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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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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9~04/25團號:AJCI0419NN20 

【東北賞櫻】春櫻繽紛遊、花見櫻吹雪 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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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9 桃園/NRT 成田 08:50 13:15 

CI 105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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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選十四大賞櫻景點巡禮 

3. 參訪粉蝶花盛開勝地～國立常陸海濱公園 



4. 參訪形狀各異的巨大岩石 ，有奇觀之景之稱~磊磊峽 

5. 參訪萬年火山的魔法寶石淚，神秘綠火山湖~御釜 

6. 參訪日本三大櫻之一~三春瀧櫻 

7.參訪東北百選賞櫻名見所~第一名~日中線記念腳踏車步行者道 

8. 享用當地米澤牛料理 

9.住東北三晚溫泉地~秋保溫泉、天童溫泉、赤湯溫泉 

10.安排當地特色餐食 

                                                                                【 行程內容】 

04/19(日) DAY1 台北桃園機場→成田空港→(118Km)國立常陸海濱公園→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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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國立常陸海濱公園 

(四月中到五月初 450 萬朵粉蝶花)  
15:40 抵達國立常陸海濱公園  

18:00 飯店 CHECK INN 
前往【國立常陸海濱公園】國營常陸海濱公園最夢幻的兩個花季，一是四月中到五月初的藍色粉蝶花海，另一個就是秋天登場

的紅色掃帚草這趟來到茨城，自然不能錯過正是當季的掃帚草啊！ 
住宿：水戶廣場酒店(http://www.mito-plaza.jp/)或同級 

早餐：無     午餐： 精緻御壽司(￥1000 円)  晚餐：飯店內 デギュスタシオン 法式餐廳料理(￥5000 円) 或常陸牛陶板焼膳 

(肉 60 グラム) (￥4000 円) 

門票 : 國營常陸海濱公園￥450 円 

 

04/20(二)DAY2 飯店→  (54.2Km)十王全景公園(櫻)→  (109Km)三春瀧櫻(櫻)→  (69Km)賞櫻

百選名所~鶴城→  (23.3Km)日中 線記念腳

踏車步行者道→(58.4Km)飯店 
08:30 飯店出發十王全景公園       

09:20 抵達十王全景公園 

10:20 前往三春瀧櫻 

11:50 午餐 

12:50 三春瀧櫻 

13:50 前往鶴城 

http://www.mito-plaza.jp/


15:00 抵達鶴城 

16:30 前往日中線記念腳踏車步行者道 

17:10 抵達日中線記念腳踏車步行者道 

19:00 飯店 check in 
前往【十王全景公園】一個在十王水庫往下看的高台公園，UFO 型展望台將阿武隈山和太平洋 360 度的全景一覽無遺，櫻花季

時以染井吉野櫻為主軸，35 種櫻花約 400 株依次陸續開放，長時間種類多而豐富的櫻花可以盡情觀賞以外，也有小孩的遊樂設

施、松鼠的目木道、花的山谷等等----適合全家大小和團體前來參觀遊玩。 

【三春瀧櫻】福島縣三春町、數量超過 1000 年的「國之天然記念物」巨型紅枝垂櫻「三春滝桜」（三春瀧櫻）絕對是日本櫻花

中的櫻花、名所中的名所。三春瀧櫻不但是日本櫻花 100 選之一，更被列名為日本五大櫻（「福島三春瀧櫻」「埼玉県石戸蒲

櫻花」、「山梨神代櫻」、「岐阜縣淡墨櫻」、「靜岡縣下馬櫻」）和日本三大巨櫻（三春瀧櫻、神代櫻、淡墨櫻）。 
【鶴城】會津若松城目前被規劃成公園綠地，腹地廣大，除了城堡與日式優美庭園著稱的御藥園需付費參觀外，其餘區域免費

參觀且無營業時間限制。從停車場開始就瞧見了滿開的櫻花，一路到天守閣更是壯觀，這裡擁有了上千棵的櫻花樹，是會津若

松市春季最美的景緻。 
【日中線記念腳踏車步行者道】日中線原本是連結「喜多方」和「熱塩駅」的鐵道，一共只有五站，行駛的是蒸氣火車

SL(C11、12 兩種型號)，主要的功用是運輸物資之用和少部份工，全長約莫 3 公里，建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1984(昭和 59
年)年因為日中戰爭的影響而中止，並於昭和 1988(昭和 63 年)年在兩岸種植了上千株的垂枝櫻，後期再改建為一條「自行車

道」，也成了福島賞櫻的名所。 
早餐：飯店內    午餐：牛たん炭焼 利久 郡山駅前店 牛たん極定食(3 枚 6 切) (JPY2354 円) 晚餐：溫泉和會席料理 

住宿：四季彩一力(http://www.ichiriki.com/)(已預約 OK) 

 

04/21(三)DAY3 飯店→  (86.5Km)米澤松岬公園(上杉神社)→午餐(米澤牛料理) →  (20.5Km)烏

帽子公園→(18Km)飯店 
09:00 飯店出發 前往米澤松岬公園(上杉神社)       

10:30 抵達米澤松岬公園(上杉神社) 

12:00 享用米澤牛料理 

13:00 前往烏帽子公園 

13:30 抵達烏帽子公園 

17:00 有馬館溫泉旅館 CHECK-INN 
前往【米澤松岬公園(上杉神社)】自從 2009 年大河劇「天地人」播出後，這裡就成為熱門景點。上杉神社，是祭祀人稱「越後

之龍」的上杉謙信，因信奉佛教戰神--毘沙門天，常舉著「毘」字戰旗四處征戰，是戰國時代的代表武將，雖然混亂的戰國時期

英雄輩出，不如織田信長、武田信玄等人那麼有名，但驍勇善戰、戰略計謀之高，以及高尚人品都遠遠在上，許多流傳事蹟也

因此常被後人神化。松岬公園的櫻花風景被在把日本的魅力通過非常漂亮的景色送往世界的網站"ZEKKEI Japan 專業攝影師盛

贊的世界的日本的非常漂亮的景色春天的 ZEKKEI 獎。在護城河沿約 200 部東西櫻花染井吉野盛開。 
前往【烏帽子公園】位於山形縣南陽市的烏帽子公園，是著名的「置賜櫻花迴廊」起點，所謂「千本櫻」就是一千棵櫻花，烏

帽子公園的櫻花絕對不止 1000 棵，更難得的是有 1000 棵櫻花樹齡都是超過 100 年以上的。盛開時的花況真的是可用鋪天蓋地

櫻花海形容，更是名列「日本賞櫻百選」名所之一。 
早餐：飯店內    午餐：米澤牛 登起波壽喜燒或涮涮鍋(JPY4000 円) ~讓日本天皇讚嘆的美味 晚餐：溫泉御膳料理 

住宿：有馬館溫泉旅館(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firefox-b-d&q=Arimakan) (已預約 OK)

 

04/22(四) DAY4 飯店 08:30→08:59 花長井線(南陽→長井) →  (4.9Km)伊佐澤久保櫻(櫻)→  

(4.2Km)最上川堤防千本櫻(櫻)→(69.8Km)天童溫泉飯店 

http://www.ichiriki.co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firefox-b-d&q=Arimakan


08:30 飯店出發 

08:59 花長井線(南陽→長井) 

09:50 伊佐澤久保櫻(停留時間約 20 分)  

12:30 中餐 

13:45 最上川堤防千本櫻(停留時間約 70 分)  

18:30 抵達飯店 CHECK-IN  

 

 【伊佐澤久保櫻】樹齡高達 1 千 2 百年，身為東北地區最大的櫻花樹，其實還帶有濃濃的戀愛色彩；據說平安時代的將軍「坂

上田村麻呂」，當時和有錢人家的千金「玉」陷入熱戀，但他的心上人「玉」最後卻病死，悲傷的將軍在「玉」的墓上種了這

株櫻花，愛情也持續綻放了千年。列為~日本女性最想朝聖的傳奇名櫻 一本櫻之一。 
【最上川堤防千本櫻】300 條被種，被同"長井橋"之間的約 2km 作為"1000 棵櫻花""堤壩的櫻花"作為大正 4(1915)年，大正天皇

即位大典的紀念從最上川的在左岸的"櫻花大橋"親近。右岸的櫻花被在 1938 年做種植的東西。現在有 200 幾十條的樹齡是超過

100 年的精彩的櫻花林蔭道。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上杉伯爵邸(JPY2500 円)   晚餐：天童溫泉飯店和會席料理 

住宿：滝の湯(https://www.takinoyu.com/)（已預約 OK) 

 

04/23(五) DAY5 飯店→  (8.2Km)山寺(櫻)→  (14.1Km)霞城公園(櫻)→午餐→神秘五色沼(5.2Km)

御釜→(3.7Km)傳統木芥子手工 DIY→  (1.3Km)日本三御湯-秋保溫泉 
09:00 前往山寺  

09:20 抵達山寺(停留 60-90 分鐘)  
11:00 抵達霞城公園 

12:00 中餐 

13:00 前往御釜 

14:00 抵達御釜 

15:00 前往傳統木芥子手工 DIY 

16:00 抵達傳統木芥子手工 DIY 

17:00 秋保溫泉 CHECK INN 

【山寺】說到日本的春天，最出名的就是櫻花。山寺櫻花盛開的時間比山形市區晚了一週左右，歷年來，最適合賞櫻的時期約在

四月下旬。五月綻放期結束，櫻花落盡，櫻樹開始冒出美麗的新葉。因此如果想觀賞全盛綻放的櫻花，請在五月之前來訪。歷史

悠久的木造建築和櫻花的對比非常美麗，回程之前不妨多多拍照留念。 
【霞城公園】霞城公園的櫻花樹大約有 1200 株是吉野櫻，已有一百年的樹齡。沿著公園一整排都是櫻花樹。一邊欣賞櫻花，慢

慢繞行一圈，至少也會花上一個小時的時間。園內也有幾株壯觀的枝垂櫻。華麗滿開的枝垂櫻，展現迷人的風采，如同瀑布般傾

瀉的垂櫻瀑布，令人捨不得移開目光。 

【御釜】御釜是位於日本宮城縣藏王町和川崎町交界處的一個火山湖，又稱五色沼，是藏王連峰觀光的重點之一。御釜位於藏王

連峰中央標高最高的地區，面積 0.9 平方公里。湖水因火山活動而反覆沸騰。御釜湖水為綠色，ph 值是 3.5，湖水中沒有任何生

物。現在御釜湖底仍然有火山活動。御釜的湖水會隨著太陽光的角度變化顏色，因此又稱五色湖。 
【傳統木芥子手工 DIY】原來木芥子源於日本東北地區，以木頭手工制作，是一種玩具，大約源自江戶時代末期。特色是頭部

大、身體瘦長、沒手腳，面部線條簡單，僅以黑、紅、綠三色上色。發源地據說是在宮城縣藏王町的遠刈田溫泉附近，往後發展

到不同溫泉地區，形態各異。 

【秋保溫泉】宮城縣西部的秋保溫泉是沿著從仙臺灣注入太平洋的名取川開闢出來的溫泉療養地，歷史久遠，據說其起源可追溯

https://www.takinoyu.com/


到 6 世紀。雖然離仙台市的鬧市區不遠，但秋保地區的森林覆蓋率達 90% 以上。這裏許多現代風格的旅館散落在層層綠蔭之

中，充滿了寧靜安祥的氣氛。 

早餐：飯店內    午餐：燒肉名匠 山牛 山形牛特選燒肉定食 (JPY2618 円)    晚餐: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秋保溫泉 水戶屋(https://www.mitoya-

group.co.jp/?gclid=EAIaIQobChMI7YLimuLm5gIVy2kqCh0CJgL6EAAYASAAEgLQVvD_BwE) (已預約 OK) 

 
04/24(六) DAY6 飯店→ (950m)磊磊峽→中餐→  (27.4Km)大崎八幡宮→  (3Km)青葉山公園(仙

台城跡)→飯店 

09:00 前往磊磊峽  

09:10 抵達磊磊峽 

11:30 中餐 

12:30 前往大崎八幡宮 

13:30 抵達大崎八幡宮 

14:00 前往青葉山公園(仙台城跡) 

14:10 抵達青葉山公園(仙台城跡) 

17:00 飯店 CHECK-IN 

 

 

【磊磊峽】秋保溫泉附近，有個名叫磊磊峽的溪谷，全長 650 公尺，其中修建了一條往返約 30-40 分鐘的步道，漫步其中，可

以欣賞到各種奇岩，享受溪谷之美。若再往前多走一點路，還能看到日本三大名瀑之一的秋保大瀑布，高低落差有 55 公尺，寬

6 公尺，您可在近處感受它的非凡氣勢、壯麗的美景。 

【大崎八幡宮】大崎八幡宮境內種植有染井吉野、山櫻、八重櫻、垂櫻等各種各樣的櫻花樹，春日到來時櫻花競相開放，神社境

內盡顯典雅之美；而當櫻花凋零之時，花瓣乘風飄舞落下，讓神社境內充斥滿櫻花雪一般的美麗景緻。 

【青葉山公園(仙台城跡)】青葉山公園以有伊達政宗的騎馬像而聞名。因爲公園由仙台城（青葉）遺址的城郭一帶改建而來，所

以歷史氛圍濃厚。前來與再建的隅櫓、宮城縣護國神社、政宗像和櫻花樹合影的遊客絡繹不絕。公園週邊有被稱爲「櫻花小道」

的林蔭道，可以體驗到穿過櫻花隧道般的感覺。(約 480 棵 染井吉野櫻) 

早餐：飯店內    午餐：鉄板 DINING 鼎 海鮮ランチコース  (JPY2500 円) 晚餐: 小福 大福コース(JPY6500円) 

(http://www.3-kofuku.com/) 

住宿： 仙台 ROYAL PARK(https://www.srph.co.jp/)或同級 

 

04/25(日) DAY7 飯店→仙台新幹線(08:44)→東京 JR(10:16)→中餐→ (56.4Km) 前往酒酒井

PREMIUM OUTLET→(14Km)成田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CI105成田/台北 NRT/TPE 18:20/21:10 

https://www.mitoya-group.co.jp/?gclid=EAIaIQobChMI7YLimuLm5gIVy2kqCh0CJgL6EAAYASAAEgLQVvD_BwE
https://www.mitoya-group.co.jp/?gclid=EAIaIQobChMI7YLimuLm5gIVy2kqCh0CJgL6EAAYASAAEgLQVvD_BwE
http://www.3-kofuku.com/
https://www.srph.co.jp/


08:30 前往仙台新幹線  

11:30 中餐 

12:30 前往酒酒井 PREMIUM OUTLET 

13:20 抵達酒酒井 PREMIUM OUTLET 

16:00 前往成田機場 

16:20 抵達成田機場 

【酒酒井 PREMIUM OUTLET】到達 Outlets 的第一件事一樣要先有外國人的折價卷備有繁體中文的地圖，記得拿地圖才

方便找尋地舖哦。約 180 間店舖鎖定目標就趕快衝過去吧！ 

▇生活用品類：212 Kitchen Store、Le Creuset 、Royal Copenhagen、Iittala、Zwilling J.A.Henckels、Wedgwood、

Francfranc 

▇流行服飾包款：Agnes B.Voyage、COACH、Michael Kors、Samantha Thavasa、Earth Music and Ecology 

▇戶外用品：Columbia Sportswear、Marmot、CHUMS、Skechers 

兒童、卡通店舖：Sanrio 很多好玩好買的店 大家要在有限的時間情況下 看準想買的東西下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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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台到東京新幹線(JPY10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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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