 

住宿：Richmond 飯店青森 

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機場自理   晚餐：石と肴 地雷也宴會料理+兩小時喝到飽 

【Richmond 飯店 青森】免費提供 Wi-Fi 網路、全客房備有附加濕器功能空氣清淨機和對應各機種的充電器、提供各式沐浴用品

等。為了讓客人滿意，我們持續追求進步，致力於設備及服務品質，以提供客人舒適的住宿環境本館位於青森縣廳、市公所等

所在處的都市機能發達的區域。步行至鬧區也只需 5 分鐘。電車、巴士等觀光所需的交通設施也可步行抵達。早餐提供和洋式

自助餐。內容除了扇貝、味噌醋味拌菜等青森鄉土料理外，還有本館 1 樓麵包店「ANTIQUE」的現烤麵包等各式餐點。美好的

一天，就從本館的青森特色早餐開始！營業時間：6:30～10:00(最後點餐時間：9:30) 

 
 

10/22(四)DAY2 飯店→ (71Km)十和田湖→ (24.5Km)奧入瀨溪流→(31.8Km)飯店 
08:30★賞楓☆出發至十和田湖 

10:10 抵達十和田湖 

12:00 午餐 

13:40★賞楓☆出發至奧入瀨溪流 

14:10 抵達奧入瀨溪流 

18:00 奧入瀨溪流 自助 晚餐 

https://richmondhotel.jp/aomori/


 
前往【十和田湖】「十和田湖」為位於日本青森縣十和田市與秋田縣鹿角郡小坂町之間的一座火山湖，日本湖泊的深度排名第

三，有極為秀麗的湖光山色，一般旅遊者較常在「奧入瀨溪流」的行程中，將「十和田湖」排入，在走至奧入瀨溪流的終點

「子之口 (子の口 )」，由「子之口」棧橋碼頭搭乘遊覽船至「十河田休屋」棧橋碼頭，一路可欣賞「十和田湖」的湖光山

色。 
【奧入瀨溪流】自十和田湖子之口綿延 14 公里由茂密的樹木及數十處的瀑布構成的奧入瀨溪流，隨著季節變化展現各式風情，

無論春芽嫩綠或是秋染楓紅時分都別有風味。夏季為著名的人氣避暑勝地，秋季則是賞楓勝地。進入 10 月初開始逐漸染紅。 

早餐：飯店內    午餐：レストランやすみや米棒鍋(JPY2772 円)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 星野渡假村 青森屋 

門票：十和田湖遊船（JPY1430 円） 

星野青森屋 

 

10/23(五)DAY3 飯店→ (44.5Km)蔦七沼 →(43.1Km)A-FACTORY→ (42.1Km)弘前城→(3.3Km)飯店 
08:30 飯店出發  

09:30 ★賞楓☆蔦七沼 

12:15 A-FACTORY  

15:00 ★賞楓☆弘前城 

17:30 弘前城 ART check-in 

 

 

 
【蔦七沼】蔦之七沼由七處沼澤地構成。分別是蔦沼、鏡沼、月沼、長沼、瓢簞沼、菅沼和赤沼。有一條叫做“野鳥的小爐”

的散步路，大約花兩個小時左右，可以遍遊其中六個沼澤地（不包含赤沼）。每處沼澤都各有特點，可以一邊散步一邊盡情地

賞楓，享受一種被療癒的感覺。 
【A- FACTORY】由青森車站步行 1 分鐘就能到達的複合設施 A-FACTORY，除了是青森縣產蘋果西打酒的釀造工房以外，館內

販售使用當地農產品製成的點心及加工品、產地直送的生鮮蔬果等，另外也設有免稅商店。 
【弘前城】『菊與紅葉祭』是在能夠欣賞到弘前城的『弘前公園‧弘前城植物園』舉辦的活動，除了植物園內美麗的紅葉外，也

會展出同樣是秋天美景的菊花所製作的『菊人形』，生動的人形身上穿著菊花拼出的美麗衣裳，是自古就有的傳統藝術，這裡

同時也會展出青森縣有名的『睡魔繪』，讓來訪者能夠一次欣賞紅葉、菊人形以及睡魔繪的精彩！ 
【弘前 ART】位於 JR 弘前車站前，便利的位置。提供簡約至頂級等各種等級客房，並以津輕四季為主題，設計出“櫻花”“蘋

果”“天空”“森林”四種風格套房。餐廳內不僅採用開放式廚房，提供和式、法式、義式等各種使用當季嚴選食材製成的美

味料理，也提供可以品嚐青森縣產牛排、海鮮、蔬菜等鐵板燒料理。 
早餐：飯店內    午餐：帆立小屋 帆立貝定食 (JPY2500 円) 晚餐：蘋果會席料理 

住宿：弘前 ART 

門票：弘前城(JPY520 円)  

 

https://www.hoshinoresorts.com/ch/resortsandhotels/uniquehotels/aomoriya.html
https://www.art-hirosaki-city.com/


 10/24(六)DAY4 飯店→(9.7Km)白神號(弘前站→秋田站)→ (52.7Km) 角館武家屋敷→(91.5Km)飯店 
08:10 前往弘前站 

08:48 搭乘白神號(弘前站 08:48-秋田 13:27) 

14:30 ★賞楓☆角館武家屋敷 

17:30 前往旅館 check-in 

 

 

 

【白神號】五能線「Resort 白神號」在世界自然遺產和風光明媚的日本海之間運行，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白神山地亦在 2018 

年迎來了 25 週年。宗旨為與大自然共存，裝載混和動力系統的「Resort 白神號"橅（Buna）"編成」列車，以山毛櫸的漸變色調 

作表現，採用自然而有層次感的綠色，呈現出能夠感受到溫和光影的設計。內部裝潢採用大量的秋田產杉木和青森羅漢柏等沿線 

的木材，呈現出溫暖安逸的氛圍。另外，3 號車廂設有「ORAHO」吧檯，販賣沿線的「美食」。在車上欣賞風景的同時，也能 

一邊品嘗美食。 

【角館武家屋敷】角館擁有的棋盤方格般整齊劃一的街道、古香古色的武家屋敷、鱗次櫛比的寺院神社、傳統質樸的工房倉庫， 

使得這座溫馨小城被譽為「東北小京都」，是著名的賞櫻&賞楓名所。 

【秋之宮 稻住溫泉】2019 年 11 月 OPEN 秋天縣最古老的溫泉勝地﹣秋之宮溫泉鄉，武者小路実篤等多位名人喜愛的著名飯店 

昭和著名的旅館『稻住温泉』是共立渡假村的新溫泉，稻泉溫泉的溫泉運用了大量的泉水奢侈的自家天然的掛流式溫泉幼滑的泉 

水可令身心軟化欣賞隨季節變化的風景，盡情享受沐浴。 

早餐：飯店內    午餐：白神號 車上精緻便當( JPY1300 円)晚餐: 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秋之宮 稻住溫泉 (住客最低年齡需求 13 歲) 

門票 : 白神號(JPY5200 円) 

 

10/25(日)DAY5 飯店→ (46.2Km)小安峽(泥湯溫泉、川起毛地獄)→(72.5Km)足湯列車(新庄→福島) 

→飯店 
08:30 ★賞楓☆前往小安峽 

09:30 抵達小安峽 

12:00 午餐 

14:30 抵達新庄站搭乘足湯列車(新庄 15:00→福島 17:41) 

18:10 抵達飯店  

https://www.hotespa.net/hotels/inazumi/


【小安峽】呈現 V 字型壯麗峽谷的「小安峽」隸屬於栗駒國定公園，是秋田縣東南部著名的觀光景點，小安峽的峽谷兩旁岸壁

高聳，因四季而產生不同風景，不管是夏季的新綠、冬季靄靄的雪白，都讓人心生嚮往。小安峽部分樹種在秋季紅葉期間則會轉

化成紅、黃等豐富、豔麗的色彩，讓峽谷呈現如油畫一般夢幻的景緻，成為許多人慕名而來的秋田縣賞楓名所。 

【足湯列車】「Toreiyu」是「Train（列車）」與法文太陽「Soleil」的造字。車廂內設有榻

榻米的「宴席指定座席」以及山形縣產的地方酒、葡萄酒、果汁等的「吧台」，還設有可一

面欣賞車窗風光一面舒服地泡腳的「足湯」區。讓您宛如在溫泉街散步般地享受列車之旅的

新幹線全新旅程。 

【匠之心吉川屋】以日本料理為主的餐點獲得顧客極高的評價，本旅館的主廚對「日本料

理」的堅持，讓我們驕傲有自信能夠提供客人至上享受。能夠欣賞到建造於溪谷旁的旅館帶

來獨特的自然壯觀景色 。旅館擁有自家源泉，歡迎在大浴場、露天浴池享受真正的泡湯樂

趣。 

早餐：飯店內    午餐： 天婦羅蕎麥麵( JPY1650 円) 155 年老店 庄司屋 晚餐: 飯店季節會席料理 

住宿：匠之心吉川屋(日本百選溫泉之一) 

門票 : 足湯列車( JPY2350 円) 

 

10/26(一)DAY6 飯店→ (54.8Km)磐梯吾妻→ (5Km)五色沼 →(60.2km)飯店 

08:30 ★賞楓☆前往磐梯吾妻 

09:45 抵達磐梯吾妻 

12:00 中餐 

13:00 ★賞楓☆前往五色沼 

14:00 抵達五色沼 

15:10 抵達飯店 CHECK-IN 

 

【磐梯吾妻】福島磐梯吾妻不動沢橋是日本秘境之一，可以在此眺望福島的山與福島市區，被獲選為吾妻八景與日本道路 100
選內，更有天空之路 Sky Line 的稱呼，景色非常美麗。而秋天時更是日本東北賞楓葉的秘境名所景點，無論春夏或秋天都十分

美麗，快來夢幻絕景天空之路吧！ 

【五色沼】五色沼位於福島縣北部的磐梯高原中，早年盤梯火山噴發，泥石堰塞上游匯流處，而形成 300 多個湖沼與濕地，其

中又以充滿神秘色彩的五色沼澤最為夢幻，它被群山環抱，宛如遺世獨立的仙境一般，是磐梯高原中最有人氣的觀光名勝，亦是

東北的賞楓名所 

【會津蘆牧溫泉大川莊】採用近現代的日式風格，還能享受日本獨有的溪谷之美。以梯田為印象的露天溫泉「四季梯田舞台」，

如從寬闊河川中各自脫穎而出的非凡露天溫泉，與充分表現出四季魅力的溪谷合而為一。大川莊的工作人員為歡迎顧客的到來，

獻上符合風雅的謝禮。以日本特有的三味線演奏，讓您在館內也能度過美好的時光。本館中央每天 16:00-18:00 的浮舞台，即可

聆聽三味線的演奏 

早餐：飯店內    午餐：イル レガーロ福島牛套餐 (JPY3058 円)    晚餐：大川莊當季季節懷石料理 

住宿：會津蘆牧溫泉大川莊(日本百選溫泉之一) 

http://www.yosikawaya.com/
http://www.ookawaso.co.jp/


 

10/27(二)DAY7 飯店→(16.6Km)會津若松城→(61.6Km)搭乘新幹線(福島群山站→上野車站) →羽田

機場 JL099 東京羽田/松山 HND/TSA 18:15/20:55 

08:30 ★賞楓☆出發至會津若松城 

09:00 抵達會津若松城 

11:30 中餐 

13:30 搭乘新幹線(福島群山站 13:30-上野 14:42) 

16:15 抵達羽田機場 

 

【會津若松城】NHK 大河劇《八重之櫻》就是以鶴城為舞台，在大地震之前一年有超過 100 萬人以上的觀光客到訪參觀，可以

說是東北著名的代表性觀光地。鶴城周圍種植著 100 株以上的櫻花樹，作為賞花地也是很有名氣的，但是到了紅葉季節，來此

處賞楓的人也是絡繹不絕。從往年來看從 10 月中旬到下旬左右是最佳觀賞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田季野會津料理(輪箱飯 JPY3300 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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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