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首推深度之旅】             【上海直飞】  

 
 

1.行程特色 

日本的东北地区，集中了许多最美的景点，每到秋天，这儿的好山好水就染上醺然醉意，无论远山、溪流，或湖畔的林木，漫天

恣意涂抹深深浅浅的金黄、朱红，美得令人不禁屏住呼吸！除了自然天成的美景，还能见证浓郁日本古典文化的气息：丰富古迹

让这条路线更有魅力！ 

 

北海道～青森。旅游“心”体验：★体验最新开通的青函新干线，直达东北，探索白神山地秘境，闯入奥入濑溪仙境!  

鐡道风情～新干线~青函隧道日本本州隔著津轻海峡的北海道，过去连接两地交通都靠著青函客轮往返 ，1988年青

函海底隧道开通后，青函隧道的开闢更是人类挑战自然的一大工程，也成为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 

 

【奥入濑溪】 

号称『世界第一美溪』的奥入濑溪；溪流由森林、淘洗、岩石、树根、湍流直下形成瀑布和两岸新绿，天然造化之

美被艺术家及世人所赞叹，沿溪岸完备 

的步道逍遥而行，非常怡然自得。昔日日本诗人大町桂月曾到此一游而惊叹『游必十和田湖，走必濑溪三里半』，

道尽十和田湖与奥入濑溪极致的美景。 



 

住宿东北地区著名温泉酒店：『星野集团青森屋酒店』或『星野集团奥入濑溪流酒店』 

『星野集团青森屋酒店』 

这里最著名的是其露天风吕《浮汤》，模拟十和田湖、八甲田、奥入濑溪、白神山地等地的青森洁净的水以及绿意所建造的露天

温泉，向外延伸的露天浴池，可欣赏美丽的庭园。被美丽的树木所环绕，由瀑布所产生出来的宽广池塘。特别的是浴池位于小湖

泊之上，当清风吹过时漾起的水纹，让泡汤的人有种漂浮在湖泊之中的错觉，因之名为《浮汤》。 

特色 1：拥有 22 万坪面积的温泉饭店，结合了四家饭店跟两个公园，拥有自然的美景。 

特色 2：新开幕的露天浴池《浮汤》是座被庭院美景所怀抱的温泉。 

★ 浮汤温泉－ 

青森屋的得意之作，能品味到四季风情的露天风吕。汤池仿佛浮在水上的崭新创意。浸泡在温泉里品尝令人愉悦的开放感。夜晚

时月亮与星星映在水面眨着眼，晃晃的灯光营造出一片梦幻气氛。享受清澈的风抚上脸颊，梦境般美好的沐浴；夏天是深绿，秋

天则是枫红，映照水面上的景色，简直美得令人忘了呼吸。 

泉质：碱性单纯温泉 

效能：神经痛、筋肉痛、关节痛、五十肩、手脚冰冷、回复疲劳、增进健康等。 

 

『星野集团奥入濑溪流酒店』 

唯一一座建造在日本首屈一指的观光名胜──奥入濑溪流溪畔的酒店星野集团奥入濑溪流酒店。奥入濑溪最能散发耀眼光芒的时

候即是早晨。在无声的寂静中响彻的小鸟鸣啭，在水面上潋潋闪烁的林间阳光，优美的溪流声。 

http://noresoreaomoriya.jp/
http://www.oirase-keiryuu.jp/


 

 

【秋神的彩衣～十和田湖】 

海拔 400公尺，是一处双层破火山口湖，由大喷火时出现的喷火口陷没后所形成。日本人认为此湖可以和富士山并列

为日本绝景的名湖。 



 

【函馆山夜景～搭乘空中缆车】 

上函馆山欣赏百万夜景。每当华灯初上之际，函馆市内亮起的平凡街道灯光，从标高 335公尺的函馆山上的观览台往

下俯瞰，只见岛型的闪烁海港，与漆黑的轻津海峡形成强烈对比。万家灯火在脚下闪烁，海港映着街灯，偶尔在渔

季时，还能看见海峡上渔火点点，仿如美丽耀眼的蝴蝶，闪亮飞翔在轻津海峡的黑色画布上，实在不愧为与义大利

那不勒斯、香港并列，并被日本人自豪称作「百万夜景」的美丽夜色。 

 



 

☆☆【轻井泽必游行程～精选热门景点】☆☆●日本天皇最爱的休假度假胜地～【轻井泽】  

轻井泽位于长野县东南部，浅间山的山麓平地上。四周为浅间山、鼻曲山、碓冰岭等山峰包围，地处夏季气候凉爽，海拔约 1000

米的高原地带，这里落叶松和白桦树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宜人，夏季气候凉爽，能让人充分的享受森林的芬多精，充满清爽的绿

意与西欧风情的异国情调，休闲设施丰富，在高原清凉的空气中，享受旅游之乐自然环境宜人，所以从 19 世纪末开始就作为日

本有代表性的避暑胜地而发展至今，所以又有「小瑞士」之称。 

 

【狐狸村】原名【宫城藏王狐狸村】，位于宫城县白石市北西部，是以展示狐狸为中心的民营主题动物园。园内育有包括稀有种类的高

贵气质的银狐、青狐、有狐狸界帅哥之称的白金狐、十字狐以及有白狐之称的北极狐等，合计共 6种类，数量超过 100只的狐狸，放养

在大自的森林园区内，偶而会有小狐跟行在后面，时而拉扯衣角，极尽顽皮之可爱的模样，深受游客的爱怜。2006年上映的电影「子狐

物语」中的男主角「小狐海伦」，以及曾在 2013 年广受好评的电视剧「小海女」中轧上一角的小狐，都是来自于【藏王狐狸村】，名

气是越来越响叮当。 



 

２行程安排   以下时间为团队正常情况下，如遇到天气，交通堵塞等特殊情况，可能发生时间调整，敬请谅解 

★以下为参考行程，实际内容请以出发前说明会发布为准。（航班参考） 

第一天 
上海浦东 仙台空港 → 宮城或山形 CA155 1035 1425 

搭乘航班前往位于日本东北第一大城～仙台。仙台：仙台市是日本东北地方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城市。它虽然是一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却有着优美的自然景观。特别是市区中心的林荫道和公园绿木繁茂，因而还有"杜之都"之称。原为城堡的仙台，周围都是林木密茂的小

山，市内则多一簇簇的矮树，还有青叶城堡的遗迹。从历史上来说，它是「独眼龙」伊达政宗所建立的古城，伊达家族以「青叶城」为

根据地，建立富有艺术与文学气息的城市，仙台因而发展成为东北地方的文化核心。 

晚餐：日式相扑火锅吃到饱或和风御膳料理或居酒屋料理                                           

住宿:ホテルパールシティ天童 https://www.pearlcity.jp/tendo/ 或者同级 

第二天 

★特别安排可爱狐狸近距离接触 

★特别安排宫城名物滨烧牡蛎吃到饱 

山形或宫城→子狐物语～藏王狐狸村→免税店→★特别安排宫城名物滨烧牡蛎吃到饱

→严美溪谷～特别赠送当地名产「郭公团子」→路经枫红百选～八幡平安比高原→东

北温泉乡 

◎【狐狸村】原名【宫城藏王狐狸村】，位于宫城县白石市北西部，是以展示狐狸为中心的民营主题动物园。园内育有包括稀有种类的

高贵气质的银狐、青狐、有狐狸界帅哥之称的白金狐、十字狐以及有白狐之称的北极狐等，合计共 6种类，数量超过 100 只的狐狸，放

养在大自的森林园区内，偶而会有小狐跟行在后面，时而拉扯衣角，极尽顽皮之可爱的模样，深受游客的爱怜。2006年上映的电影「子

狐物语」中的男主角「小狐海伦」，以及曾在 2013年广受好评的电视剧「小海女」中轧上一角的小狐，都是来自于【藏王狐狸村】，

名气是越来越响叮当。 

◎【免税店】 (停留时间约一小时)店里有琳琅满目的日本制商品任您选购，还有安排中文解说店员为您服务，如对商品有不明白的地

方，店员会亲切的为您解答及服务，因此您可安心采买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 

★中午特别安排 45分钟的「宫城名物滨烧牡蛎吃到饱」。 

● 【严美溪】有日本第一美溪之称，是磐井川数万年切割而成的，蜿蜒 2公里，岩石、瀑布及急流为其特色。上游瀑布景色十分壮观，

从观景桥往下看，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秋天的严美溪，峭壁岫绿的岩石被红枫群片占领、一片生机，色泽与美景相互辉映，迷人不

已。 

特别赠送当地名产★郭公团子，用竹篮及缆绳隔岸传递买卖，是十分特别的一景。 

【注】如遇丸子热销不及备货或店休无法观赏飞天丸子奇景，则改送严美溪谷丸子每人一串。 

◆ 【八幡平安比高原】衔接青森与秋田的八幡市有着列于百名山的岩手山.八幡平，沿着山麓绵延展开来的高原坡地上，有着美丽的

景观、温泉及美味的食材，而安比高原即是位于八幡平市大概中央位置的地方。每年的 10 月上旬起，红叶陆续覆盖八幡平安比高原，

满山的多彩风情，行驶路上，有如身在秋情诗意中。 

【星野集团★青森屋温泉饭店】 

最著名的是其露天风吕《浮汤》，模拟十和田湖、八甲田、奥入濑溪、白神山地等地的青森洁净的水以及绿意所建造的露天温泉，

向外延伸的露天浴池，可欣赏美丽的庭园。被美丽的树木所环绕，由瀑布所产生出来的宽广池塘。特别的是浴池位于小湖泊之上，

https://www.pearlcity.jp/tendo/


当清风吹过时漾起的水纹，让泡汤的人有种漂浮在湖泊之中的错觉，因之名为《浮汤》。 

特色 1：拥有 22 万坪面积的温泉饭店，结合了四家饭店跟 两个公园，拥有自然的美景。 

特色 2：新开幕的露天浴池《浮汤》是座被庭院美景所怀抱的温泉。 

特色 3：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主题马车在广大的涩泽公园巡游。马车以青森罗汉柏打造，我们的车伕是有着温柔的眼神和俏皮的

辫子与刘海，健康又有元气的骏马，在青森屋是偶像一般的存在。请与马车轻快的脚步一同巡游公园吧。 

注：大人 1200 日币、小孩 1000 日币(马车班次将依当日天候及马匹身体状况做调整)，敬请知悉。 

【星野集团★奥入濑溪流饭店】 

唯一一座建造在日本首屈一指的观光名胜──奥入濑溪流溪畔的酒店星野集团奥入濑溪流酒店。奥入濑溪最能散发耀眼光芒的时

候即是早晨。在无声的寂静中响彻的小鸟鸣啭，在水面上潋潋闪烁的林间阳光，优美的溪流声。会让人入迷到忘记时间的空间就

在这里。透过驻足在此的时光，呈现出奥入濑溪流创造的一片优质境地。 

特色 1：其溪畔边的唯一一座建筑星野集团奥入濑溪流酒店建筑于十和田八幡平国立公园，奥入濑溪流为日本首屈一指的观光名

胜。能够让您尽情享受由奥入濑的大自然。 

特色 2：可以在温泉《九重之汤》欣赏眼前飞泻的九重瀑布，一边享受泡汤的乐趣。2017 年 4 月 15 日新改装！为了让房客尽情

赏玩奥入濑溪流的自然风光，改装了露天温泉，完成了全新的溪流景观露天温泉。  

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特别安排宫城名物滨烧牡蛎吃到饱   晚餐：饭店内总汇自助餐或和膳会席套餐                                           

住宿：东北地区  星野集团温泉酒店  

第三天 

★特别安排赏枫必游～奥入濑溪～十和田湖 

★特别安排体验搭乘【北海道新干线】 

路经十和树海枫红大道→枫红胜地～十和田湖散策～乙女之像→枫红百选～奥入濑溪散策→★安

排搭乘北海道新干线青函海底隧道、北海道 JR 新干线铁道之旅(约 1 小时)→大沼或函馆 
◆路经【十和树海枫红道路】 (枫红 10月上旬～10月下旬)沿途看着渲染成红的红叶间，带着一抹淡黄的色彩，在您眼前一闪而过，

不经感叹自然的神奇。 

● 【十和田湖】位于青森县和秋田县的边界上的海拔 400米的山上，这是双层破火山口湖，由大喷火时出现的喷火口陷没后所形成。

水深约 327米，湖周长约 44公里，是日本第三深的湖泊，透明度也很高，可以清楚地见到 10米深处。春来一片新绿，秋天满山红叶，

冬有北国雪景，碧绿清澈的湖水映出这些各具特色的四季应时的自然风貌，充满了神秘美。 

● 【奥入濑溪】从十和田湖的子口到烧山为止，这段长十四公里的溪流，便是号称『世界第一美溪』的奥入濑溪了；溪流由森林、淘

洗、岩石、树根、湍流直下形成瀑布和两岸新绿，天然造化之美被艺术家及世人所赞叹，沿溪岸完备的步道逍遥而行，非常怡然自得。

昔日诗人大町桂月曾到此一游而惊叹．．．『游必十和田湖，走必奥入濑溪三里半』，道尽十和田湖与奥入濑溪极致的美景。 

特别搭乘★ 【北海道新干线】前往北海道。 

日本本州隔着津轻海峡的北海道，过去连接两地交通都靠着青函客轮往返，1988年青函海底隧道开通后，从此由本州到函馆从青森搭

JR白鸟号列车是方便快速的路径。2016年 3月 26日起北海道新干线预计正式营运后，白鸟号将成为历史，北海道新干线起点从东北新

干线的终点站「新青森」开始，横越青函隧道深入北海道境内。 

【特别说明】 

※北海道新干线如因班次时间调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延迟搭乘时间时，行程顺序也会配合班次有所调整。 

※搭乘新干线时行李限制:每人限定两件行李箱以内(行李箱长+宽+高合计 250 公分以内；合计重量 30公斤以内)。 

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十和田风味餐  晚餐：饭店内总汇自助餐或和膳会席套餐或外用函馆风味餐                                        

住宿：函館大沼プリンスホテル http://www.princehotels.co.jp/hakodate/或者同级 

第四天 

★特别安排欣赏百万夜景～函馆夜景 

大沼国定公园～月见桥～大沼湖畔→昆布馆流冰映像馆→元町公园～旧函馆区公会堂

→金森仓库群～明治馆→★搭乘函馆山空中缆车【含往返各一次】～函馆千万钻石夜

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 

● 【大沼国定公园】有【北国轻井泽】之称，湖上计有 126 个浮岛，由 18 座桥连结各岛，倒映在大沼湖面的驹之岳，是日本新三景

之一；这里还是原生林和野鸟的宝库，一年四季景致充满变化，让您在绝美的湖光山色中享受片刻宁静。 

● 【昆布流冰映像馆】透过巨大的球状萤幕欣赏北海道壮观的流冰世界，并有昆布的历史生态及昆布的制造过程等知性与感性相结合

的介绍。 

● 【元町公园】是函馆市区居民休闲的场所，也是观光客常访之地，更是日本歴史公园百选之一。周围有树林环绕的【元町公园】，

在园中有小径及楼梯穿梭其间，踏着小径散策，让穿透过树叶缝间的阳光轻洒于身，自有一股幽静舒畅之感。日本明治初期，在这一带

曾涌出丰沛的天然水，法国商人杰罗如装设水管引此天然水，并卖给外国船只当饮水之用，所以在当时这里又被称为水屋。 

◎【旧函馆区公会堂】位于元町公园上方，是 1910年修建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木造洋馆，左右对称的殖民地风格式建筑，以及蓝灰色搭

配黄色的外墙为其特色。【旧函馆区公会堂】除了外观华丽醒目之外，内部大理石装修的壁炉台、大厅天花板的水晶灯、拥有久远年代

的家具等，都保留了当时华丽的气息。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出外巡察时也曾经在此停留。1974(昭和 49)年，被指定为国家

重要文化财产。 

● 【金森仓库群】此为明治时代的红砖仓库，现在已改为商店或休闲咖啡厅。 

特别安排前往搭乘★ 【函馆山空中缆车】，到函馆山上，欣赏● 【函馆夜景】。函馆是北海道最早开发及最南端都市。每当华灯初

上之际，函馆市内亮起的平凡街道灯光，从标高 334公尺的函馆山上的观览台望去，仿如美丽耀眼的蝴蝶，闪亮地飞翔在日本海上，景

致迷人被称为北海道三大名夜景之一。 

【特别说明】 

http://www.princehotels.co.jp/hakodate/


＊如遇函馆空中缆车年度维修【2017年预计为 10/10-11/12】、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无法搭乘时，则改搭巴士上山，不予退费。 

＊如遇函馆空中缆车年度维修【2017年预计为 10/10-11/12】、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缆车及专车皆无法搭乘时，每人退费团体料

金大人(含占床小孩)1000日币、不占床小孩 500 日币、婴儿不退费。 

＊函馆山上夜晚风大较冷，请记得携带防寒保暖衣帽。 

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函馆风味餐晚餐   晚餐：饭店内总汇自助餐或和膳会席套餐或外用函馆风味餐                                          

住宿：函館大沼プリンスホテル http://www.princehotels.co.jp/hakodate/或者同级 

第五天 

★特别安排函馆赏枫百选～见晴公园(香雪园) 

女子百年修道院→见晴公园～名胜旧岩船氏庭园(香雪园)→AEON 购物广场→搭乘内

陆段函馆 东京 

 

● 【女子百年修道院】建于西元 1898年，位于函馆市的外围，靠近汤川温泉，是在明治十三年，法国派遣八名修女来此传道时所建

的女子修道院，修道院及其庭园构成洋溢着浓郁的欧洲气息，院内有资料展示室，展示当年修女传道的生涯事迹。 

 

● 【见晴公园】始建于明治 31年，是一座位于汤川温泉街山侧边的正统式的风景式庭园。超过 4万坪的园地中，涵盖了市内数一数

二的富豪岩船家的别庄「香雪园」，处处洋溢着和、洋风交织的魅力。「香雪园」在 1927 年时，出自于岩船家的一片好意，首度开放

给市民免费参观，而后被市府接收，并于 2001 年被指定为文化财，是北海道唯一的国指定文化财庭园。 

 

● 【AEON购物广场】日本大型购物广场，馆内汇集众多商品及日常百货用品，是一个方便逛街及可满足购买需求的购物广场。 

特别搭乘★ 内陆段函馆前往东京。 

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相鉄フレッサイン東京蒲田 http://fresa-inn.jp/eng/或者同级 

第六天 
东京  川越小江户(林立着仓库式房屋的街道，有昭和初期的庶民区风情)－轻井泽

散策(东方小瑞士)－轻井泽王子 OUTLET-轻井泽 

★【川越小江户】：从 17世纪江户时代的"城下町"，豪华壮丽的仓库式建筑的商家鳞次栉比，整座城市还被指定为日本传统的建筑物

群保存地区。由于它有着特殊的城市布局，所以又被誉为小江户。以一番街为中心的幸町、元町和仲町附近一带，保留着在关东地区也

是屈指可数的古城风貌。川越另一个颇为出名的是点心铺街，道路两边店铺林立，出售糖果、山芋糕和煎饼等各种点心。这些糕点保持

着传统的民间风味，令游人在味觉和精神上都能享受到淳朴的温馨。 

★【轻井泽】：日本皇族保健修养胜地~轻井泽，优美的湖光山色零星的洋式豪邸，令游客置身于中欧乡间的悠闲自在。轻井泽别名小

瑞士，日本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别墅区。许多日本文学家如川端康成、堀辰雄、室生犀星等的作品都提及轻井泽的美，历久不衰。更是明

仁皇太子与美智子渡假时的邂逅之处。轻井泽的主要街道─【轻井泽银座】，在 600多公尺的街道上沿途商店，餐厅并排，观光客云集。

以此为起点，轻井泽最古老的教会 SHOW纪念礼拜堂、英国神父所设立的圣保罗教会，都在轻井泽银座大街两侧的深处，步行约 10分钟

左右。这一带干松林立，秋天的红叶相当美丽壮观。 

★【轻井泽王子 outlet】：王子饭店集团旗下的「王子名牌过季商场」，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标榜有一百三十多家知名品牌外，整个

商场被大片绿地与森林包围的美丽景观，更是其他 Outlet商场无可比拟，以玻璃帷幕包围的东区商场远看像一座搭在湖面上的舞台，

面对舞台右手边有一间漂亮到不行的玻璃餐厅，坐在餐厅里头可以看到外面一大片的绿色果岭，走过餐厅踩着木头搭建的步道往前，

Agnes.b、Harrods、Wedgwood 、DAKs、Paul Smith……一些名牌商店陆续进入眼 

◎若入住草津温泉区，可自由前往草津足汤：欣赏草津最具特色的温泉涌出源头，每分钟涌出五千公升的温泉，令整个汤钿充满硫磺的

浓味，升腾着白烟般的蒸气，蕴育出草津丰盛的人文历史。 

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烧烤自助餐   晚餐：日式涮涮锅或中华料理自助餐或日式和食料理 

住宿：相鉄フレッサイン東京蒲田 http://fresa-inn.jp/eng/或者同级 

第七天 全天自由活动。 

全天自由活动 

早餐：酒店内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相鉄フレッサイン東京蒲田 http://fresa-inn.jp/eng/或者同级 

第八天  
东京 上海  CA930 1455 1720 

指定时间地点集合，驱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上海。 

早餐：酒店内早餐     

住宿：温馨的家 

报价备注： 

报价包含：往返国际机票（含税），酒店住宿、交通费用等。 

http://www.princehotels.co.jp/hakodate/
http://fresa-inn.jp/eng/
http://fresa-inn.jp/eng/
http://fresa-inn.jp/eng/


报价不含：意外险，个人消费 

3行程规定 

本行程报价不含护照及个人消费等费用。 

1、交通：国际间交通为飞机，目的地游览为空调旅游大巴； 

注：航班号和时间均为航空公司提供，税金波动 

2、酒店：日本酒店不挂星，双人标间，独立卫生间、沐浴设备，建议自带毛巾、牙具、拖鞋等个人卫生用具。 

3、保险：本公司已经按国家旅游局规定，购买了《旅行社责任险》，建议您自主购买《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