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證入住２晚溫泉～草津湯揉舞.伊香保石階梯.DIY 手

繪達摩.輕井澤散策.小江戶川越.OUTLET 五日 
 
行程特色 

☆☆【冬戀湯泉～精選熱門渡假溫泉景點】☆☆ 

 

【伊香保溫泉~石階梯】 

連續 365 級的石臺階大街。那是從已有 400 年歷史的伊香保禦關所到伊香保神社之間的約 300 米長的石臺階。在石

臺階兩側，旅館、紀念品店鱗次櫛比。 

【伊香保空中纜車】 

約 4 分鐘的空中漫步，直登標高約 1000M 山之上公園的見晴展望台，登高視野遼闊，伊香保溫泉町甚或遠處赤城山、谷

川岳及上信越群山美景盡入眼簾。 

【水澤觀音寺】～安排享用名物★水澤烏龍麵  

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雄偉壯大的本堂安置的是鐮倉時代造的十一面千手觀音菩薩，在本堂右手邊六角二重塔是地藏

菩薩信仰的代表建築物，也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 

 
 

 
 

 

【草津溫泉】～草津傳統★湯畑湯揉舞 



【湯畑】亦即「熱水田」之意，是草津溫泉的象徵。在此每分鐘湧出 4437 公升(約 25 個油桶量分)的溫泉，可說是街中

最大的源泉。在華燈初上，身著浴衣，漫步在湯畑旁的溫泉街上，就彷如是坐上了時光機，回到江戶時代一般。 

【星野 HARUNIRE 庭園】 

延著湯川溪谷被百株春榆樹及無數巨木所包圍的星野 HARUNIRE 庭園隱藏山林間與自然調和的摩登空間，悠閒的氛圍中

聚集了數間各富信州及輕井澤特色的小店，漫步其中別有風味。 

【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 

許多各式名牌及各種流行商品與新鮮的異國風味餐廳，可以在一片綠意盎然的大自然中，悠閒地享受另類的購物樂趣。 

【聖保羅教堂】 

美國著名建築家以主題木的架構而聞名，尖塔式的三角形屋頂為該教堂最大特色，亦是舊輕井澤的象徵。 

 
 

 
 

☆☆【江戶風情～精選熱門景點】☆☆ 

 

【高崎少林山達摩寺】～安排★達摩不倒翁手繪體驗  

位於高崎市郊外的觀音山丘陵西側，是一座以新年的達磨集市著稱各地的寺廟。據說曾經有一位叫一了居士的行人用大洪

水漂來的一根木頭雕刻了達磨大師的雕像供在大殿裡，由此成了其開端。 

【川越藏造一番街】  

市區內保留了許多江戶時代留傳下來，具有歷史性的街道以及寺院，四處充滿著思古幽情，其中尤以黑磚瓦片製造的藏屋

聞名，整座城市更被指定爲「日本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貼心安排～精選熱門飯店】☆☆ 

 

●  特別安排２晚「輕井澤」或「嬬戀」或「萬座」地區溫泉旅館～【輕井澤 1130】或【GREENPLAZA 輕井澤】或 

【萬座王子飯店】 或 【嬬戀王子飯店】    

(如遇飯店客滿將調整變更其他同等級飯店，敬請瞭解。) 

 

【輕井澤１１３０溫泉渡假飯店】 



 
 

(以上僅為輕井澤地區飯店代表示意圖，入住飯店仍需視當團調整狀況為主，敬請瞭解。) 

 

 

☆☆【其他注意事項】☆☆ 

 1．全程住宿二人一室、舒適、寧靜、品質有保證。 

 2．全程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3．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1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隊服務。 

 4．關東地區週間氣侯預報。 

★【特別說明】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

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

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網頁所顯現之分級，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並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

間數個訂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客觀綜合分級，且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不同，難以單一網頁所載資訊做為最終評

鑑，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

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特別說明】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

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

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

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特別說明】有關飛機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2 個工作日前向您的業務員

提出需求，航班起飛 2 個工作日以內(包含機場 CHECK-IN 手續時)，因航空公司作業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

解。 

★【特別說明】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走道或窗位，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

敬請瞭解。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灣高雄國際機場 東京成田空港→成田 (AEON-MALL 超大型購物廣場～上野阿美橫町傳統

商店街 

今日集合於台灣高雄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在導遊的帶領下順序出

關。  

若住宿成田，則安排專車前往成田 AEON-MALL 成田超大型購物廣場，有各類品牌服飾、日常

用品、以及各類商品，共有上百家店舖任您閒晃。 

「上野」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以江戶老街的身分而繁榮、現在也還保留著當時風貌的區域。作為

從北日本開來的列車的終點站而發展興盛的上野，南側有阿美橫等一大片亂中有序的商店街，

呈現出活力興旺的樣子。另外，車站西側的台地整修成為上野公園，有動物園、博物館、美術

館等等，可以玩上一整天。  

若住宿東京或千葉，則前往飯店 CHECK-IN 自由逛街購物，感受時尚東京鬧區五光十色的生

活。  

※如住宿千葉地區旅館，則由導遊帶領搭乘電車前往鬧區逛街購物。  

餐 食：早餐／飛馬溫馨早餐+機上輕食 午餐／日式料理 

               晚餐／日式居酒屋料理 或 總匯自助餐 或 燒肉料理  

旅 館：成田或千葉或東京  成田東急 EXCEL 或 千葉 CANDEO 或 成田 GARDEN 國際 或 

上野 CANDEO 或 成田東武 或 VILLA FONTAINE 系列飯店  或同級 

第 2

天 

☆☆ 石階梯溫泉．伊香保溫泉～特別安排享用★名物『水澤烏龍麵』 ☆☆  

日本重要文化財產～水澤觀音寺～特別安排享用名物『水澤烏龍麵』→伊香保溫泉～石階梯古

街道散策～伊香保神社→安排搭乘『伊香保空中纜車』～見晴展望台→榛名火山口湖‧榛名湖

～榛名富士→路經日本國家指定名勝～吾妻溪谷→輕井澤或嬬戀溫泉區 

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的●【水澤觀音寺】由推古天皇命高麗的高僧開基水澤觀音寺。目前

建築為天明 7 年(1787 年)所建，每年約近百萬人來此參拜。雄偉壯大的本堂安置的是鐮倉時代

造的十一面千手觀音菩薩，在本堂右手邊六角二重塔是地藏菩薩信仰的代表建築物，也被列為

重要文化財產。  

 

水澤寺名物為日本三大烏龍麵之一的「水澤烏龍麵」水澤觀世音的僧侶利用上州(現在的群馬

縣)產的當地小麥及由水澤山湧出的名水親自製作烏龍麵，招待給到寺廟祭拜的信徒為水澤烏

龍麵的起源，至今已有 400 年多年歷史。上州自古是小麥的主要產地，直到今日群馬縣保持著

小麥全國生產量第 2 名。  

 

充滿浪漫、藝術氣息的伊香保，不能錯過伊香保最有名的觀光景點●【石階梯古街道】是介於

伊香保禦關所到伊香保神社之間浪漫的溫泉古街，位於古街中央的階梯都是由石頭堆砌而成，

層層疊上長約 300 公尺、共有 360 個階梯；石段街湯煙四溢，整條街道仍然瀰漫著日本昭和 3

0、40 年代的復古氣氛，石階中央的歐風路燈，襯托出伊香保獨特風格；兩旁各具特色的藝品

及小吃店，泡湯遊客穿著浴衣沿著石階閒逛，形成一種傳統而典型的日本印象。●【伊香保神

社】祭拜日本醫業的祖神，是掌管溫泉醫療、生意昌榮、多生貴子的神。伊香保神社後面的通



道稱為湯元街道。走幾步，會到可以品嘗伊香保溫泉的飲泉處。  

 

搭乘★【伊香保空中纜車】空中漫步直登標高約 1000M 山之上公園的見晴展望台，登高視野

遼闊，伊香保溫泉町甚或遠處赤城山、谷川岳及上信越群山美景盡入眼簾。  

 

●【榛名湖】位於榛名山下的榛名湖，原只是火山爆發所形成的大凹洞，是勾玉型火山口原

湖，後因經年累月的雨水累積，遂形成今日的榛名湖。清澈的湖面，呈現出榛名山的倒影，足

可媲美富士山般的美麗，所以榛名山又被稱為「榛名富士」。  

 

路經◆【吾妻溪谷】享有「關東的耶馬溪」美名，受日本國家名勝指定，是吾妻川的急流侵蝕

山谷所形成的溪谷，溪谷內的奇岩巨石及茂盛的楓樹、櫟樹及赤松樹等隨著四季應時變化其色

彩等山水美景，給這路途添加樂趣。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水澤名物烏龍麵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綜合自助餐或會席料理  

旅 館：輕井澤或嬬戀溫泉區『溫泉飯店』  輕井澤 1130 俱樂部 或 嬬戀王子或 GREENPLA

ZA 輕井澤 或 萬座王子或輕井澤王子(西館)小木屋(4 人一棟或 6 人一棟,2 人一室)  或同級 

第 3

天 

☆☆ 日本三大溫泉．草津溫泉～草津傳統『湯畑湯揉舞』 ☆☆  

日本三大溫泉～草津溫泉～草津湯田．舊街散策～草津傳統『湯畑湯揉舞』→星野 HARUNIR

E 庭園或白絲瀑布→輕井澤～舊輕井澤銀座大道～聖保羅教堂→享受另類的購物樂趣～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輕井澤或嬬戀溫泉區 

來到●【草津溫泉】映入眼簾的就是位於草津溫泉街中心的●【湯畑】。【湯畑】亦即「熱水

田」之意，是草津溫泉的象徵。在此每分鐘湧出 4437 公升(約 25 個油桶量分)的溫泉，可說是

街中最大的源泉。在華燈初上，身著浴衣，漫步在湯畑旁的溫泉街上，就彷如是坐上了時光

機，回到江戶時代一般，這種場景，這種感覺，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草津溫泉的源泉具有 5

0 度~90 度的高溫，且泉質屬刺激性的強酸性泉，所以草津當地人就利用此特性，發明了一種

溫泉療法，亦即從江戶時代開始，傳承下來的獨特入浴法「時間湯」，首先就是要如何在高溫

之下，不加水卻能讓溫度自然降低，於是就有了「湯揉」(拌泉)－－搭配著當地名謠，以大木

槳攪拌溫泉水，使水溫降到適合入浴的溫度。這也是草津獨有的方法，可說是草津的名物。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避暑勝地「輕井澤」位高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原小鎮，在明治時代由加拿大傳

教士所開發，由於受到日本上流階級和文人雅士的愛好而名氣大增，一躍成為日本代表性的渡

假勝地。落葉松和白樺樹生長茂盛，自然環境宜人，能讓人充分的享受森林的芬多精，所以又

有「小瑞士」之稱。  

●【星野 HARUNIRE 庭園】延著湯川溪谷被百株春榆樹及無數巨木所包圍的星野 HARUNIRE

庭園隱藏山林間與自然調和的摩登空間，悠閒的氛圍中聚集了數間各富信州及輕井澤特色的小

店，漫步其中別有風味!! 或 具有輕井澤秘境之稱的●【白絲瀑布】寬 70 公尺，高 3 公尺的白

絲瀑布，在黑色的岩石上垂掛著數百條白色絲絹的溪水一瀉而下，宛如是一簾幽夢，可讓您感

受瀑布如絲絹般細緻之美。  

【特別說明】星野 HARUNIRE 庭園或白絲瀑布為二擇一前往。如遇星野 HARUNIRE 庭園因交

通管制或其他活動無法參觀之情形，則改前往白絲瀑布，敬請理解。 建築大師安東尼雷蒙所

設計，歐風的木造建築，儼然為輕井澤象徵的●【聖保羅教堂】。還有古典歐式建築佇立於綠

色林蔭街道，在明治時期就已開發的●【舊輕井澤銀座大道】在長約 600 公尺的典雅街道上，

透露著歐式風格建築的商店林立，手工製作的點心或是充滿獨特設計的服裝飾品，更是能讓您

滿心歡喜的享受購物樂趣。  



 

位於輕井澤車站旁的●【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有許多各式名牌及各種流行商

品與新鮮的異國風味餐廳，您可以在一片綠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呼吸著輕井澤清新的空氣，悠

閒地享受另類的購物樂趣。  

 

【特別說明】如入住輕井澤王子西館小木屋之房型時，將安排入住 4 人一棟(兩人一室)或 8 人

一棟(兩人一室)之形式，敬請理解。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和風御膳料理 或 日式燒肉套餐   

晚餐／旅館內迎賓會席料理或總匯自助餐  

旅 館：輕井澤或嬬戀溫泉區『溫泉飯店』  輕井澤 1130 或 輕井澤王子西館(小木屋) 或 GR

EENPLAZA 輕井澤 或 嬬戀王子 或 萬座王子  或同級 

第 4

天 

☆☆ 特別安排 DIY 體驗～達摩不倒翁手繪體驗 ☆☆  

達摩不倒翁～高崎．少林山達摩寺～安排 DIY 手繪達摩體驗→日本小江戶風貌代表‧川越～

藏造傳統建築『藏造一番街』～時代之鐘～菓子屋橫丁→免稅店→淺草寺(雷門) 

●【高崎．少林山達摩寺】位於高崎市郊外的觀音山丘陵西側，是一座以新年的達磨集市著稱

各地的寺廟。據說曾經有一位叫一了居士的行人用大洪水漂來的一根木頭雕刻了達磨大師的雕

像供在大殿裡，由此成了其開端。後來迎接中國僧人心越禪師，於 1697 年開創了少林山達磨

寺。祭奠著眾多達磨像的達磨堂的主佛是，達磨寺起源時的主佛像被燒毀之後雕刻的第二代主

佛。寺院內還保存著德國的建築家 Bruno·Taut 於 1933 年亡命到日本之後，精心研究日本文化

時所利用的洗心亭。據說最初為少林山達磨寺的和尚所雕刻的「高崎達磨」，是個眼眉象徵只

鶴，鼻子到口須象徵只龜的一副好福相，因此至今仍以有福氣的好達磨深受全國各地的歡迎。

  

 

在日本留有許許多多的小京都風貌的城市，例如：北陸地區的『金澤』等地區，但是有小江戶

風貌的卻是少之又少，位於琦玉縣，有「小江戶」之別稱的●【川越市】是江戶時代時，以作

為川越藩的城下町而繁榮的都市，市區內保留了許多江戶時代留傳下來，具有歷史性的街道以

及寺院，四處充滿著思古幽情，其中尤以黑磚瓦片製造的藏屋聞名，整座城市更被指定爲「日

本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市內的觀光名勝地，每年更吸引了約有 600 萬人次的觀光客來

到此地的熱門景點區。  

高高聳立在小江戶街道上的鐘樓－●【時代之鐘】，位於藏造街中央的鐘樓距今已有 400 多年

歷史，雖然歷經多次重建，也隨時代進步改成機械鐘響，卻仍每天勤守報時的責任。現在固定

在每天的 6 點、12 點、15 點、18 點整點敲鐘，到訪時可別忘了留意這幾個時間。  

●【菓子屋橫丁】菓子屋是一條長約 80 公尺的狹長小巷，名符其實地聚集了許多粗點心舖、

丸子鋪、煎餅店等等，也可以找到不少懷舊童玩，具有濃濃的傳統日本風味，簡單的零食方便

一邊享用一邊漫步其中，從食文化一窺當時的生活。  

 

前往◎【免稅店】(停留約一小時)店內商品琳瑯滿目，您可在此自由參觀，選購喜愛的物品。  

 

往●雷門參觀香火鼎盛的淺草觀音寺，這裏是日本觀音寺總堂相傳在古天皇 36 年 3 月 18 日

SUMIDA 川的三位漁民在出海捕魚時，看到觀音顯現，於是那時的漁民回去將此事說出來以

後，信觀音的人日益增多，並建立淺草寺來供奉觀音，來到這裏您當然也不能錯過長達百公尺

販售各式各樣精美紀念品及美味仙貝的仲見世街。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上信越日式風味御膳料理   



晚餐／日式居酒屋料理 或 總匯自助餐 或 燒肉料理   

旅 館：東京或千葉或橫濱  上野 CANDEO 或 華盛頓系列 或 DORMY INN 系列 或 千葉 CA

NDEO 或 舞濱歐亞 或 幕張 APA 或 VILLAFONTAINE 系列 或 新橋愛宕山東急 REI  或同級 

第 5

天 
東京成田空港 台灣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稍晚整理行裝，專車前往羽田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灣，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五日

遊。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旅 館：溫暖的家   

 

1．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2．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3．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如有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 

4.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床，少有一張大床情形，如有需要可做大床房型需求，但無法保證一定會有，需以

當天入住情形及飯店調整狀況為主，敬請瞭解。  

★【房型特別說明】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少有 3 人房型，因此如要需團體三人房的話，將會有以下房型組合的可能

性，實際需求結果仍需以當天入住情形及飯店調整狀況為主，敬請瞭解。 

  1.一大床+一行軍床  

  2.二小床+一行軍床  

  3.一大床+一小床 

  4.若無需求到三人房或入住飯店無法提供三人房之房型時，需分出一人與同團同性之旅客同住，敬請瞭解 

  5.請於付訂時先確認若無需求到三人房時要分出哪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泡溫泉須知 

泡溫泉有一定的限制與規則，先了解其中限制，才能泡得健康美麗，又不失禮於日本人。 

1. 空腹、飲酒後或剛用餐完畢時不要入浴。 

2. 泡湯要全裸入浴，穿著泳裝或圍著毛巾都是不對的方式，會破壞溫泉水質。 

3. 泡湯之前必須先把身體洗乾淨，通常溫泉畔都設有衛浴設施，但是不要用力搓洗，因為溫泉的鹼性相當強，可能會造

成皮膚不適。 

4. 孕婦、心臟病、皮膚病者或皮膚上有傷口者不要泡湯，用腦過度、激烈運動後、熬夜隔天不要猛然泡湯，可能會造成

休克。 

5. 不常泡溫泉者，最好泡攝氏 41 度以下的溫泉，否則可能會造成身體不適，且為避免突然浸入熱湯，可能引發腦貧血

的危險，浸泡前先以熱湯淋濕頭部或身體。 

6. 泡湯最長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避免皮膚的水分油份流失，如果感覺不適，趕快起來沖個冷水。 

7. 泡湯後，身體儘量採用自然乾燥的方式，不要用毛巾擦拭，以保留皮膚上的溫泉成分。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03/03 六 長榮航空 BR108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07：00 東京成田 11：25 

2018/03/07 三 長榮航空 BR107 東京成田  12：25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15：45 

 

 



出發日期:107 年 03 月 03 日 
 

團費每人：【全程 2 人一室】訂金每人：$8000 元 

16-20 人 $36300 元 

21-25 人 $35300 元 

26-31 人 $34300 元 
 

◎單人房需補 4 晚共 8800 元【全程 2 人一室，沒有自然單間】 

 
※團費包含：機場來回接送、導遊司機小費、旅行業 500 萬責任險

+20 萬意外醫療險(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佰萬元)、全程

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機場稅金燃油附加稅。 

 
※團費不含：個人證件辦理費用、行程中如有自費項目費用、國際電話、飯

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電話：05-5331100  傳真：05-5346600 

     
     飛馬的用心，希望您來體驗，深得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