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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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6~04/11團號:AJCI0406NN20 

【關東賞櫻】伊豆花吹雪、箱根、東京落櫻繽紛 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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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 桃園/NRT 成田 08:50 13:15 

CI 105 04/11 NRT 成田/桃園 18:20 21:10 

           ※ 30 KG行李免費，團體票無法累計里程數 

 

1.中華航空東京早去晚回進出 

2. 嚴選十一大賞櫻景點巡禮 

3. 參訪河口湖百選賞櫻勝地～小田原城 

4. 參訪日本首座展示威尼斯玻璃的博物館~玻璃之森博物館 

5. 參訪伊豆小京都日劇月薪嬌妻拍攝場景~修善寺 

6. 參訪百年皇室公園~百選賞櫻名見所~新宿御苑 



7.參訪東京百選賞櫻名見所~前三名~千鳥之淵 

8. 保證入住～百選飯店～稻取銀水莊 

9. 保證入住～２０１９年０８／１１新開幕～箱根和とわ~太一獨家 

10. 保證入住兩晚~2003亞洲 BEST HOTEL第一名，世界排名第九名~東京的城市綠洲~椿山莊 

 

                                                                                【 行程內容】 

04/06(一) DAY1 台北桃園機場→成田空港→(97.1Km)新橫濱王子→ (11.3Km)櫻花大道~橫濱 21

世紀港未來 CI100 台北/成田 TPE/NRT 08:50/13:15 

06:50 桃園機場集合 

13:15 抵達成田機場 

14:15 前往新橫濱王子飯店 

16:40 抵達新橫濱王子 CHECK IN 

17:00 櫻花大道~橫濱 21 世紀港未來逛街  

19:00 回飯店享用自助晚餐 

住宿：新橫濱王子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shinyokohama/) (已預約 OK) 

早餐：無     午餐： 御壽司(￥1000 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料理 (￥4600 円) 

 

 

04/07(二)DAY2 飯店→  (30.5Km)鶴岡八幡宮(櫻)→  (41Km)小田原城(櫻)→(19.8Km)箱根玻璃

之森美術館→(5.9Km)飯店 
08:30 飯店出發鶴岡八幡宮       

09:20 抵達鶴岡八幡宮 

10:20 前往小田原城 

11:30 午餐 

12:30 小田原城 

15:00 箱根玻璃之森美術館 

17:50 箱根和とわ CHECK-IN 
前往【鶴岡八幡宮】鶴岡八幡宮是一座代表鐮倉的神社。始於 1063 年「源頼義」將軍在平定現在的東北地區其中一部分叫做奧

州的領土後,回到鐮倉之時,將源氏的氏神(即一族祭祀的神靈)-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宮遷移到「由比ヶ浜」周圍。供奉的正神是「応

神天皇」和其母「神功皇后」以及「比売神」。 
【小田原城】最初建於 15 世紀初的小田原城，為了防禦豐成秀吉的進攻而加以擴建，成為了日本最大的中世紀城郭。在小田原

城中盡情漫步，讓你彷彿穿越回了日本戰國時代的古都。此外，櫻花與小田原城址的完美結合，更是入選了「賞櫻名所百

選」，絕對會讓你流連忘返！ 
【玻璃之森美術館】這是一間展示 15 世紀至 19 世紀威尼斯玻璃和現代玻璃的美術館，也是日本第一間專門展示威尼斯玻璃的

美術館。除了能在美術館內盡情欣賞精緻玻璃工藝品之外，亦有作品座落於以中世紀威尼斯為意象所建的庭園。附設咖啡廳及

餐廳併設可以看到美麗的風景，而且每天都還可以聽到義大利的 Canzone(歌曲)現場演奏，非常優雅。另外也有體驗玻璃藝術

的工房，在這可以玩上一整天呢。 
早餐：飯店內    午餐：RYO 松花堂御膳(JPY2750 円) 晚餐：溫泉御膳料理+自助吧 

住宿：箱根湯羽(https://www.hakoneyutowa-hotel.jp/)（已預約 OK）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shinyokohama/
https://www.hakoneyutowa-hotel.jp/


門票：玻璃之森美術館￥1200 円  小田原城天守閣及小田原城 MUSSE￥800 円 

 

04/08(三)DAY3 飯店→  (19.1Km)蘆之湖箱根海盜船→  (38.2Km)修善寺(竹林小徑、獨鈷之湯) →

(4.9Km)虹之鄉→(42.1Km)飯店 
09:00 飯店出發前往蘆之湖海盜船       

09:30 抵達蘆之湖海盜船 

12:00 前往箱根用餐 

14:20 抵達修善寺 

15:20 前往虹之鄉 

15:30 抵達修善寺虹之鄉 

18:35 稻取銀水莊 CHECK-IN 

前往【蘆之湖箱根海盜船】山群包圍的蘆之湖竟然可以看到悠哉的海賊船在航駛！ 這海賊船主要是連結元箱根港、箱根町

港、桃源台港三港的定期航運船隻。船種類有 3 種，每個設計都不一樣，皆有風情味。兩艘海賊船相遇交錯時的景象也很壯

觀。從元箱根港出航，再過一會兒就可以看到富士山和箱根神社全紅的鳥居還有美麗的蘆之湖，是絕佳的攝影景點，蘆之湖形

成於三千多年前的火山活動，是一個火山湖，是神奈川面積最大的湖泊，在蘆之湖上你可以遠眺富士山。富士河口湖的櫻花，

以河口湖北岸地區為中心，每年都會舉行富士河口湖櫻花祭。這裡有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景色「富士山」和「櫻花」，絕對讓你

百聞不如一見。最佳觀賞時期在 4 月，屆時將有 300 棵以上的櫻花樹同時盛開，帶給你最極致的享受。 
前往【修善寺】周邊三面被群山包圍，是自然豐富的地帶，可以欣賞到梅花、紅葉等四季不同的自然美景。除此之外，位於溫

泉街中心的修禪寺、橫跨在桂川上的朱色橋，以及復古建築的旅館營造出了有意境的景觀，因此也被稱作「伊豆的小京都」。

同時這裡也是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文豪所愛之地，更是無數文學作品的原形舞台。 
【獨鈷之湯】流淌於溫泉街中心、出自於桂川河畔的「獨鈷之湯」。傳說是以前空海使用「獨鈷」這種佛具使靈泉湧出，作為

修善寺溫泉發祥之泉著名(現在僅可參觀不可入浴)。 
【虹之鄉】虹之鄉是一座融合多國情調的美麗主題公園，位於修善寺溫泉北側，是溫泉勝地伊豆近郊的觀光景點。佔地 3 萬 1
千平方公尺的美麗園地依主題分為 7 個區域，分別是，可以觀賞石南花、花菖蒲、繡球花、水仙、菊花等四季花朵的「日本傳

統庭園」、可以參觀日本傳統工藝及體驗製作押花或和紙等的「匠之村」、展示著琳瑯滿目伊豆名產的熱鬧街道「伊豆村」、

彷彿進入到中世紀田園風景一般的「英國村」、將伊豆市的姐妹都市－加拿大尼爾森市的古老街景重新呈現的「加拿大村」、

有約 100 公尺長的溜滑梯等育樂設施的「印第安堡壘」以及設有美麗的噴水池、各式各様的石像及四季不同花卉的西洋式大花

園「菲阿麗庭園」，這裡濃縮了世界各地的風采，可以享受一次遊走多國的樂趣。。 
早餐：飯店內    午餐：箱根湖畔莊 宿場御膳(JPY2860 円) 晚餐：溫泉御膳料理 

住宿：稻取銀水莊(https://www.inatori-ginsuiso.jp/)（已預約 OK） 

門票 :  蘆之湖箱根海盜船￥1050 円 修善寺虹之鄉￥900 円

 

04/09(四) DAY4 飯店 08:30→  (98.8Km)淺間大社(櫻)→(58.1Km)御殿場 OUTLET→(105Km)飯店 
08:30 飯店出發 

11:00 淺間大社 

12:30 中餐 

14:00 抵達御殿場 OUTLET  

18:30 抵達飯店 CHECK-IN   



 【淺間大社】淺間神社的來源是因該神社把富士山當作淺間大神來供奉，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是其總本宮。根據神社的社傳記

載，它是從山宮遷移至目前所在地。自平安時代(9 世紀)時起便受到眾人信仰，特別是在德川家康的保護下興建了現在的神殿。

此外以德川家康的捐贈為契機，富士山八合目以上的區域被作為御神體進行管理。神社境內有富士山的泉水所形成的「湧玉

池」，過去信徒曾在登山前在這裡灑水淨身。 
【御殿場 OUTLET】唯一可以眺望富士山的 Outlet。Outlet 分為兩個區域，共集合了約 210 家的品牌店舖。 
從名牌商品到休閒服裝，提供各種高品質的商品，相信這裡一定能找到你喜歡的商品。 
同時，各種海內外人氣品牌也十分齊全。在這裡，所有的海內外人氣品牌都可以用低於市價的優惠價格購入，能以驚人的價格

買到心儀的商品，相信會是購物的一大樂趣。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JPY2500 円)   晚餐：すたみな太郎 NEXT～燒肉 90 分鐘吃到飽 (JPY3000円) 

住宿：椿山莊(https://hotel-chinzanso-

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

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已預約 OK） 

 

04/10(五) DAY5 飯店→  (4.7Km)神田川岸賞櫻→  (5.8Km)濱離宮恩賜庭園(櫻)→  (5.2Km)東

京中城(櫻)→(3.7Km)涉谷天空展望台→  (2.4Km)目黑川夜櫻(櫻花名見所百選) 
09:00 前往神田川賞櫻  

09:20 抵達神田川 

10:20 前往濱離宮恩賜庭園 

10:35 抵達濱離宮恩賜庭園 

12:30 中餐 

13:00 前往東京中城 

13:20 抵達中城 

15:00 前往涉谷天空展望台 

15:20 抵達涉谷天空展望台 

18:00 前往目黑川賞夜櫻 

 
 

【神田川】神田川櫻並木散步道是從神田橋上游的高戶橋，一直到早稻田大學附近的豐橋，總全長 1040 公尺，是為豐島區設定

50 周年紀念，為當地區民休閒場所所設置的，種植了 77 株的染井吉野櫻，杜鵑花 2880 株、山吹花 230 株，跟目黑川的櫻花同

種類特色是此點少有觀光客和人潮，可以先在此地先拍的過癮。  
【濱離宮恩賜庭園】濱離宮恩賜庭園原本是皇室的離宮，幾經毀壞和修復後，1946 年才正式對外開放。在這足足有 25 公頃的

廣袤美境中，春天不只能看櫻花，還有美得冒泡的油菜花田、牡丹和蒲公英等幾十種植物可觀賞；而庭園內的「三百年古松」，

其龐大的根枝與體積，親眼一見同樣令人震懾！ 
【東京中城】六本木的藝術地區核心聚集了精緻商店、藝廊、公寓與高級飯店，在這個本身就如同一座都市的東京中城裡，具備

了綠地空間、國際餐廳，甚至還有典雅的家庭用品到高級超市這些富裕客群需要的所有事物。 
【涉谷天空展望台】位於大型商業複合設施「澀谷 SCRAMBLE SQUARE」（渋谷スクランブルスクエア）頂樓的觀景台

「SHIBUYA SKY」，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全新開幕。號稱可從高 230 公尺的高空俯瞰著名的澀谷站前十字路口，夜晚還能欣賞

東京市中心的夜景，讓它還沒開幕就已經成為熱門話題。不但日本首相都親自造訪，連日本國民天團「ARASHI」也選中這裡，

做為最新 MV 的取景地之一喔！ 

【目黑川賞夜櫻】每年會舉辦「目黑川櫻花季」（中目黑櫻花節）。4 公里長的河川兩旁盛開粉紅色櫻花，櫻花飄落河川成為粉

紅色櫻花河美景，晚上夜櫻也很有人氣，點燈呈現整片都是全桃粉色，更被喻為「美得不真實」櫻花美景。整條目黑川匯流經由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


東京的世田谷、目黑、品川區域，大約 4 公里區域盛開約 800 株的櫻並木，櫻花品種多以染井吉野櫻為主，其次是較晚開的八

重櫻，目黑川雅敘園前還有垂櫻品種。 

早餐：飯店內    午餐：花蝶 御膳 (JPY2750 円)    晚餐: 和ビストロ いちょう坂(品川王子)(JPY5000 円) 

住宿：椿山莊(https://hotel-chinzanso-

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

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已預約 OK） 

門票：濱離宮恩賜庭園 300 円  SHIBUYA SKY  1800 円 

04/11(六) DAY6 飯店→  (4.4Km)新宿御苑(櫻花名見所百選)→中餐→  (3.4Km)千鳥之淵(櫻花名

見所百選)→(74.1Km)成田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CI105成田/台北 NRT/TPE 18:20/21:10 

09:00 前往新宿御苑  

09:20 抵達新宿御苑 

11:30 中餐 

13:00 前往千鳥之淵 

13:20 抵達千鳥之淵 

15:20 前往成田機場 

16:20 抵達成田機場 

【新宿御苑】新宿人氣觀光景點「新宿御苑」，原本是將近 100 年前的皇室公園，內有日式、英國風景式、法國修整式三種庭

園，建造至今 100 年仍持續受到眾人喜愛。園內種有櫻花、楓樹等一萬顆以上的樹木，加上玫瑰及山茶花點綴，使庭園隨季節

變化出各式美麗風采。 

【千鳥之淵】其實是東京皇居周圍護城河的一小段，每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全長有 700 公尺的步道，在護城河地兩岸種了

1000 株櫻花樹，綠道染上淡淡的粉紅色，吸引世界各國旅客朝聖，每年約 100 萬以上的人造訪，擠的水泄不通，眼前美景震攝

人心。 

早餐：飯店內    午餐：鍋ぞう 新宿三丁目店 日式壽喜燒吃到飽(JPY3080 円)     晚餐:機上精緻美食 

住宿： 溫暖的家 

門票：新宿御苑 500 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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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

而調整前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2.當地賞櫻開花情報，以日本氣象廳官網公告為主，敬請見諒。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
https://hotel-chinzanso-tokyo.jp/?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shukuhaku&gclid=CjwKCAiArJjvBRACEiwA-Wiqqx3FEbsMqxKJUKjgg3zyAdz1Jq25ffthI9Whpdli501wGdbwcXJc1hoCCkMQAvD_B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