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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早櫻花「河津櫻」自 2 月開始在伊豆半島綻開，揭開櫻花季序幕！

漫步在南伊豆青野川畔，櫻花與油菜花海恬靜淡雅卻也霸氣宣告：春天來了！

除了拔得櫻花頭香，伊豆也是日本屈指可數的溫泉地帶，

我們要帶旅人連泊兩晚頂級精品溫泉旅宿《坐漁莊》，

伊豆半島因山海自然資源豐富，而成為美食天堂，

這裡可以吃到伊勢龍蝦、活鮑魚、金目鯛，

靜岡鰻魚等令人垂涎的魚貝海鮮，

我們還要去朝聖世界級超級廚師松久信幸，

在日本的店鋪代表之一 NOBU TOKYO，

享受宛如在舌尖環遊世界的原創”NOBU FOOD”。

在皇室別邸《強羅花壇》品嘗天皇級懷石料理。

讓我們前往伊豆，循著頂級湯宿及饗宴的奢華路線，攬春天入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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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限定

河 津 櫻 日本最早櫻花，2 月～ 3 月盛開於伊豆。

油菜花祭 南伊豆町的青野川沿岸「南之櫻與油菜花祭」。

梅 花 季 新宿御苑 300 株紅白相間的梅花花海。

極上旅宿

坐漁莊，奢華二連泊～伊豆半島唯一位於國家公園內的頂級 Villa，隱身在伊豆半

島浮山溫泉區，是日本第一個入列「全球奢華精品酒店聯盟」的日式溫泉旅館。

箱根．強羅 佳ら久～ 2020 年 10 月開幕之高級溫泉旅館，所有房型皆附有露天

溫泉池，讓身心靈均留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印記。

東京帝國飯店～日本知名頂級飯店，曾接待過皇室成員、國家元首、國際巨星和

企業巨頭等，為東京頂級飯店御三家之一。

名店名廚

NOBU TOKYO ～世界級超級廚師松久信幸，在日本的店鋪代表之一，享受宛如

在舌尖環遊世界的原創”NOBU FOOD”。

懷石料理花壇～在皇室別邸享用和牛懷石料理。

HACHINOKI 新館～由數寄屋造建築的北鐮倉餐廳所新開設的餐廳，嚴選使用當

季食材演繹出北鐮倉四季旬味。

嚴選行程

修善寺溫泉散策～中伊豆屈指的溫泉區，自古以來深受許多學者、藝術家和文學

家的喜愛。

竹林小徑～有伊豆小京都之稱，是一條自然清新曲徑清幽的散步小路。

下田散策～散發著濃厚南國情調，為日本第一開港門戶，保存了許多歷史遺跡。

佩里之路～相傳為幕末黑船來訪之時，佩里提督曾經走過的路段，沿途可見石造

洋館、古民家等，是一條充滿異國風情的歷史街道。

菊池寬實紀念智美術館～六本木地區的世外桃源，典藏日本現代陶藝世界中最傑

出的收藏品。

ＳＡＫＵ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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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櫻祭典  河津櫻季節約在 2 月上旬 ~3 月上旬

河津櫻，在日本被稱為「KawazuSakura」，

只在每年 2 月初到 3 月初的一個月間盛開，以其獨特的粉紅櫻花瓣聞名。

著名的「河津賞櫻大道」始於河津河口，終於河津車站，

沿河岸總長達約 4 公里左右。是全日本最早開的櫻花。

儘管寒潮逼人，每年仍有百萬左右的遊客會在櫻花盛開的這個月裡，

來參加河津櫻祭盛會。

下賀茂南之櫻    油菜花祭典  河津櫻季節約在 2 月上旬 ~3 月上旬

南伊豆町的青野川沿岸種植了約 1200 株櫻花，

其中約有 800 株河津櫻和 400 株染井吉野櫻。

二月上旬開始早開的河津櫻和油菜花，被稱為「南之櫻與油菜花祭」，

散發出恬靜淡雅的春日花海氣質。

期間限定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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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御苑  梅花季約 2 月下旬 ~3 月上旬

江戶時代信州高遠藩主內藤氏居住地，至今約有 100 多年歷史。

作為皇室庭園打造的新宿御苑風格，包含了法國、英國的風景庭園，

融合了日本庭園的風貌，為日本少數的風景庭園名作。

這裡每年 2 月上旬開始陸續綻放紅白相間的梅花，

多達 300 株梅樹所打造的梅林花海，美不勝收。

採果趣  享受採草莓吃到飽的樂趣

日本冬季，最令人難忘的當季水果莫過於草莓，

在棚上較高的位置種植草莓，

讓遊客不用蹲著就可以享受採草莓樂趣的「高設栽培」，

以「紅臉頰」和「幸之香」為主，有「再一個」、「彌生姬」、

「美味 C 草莓」、「紅珍珠」等 7 種草莓可以吃到飽，

是冬季來日本必體驗的行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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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A 坐漁莊  國家公園內的頂級 Villa
●入住房型：露天或半露天風呂房

唯一由台灣人經營的日本百大溫泉旅館，是日本第一個入列

「全球奢華精品酒店聯盟」（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的日式溫泉旅館，

並成為日本觀眾票選一生必定入住頂極旅館第一名。

坐漁莊為伊豆半島唯一位於國家公園內的頂級溫泉旅館，本身就是自然保護區一部分。 

全館房間一室一景，附有露天、室內風呂及可飽覽隨四季更迭的禪意庭園、古木山林

等寫意風景。

在這裡可享受獲世界精品酒店肯定的亞洲最佳廚藝團隊，以當天捕撈的新鮮魚貝，搭

配各種契作有機農家時蔬等，直送餐桌的極上美味。

保證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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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強羅 佳ら久  私秘尊榮湯體驗

●入住房型：露天風呂 Deluxe( 和 Type）

2020 年 10 月開幕之高級溫泉旅館，所有房型皆有附露天溫泉池，頂樓還有露天

展望浴場，可眺望相模灣，在此除可欣賞箱根美景外，亦可直接體驗強羅的氣息。

私秘尊榮的湯體驗，加上主廚端出大量時令食材所料理的佳餚，更令旅人由味蕾

到身心靈均留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印記。

保證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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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帝國飯店  東京頂級飯店御三家之一

●入住房型：Imperial Floor Deluxe 

日本最早引進飯店服務的先驅，1890 年為了接待海外貴賓，

在東京日比谷開幕的東京帝國飯店，至今已有 132 年歷史。

曾經接待過皇室成員、國家元首、國際巨星和企業巨頭等，

美國總統川普訪問日本時，也入住於此。

創立以來提供無微不至的個性化服務、上質的優雅以及屢獲大獎的美味佳餚，

堪稱日式待客服務的典範！

與新大谷飯店及東京大倉飯店，

同為東京頂級飯店御三家。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保證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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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U TOKYO  和食之神的日本代表店鋪

和食之神松久信幸的日本代表餐廳 宛如在舌尖環遊世界

被稱為 NOBU 的松久信幸為世界級的超級廚師，

他的餐廳在全世界拓展且極具高知名度，

而 NOBU TOKYO 則為日本的店鋪代表之一。

這裡每天從世界、日本全國集取當令食材，料理而成的美食，

不單單只是傳統印象中的和食，

樣樣都有南美或是歐美料理的氣息存在，宛如在舌尖環遊世界，

更被稱為原創的”NOBU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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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石料理花壇  在皇室別邸享用和牛懷石料理

懷石花壇位於箱根皇室別邸【強羅花壇】中，

而強羅花壇的前身就是皇室閑院宮載仁親王的夏季避暑別邸。

和風的環境以及標榜誠心款待的服務，皆備受讚譽，

令人味覺驚嘆的懷石料理，蘊藏主廚的匠心獨具。

保證
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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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繁  三島鰻魚名店

鰻魚料理名店「鰻繁」位於靜岡東部的三島，

雖然說到靜岡鰻魚，民眾會第一個想到靜岡西部的濱松，

但三島區域的鰻魚料理不容忽視。

鰻繁使用柿田川湧水放養鰻魚數日後才會料理，

因多了此步驟，鰻魚可以去腥與泥臭，

而被譽為日本最美味的鰻魚。

* 本餐廳無法提供特殊餐食 ( 素食等 )，僅可安排菜單中有的餐點。

保證
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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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INOKI 新館

昭和 39 年創業，位於東慶寺、淨智寺斜前方，

有著數寄屋造建築的北鎌倉餐廳所開設的新餐廳，

位於北鎌倉店旁，寬敞明亮的新館內，大廳和庭園裡潺潺流水，

北鎌倉四季更迭在此輪番演出。

這裏不僅使用新鮮蔬菜，還使用時令魚類和精心挑選的肉類。

呈現令人賞心悅目的懷石料理。

Ｈ  Ａ  Ｃ  Ｈ  Ｏ  Ｋ  Ｉ

保證
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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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國寺  米其林三星景點

因本堂後方優美的竹林秘境聞名，為米其林推薦的三星美景，又稱竹寺。

隱身在鎌倉東區的山丘上，為隸屬於佛教禪宗臨濟宗的寺廟，

建於室町幕府時代初期，原為足利紙之宗寺廟，

日後也成為上杉氏的宗族寺廟。

除小竹林十分著名外，

亦可於茶屋品味日式抹茶滋味。

鶴岡八幡宮

康平 6 年 (1063 年 ) 源氏源賴義在平定奧州 ( 現今東北 ) 後回到鎌倉，

在鎌倉之地祈求保護，而後設立鶴岡八幡宮，

作為源氏武家精神代表流傳至今。

鎌倉的發展圍繞著八幡宮，賴朝公喜好舞樂、相撲，常在此舉行相關神事，

讓這裡成為八幡宮的關東總鎮守，被稱為日本三大八幡宮之一。

有趣的是，由於常有鴿子飛來此地，匾額上的八就是以兩隻鴿子組成。

小 通

從鎌倉站東口至鶴岡八幡宮的商店街，土產店、特色咖啡、小吃店食堂等林立，

漫步其間，除了可以品嘗湘南名物「刎仔魚丼」之外，

販售和菓子、可麗餅等甜點店舖也非常多，

另外也有很多販售鎌倉和紙等傳統工藝雜貨的店家。



30 31

修善寺溫泉散策

修善寺溫泉是順著桂川伸展開來的、是中伊豆屈指的溫泉區，

自古以來深受許多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喜愛。據傳公元 807 年，

弘法大師用獨鈷杵在桂川的岩石上擊出泉眼，形成了今日的修善寺溫泉，

至今溫泉內還有名為「獨鈷湯」的溫泉浴池，也是修善寺溫泉的發源地。

川端康成「伊豆溫泉記」、尾崎紅葉「金色夜叉」皆是在此地完成。

夏目漱石也曾在此地療養。

修禪寺

據傳修禪寺是弘法大師空海於公元 807 年開基創建的古剎，歷史悠久。

日本著名戲劇作家岡本綺堂的著名戲曲「修善寺物語」

就是根據修禪寺的史實編寫而成的。

竹林小徑

是中伊豆的另一處著名自然景點，素有伊豆小京都之稱，

是一條充滿自然清新的散步小路。竹林小徑長 400 米，

自朱紅色的桂橋到瀧下橋之間，沿修善寺溫泉街中部流淌的桂川沿岸蜿蜒而行，

小徑兩側至竹林間鋪有石板小路，

可聽流水潺潺，觀賞青翠的竹林，環境幽靜，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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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島天空步道

三島天空步道全長 400m，是日本最長的人行專用吊橋，

位於箱根 附近。 

從觀景台可以看到世界遺產富士山、

駿河灣的絕景和伊豆的群山。

下田散策

散發濃厚南國情調的港町『下田』，起因為幕府時代末期，

美軍提督貝利率領黑船來航，因而結束了長期以來的閉關自守，

成為日本第一開港門戶，

此地保存了許多歷史遺跡，是南伊豆著名的觀光勝地。

佩里之路

位於下田町南側的佩里之路，

相傳為幕末黑船來訪之時佩里提督曾經走過的路段。

沿著平滑川約 700 公尺的小徑，沿途種植著柳並木、地上以石疊鋪成。

兩旁更保留了明治、大正時代的石造洋館、古民家等。

是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歷史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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彫刻之森美術館

箱根彫刻之森美術館於 1969 年在箱根成立，是日本第一家戶外博物館。 在俯瞰

箱根群山的 7 萬平方米鬱鬱蔥蔥的綠色花園中，展出了大約 120 件當代雕塑家的

作品。 戶外展區是主要景點，但“畢卡索館”和“主畫廊”等五個室內展區也很

受歡迎。

菊池寬實紀念  智美術館

位於六本木附近的虎之門，坐落於私人佛教寺廟和日式倉庫環繞著約有 100 年歷

史的花園裡，在城市中心形成了獨特空間，營造出城市裡世外桃源氛圍。目前館

內收藏日本現代陶藝中最有名的收藏品，館方也致力現代陶藝的推廣。

A  R  T   G  A  L  L  E  R  Y



松山機場→羽田機場→新宿御苑、冬梅綻放

→菊池寬實紀念  智美術館→ NOBU TOKYO →東京帝國飯店

 中餐：機上餐食

 晚餐：NOBU TOKYO 主廚料理

 住宿：東京帝國飯店 ( 保證入住 )

  本日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20:20

早餐→米其林三星景點～報國寺→ HACHINOKI 新館

→鎌倉小町通、鶴岡八幡宮→ 採草莓→箱根・強羅 佳ら久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HACHINOKI 新館

 晚餐：飯店內溫泉會席

 住宿：箱根・強羅 佳ら久 ( 保證入住 )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8:3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7:00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早餐～三島天空步道～修善寺散策→伊豆 伊東 浮山温泉 高級

旅館 「ABBA RESORTS 伊豆─坐漁莊」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鰻繁 - 三島鰻魚名店

 晚餐：飯店內法式料理

 住宿：ABBA RESORTS 伊豆 - 坐漁莊 ( 保證入住 )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8:3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7:00

早餐→河津櫻 I ～河津櫻祭典→～河津櫻 II ～下賀茂南之櫻油

菜花祭典→下田料理 KINMEYA →下田街道散策、佩里之路

→伊豆 伊東 浮山温泉 高級旅館 「ABBA RESORTS 伊豆─

坐漁莊」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金目鯛料理

 晚餐：飯店內和會席

 住宿：ABBA RESORTS 伊豆 - 坐漁莊 ( 保證入住 )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9:0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7:30

早餐→彫刻之森美術館→皇室別邸、懷石料理【花壇】→羽田

機場→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懷石料理花壇

 晚餐：機上餐食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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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訊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2023/2/19(日)09:30 2023/2/19(日)13:25 松山─羽田 日本航空JL96

2023/2/23(四)17:55 2023/2/23(四)21:00 羽田─松山 日本航空JL99

東京都

神奈川縣

靜岡縣

修禪寺

富士山

下田公園

河津櫻祭

南之櫻與油菜花祭

鎌倉小町通&
鶴岡八幡宮

新宿御苑梅花

Day1 
東京帝國飯店

Day3-4 坐漁莊 奢華二連泊

行程地圖

Day2 箱根．強羅 佳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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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1. 費用：台幣 168,000 元。

報名時請繳交 50,000 元訂金，以確保您的

席位。餘額請於出發前一個月繳清。

2. 費用包含

● 全行程參訪費用、導覽、食宿、交通、門

票等。

●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險 500 萬，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政府規定 15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00 萬旅遊責任險

及 20萬意外醫療險。)

● 司機導遊服務小費。

● 每人一台 WIFI 機。

● 每日晚餐每人一壺日本酒或洋酒

3. 費用不包含

● 台日來回機票。

● 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 行李超重費

●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

飲、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額

4. 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 報名流程

Step1→�線上報名，或來電由專人為您處理 

報名手續

Step2→�繳交 50 ,000 元訂金，回傳繳款單、

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Step4→�辦理出國手續

Step5→�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機場集合、出發

6. 補充說明

● 全團人數：22 名，本團最低出團人數：

18 名。

● 兩人一室，單人入住需另外報價，入住三

人房不另折價。

●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

資訊，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

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

程。

● 為保留各位貴賓的房間及機位之權益，請

於報名完成後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尾款請

於指定時間前繳清。

●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公司保有

活動最終說明權，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

有離隊放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 因天候因素可能導致花況改變，敬請見

諒。

● 此行程所有取消規定及扣款原則，以交通

部觀光局旅遊定型化契約之規定為準。

● 如在出發前確診新冠肺炎或仍在管制時間

內，主辦單位有權利拒絕旅客參團，旅客

因此產生的可能損失，將由旅客自行負擔；

惟我方會盡量協助旅客向相關場域爭取，

減少顧客損失。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和新冠肺炎相關之進出國規定，以中華民

國 CDC 及各國政府之宣布為準。

● 如有任何問題，請和您專屬的旅程服務專

員聯絡。

7. 報名請洽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2 樓 ( 近台鐵汐科站 )

電話：(02)8643-3517、8643-3581、

         8643-3926、8643-3543、8643-3905

傳真：(02)8643-3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