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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縵 

對許多人來說，旅遊是一種多重體驗，其中住
宿的體驗尤勝一切。如果旅館本身已自成一道
獨特的風景，就更令人嚮往了；全世界最獨特
的飯店集團安縵(Aman Resort)，提供的就是
這一切美好的總和！  

安縵被稱為極其奢華的精品酒店，全球每一家
安縵都截然不同，它的獨特不僅在於位置，還
有它的設計、氣氛和顧客的感受。所以這世上
才 會 有 一 群 「 安 縵 癡 」 ， 他 們 自 稱 A m a n 
Junkies，哪裡有安縵，他們就到哪裡旅遊。  

安縵，在梵語裡是「和平」的意思，有人說，
安縵的每一個「作品」，都指向我們心靈的故
鄉；也有人讚嘆：「住過安縵，人生沒啥好計
較！」  

聯合報系《有行旅》推出的【安縵系列】，帶
您品味極致感官美學，期盼它成為您人生的勳
章；這次，我們將一次走訪日本的東京安縵
（Tokyo Aman）與安縵伊沐（Amanemu）！

安縵伊沐



安縵伊沐



安縵伊沐 

2016年開幕的Amanemu安縵伊
沐，是日本的第二家安縵，也是
安縵旗下首座溫泉度假村。 
 
Aman在梵文中意為「和平」，
「nemu」在日語中代表著「歡
樂」，度假村蘊藏了當地豐富的
文化與內蘊。同樣由Kerry Hill操
刀，設計上融合了經典日式旅店
的美學傳統，致力為客人提供一
個渾然天成的隱逸之地。 

Amanemu坐落於本州島三重縣伊
勢志摩國家公園內，位於有「珍
珠灣」之稱的英虞灣清幽寧靜的
山丘之上，鄰近日本神道教最神
聖古老的神道場所—伊勢神宮，
以及被列入世界遺產的熊野古道。
 
Amanemu的24間套房與四套雙
臥室別墅均配有敞闊觀景台與私
人溫泉。採用天然材質建造，配
有落地窗、編織品與木製百葉拉
門，自然美景環抱。 



東京安縵東京⾞車車站飯店



東京⾞車車站飯店 
住宿東京車站飯店，有人說「是在最完
美的地點，挑選最理想的飯店」。這裡
座落於日本首都圈核心地帶，置身知名
觀光景點以及摩天大樓中，有許多特色
餐飲場所隱身其中；清晨只要走一段小
路，便可到達美麗幽靜的皇居散步。 

東京車站飯店比東京車站晚一年開業，
為迎接國內外重要賓客的名門飯店，也
曾是文學家流連聚集之處，川端康成、
松本清張、內田百賢等都曾有以這裡為
背景的創作。2007年，飯店隨著車站進
行長達五年的修復工程，於2012年重新
誕生。 

東京車站飯店不但擁有百年經典建築的
風華，更是現代都市中碩果僅存的典雅。
除了濃濃的歐式優雅風格，飯店三代經
營者皆是料理長，運用自身專長奠定了
東京車站飯店的料理地位，曾獲旅遊網
站票選大賞「最佳飯店」、「最佳服務」
與「最佳早餐」等殊榮。



⾏行行程特⾊色

頂級住宿	極致體驗：入住2晚安縵伊
沐，體驗安縵低調奢華美學；另入住
2晚百年經典建築-東京車站飯店 

精緻料理 	 美食饗宴：從傳統日式料
理、異國美食到伊勢海鮮，從東京安
縵的「黑色下午茶」到海女小屋，享
受愉悅的用餐氛圍 

時尚設計 	 藝術賞析：從三菱第一美
術館、三宅一生美術館，到teamLab
數位美術館，以及御木本MIKIMOTO
珍珠博物館，品味不同藝術風格 

自然美景			五感滿足：倘佯伊勢志摩
國家公園，遠眺英虞灣美景，漫步鳥
羽真珠島，擁抱自然、療癒身心



Day 1  11/21

07:30  台北松⼭山機場起⾶飛 
11:15  抵達東京⽻羽⽥田機場 
13:00  午餐/AWkitchen Tokyo  
15:00  台場teamLab數位美術館 
           EN TEA HOUSE   
18:00  晚餐/台場⽇日航酒店 
           天空壽司 
20:00  中⽬目⿊黑星巴克旗艦店 
           (⾃自由⾏行行程)   

住宿/東京⾞車車站飯店

東京車站是日本最大的車站之一，不僅是重要的交通樞紐，也
是東京最大的美食集中地。建於1914年的東京車站，在2014年

12月20日營運屆滿百年時，曾推出百年紀念版的車票卡，吸引

近萬民眾搶購，有人甚至從凌晨四點就在寒風中苦候。 

東京車站矗立丸之內精華區，建築立面寬330公尺，包含800萬
塊磚的構體，是日本現存最大的紅磚建築。1945年的東京大空

襲，讓三樓和拱形屋頂被炸燬；2012年10月1日東京車站紅樓

歷經五年的整修後，重現百年古典風華，也成了觀光新焦點。

東京⾞車車站



AWkitchen Tokyo 

義大利餐廳「AWkitchen TOKYO

新丸大樓店」位於東京車站正前

方的新丸大樓5樓，使用每天早
晨從日本各地約50處契約農戶送

達的新鮮蔬菜所製作的前菜及義

大利麵，廣受消費者歡迎。 

而華麗點綴著10種以上當日送達
的新鮮蔬菜的「農園香蒜鯷魚熱

沾醬（Bagna Cauda）」，更是

道賞心悅目的健康料理。



teamLab Borderless



台場teamLab數位美術館

teamLab是日本超酷的數位藝術創

意團隊，他們將互動科技結合藝術
創作出許多令人驚艷的藝術互動展。

自2001年成立以來，已在日本、

巴黎、倫敦、墨爾本、台北等全球

各地展出，他們結合工程、數位和

藝術所激發出的創作火花，總能吸
引滿滿的人潮。 

在台場森大樓開設的數位美術館

teamLab Borderless位於汽車主

題樂園MEGA WEB旁邊，佔地1萬
平方公尺，使用超過500台電腦與

470部投影機。展覽以「無邊界」

為概念，讓作品走出一間間展間，

作品之間沒有邊界、可以混合在一

起，參觀者與作品也沒有邊界；在
一個個複雜且立體的展間中，沒有

標示或指引，像闖入一個神秘森林

般，用自己的身體去探索。 

https://livejapan.com/zh-tw/in-tokyo/go-digital-art/%22%20%5Ct%20%22_self
https://livejapan.com/zh-tw/in-tokyo/go-theme-parks/%22%20%5Ct%20%22_self
https://livejapan.com/zh-tw/in-tokyo/go-theme-parks/%22%20%5Ct%20%22_self


EN TEA HOUSE 

喝茶也可以是展覽的一部份，體

驗結合味覺、嗅覺的五感饗宴！ 

在EN TEA HOUSE裡，工作人員

將茶水注入後，投影在茶碗中的

花朵便緩緩綻放，還會變化出不

同花樣，花朵盛開的圖案，讓人
目不轉睛。只要茶碗中有茶水，

花朵就會不停盛開，讓人彷彿可

以一口喝下這宛如萬花筒般、變

幻萬千的花花世界。



台場⽇日航酒店-天空壽司 

中⽬目⿊黑-星巴克旗艦店 

位於日航酒店內，是可飽覽東京
灣璀璨光芒與台場地區夜景的天

空餐廳。 

主廚完美手藝與每天早晨親自選

購的食材攜手展開一場精彩饗
宴。 在此可享用到正宗的江戶前

壽司，以及使用健康養生、全新

優質的橄欖油所炸成的天婦羅。

2019年2月28日開幕的「星巴克臻選

®東京烘焙工坊」，是由日本知名建

築師隈研吾操刀，繼西雅圖、上海、
米蘭、紐約之後，成為全世界第5間「臻

選®」咖啡烘焙工坊。店址選在在賞

櫻勝地-中目黑的目黑川畔，成為全世

界咖啡迷到東京必前往朝聖的地點。 

店內最吸睛的莫過於高17公尺、從一

樓延伸至三樓的巨型烘豆機，外表點

綴著2100朵銅製櫻花，充滿和式風情，

也呼應了屋外的「櫻花名所」目黑川。

https://tokyo.letsgojp.com/archives/286223/


東京⾞車車站飯店 

東京車站的站廳由建築家辰野金吾所設

計，紅磚瓦建造加上優雅的裝潢，是棟

吸引人的現代建築物，2012年重新啟用，

是日本指定的重要文化財。The Tokyo 

Station Hotel正位於整修後的百年車站
內，設有古典歐風優雅客房、法式餐廳、

時尚酒吧。飯店入口在東京車站丸之內

南出口旁，用餐、購物十分方便，也是

東京最難訂到的飯店之一。



08:00  早餐/東京⾞車車站酒店 
10:00  三菱⼀一號美術館 
11:30  午餐/Cafe 1894 
13:00  21_21Design Sight 
           三宅⼀一⽣生美術館 
16:00  東京安縵下午茶茶 
19:00  晚餐/東京⾞車車站美食 (代⾦金金) 

住宿/ 東京⾞車車站飯店

Day 2  11/22

三菱一號美術館建於1894年，最初稱為「三菱一號館」，作

為三菱銀行使用，1968年後由三菱地所接管，將建築拆除後

重建為三菱商事大樓，2006年三菱商事大樓又被拆除。 

2010年春季，重建後的「三菱一號美術館」正式開幕，為東
京增添了一處帶有濃濃歐風的街景，紅磚砌成的外觀，重現了

百年前的原始樣貌，復古而優雅。

三菱⼀一號美術館



除了定期舉辦藝術展覽外，美

術館常設展的最大亮點是羅特

列克的作品，共有200件以上。 

館內設有典雅的咖啡廳和禮品

店，戶外則有綠意盎然、廣受

附近上班族歡迎的英式庭園。

三菱⼀一號美術館



Cafe 1894

位在美術館內的Cafe 1894，是

以建築的年份為名，咖啡館的裝

潢同樣富有歷史氣息，挑高兩層
樓的空間設計和木質刻紋天花板，

以及金色吊燈和木窗框，都散發

著含蓄內斂的英式優雅。 

當午後陽光從玻璃窗照射進咖啡
館時，讓人彷彿穿越時空，回到

了百年前的歐洲。



21_21 Design Sight

三宅一生美術館由建築大師安藤忠

雄所設計，建築靈感來自三宅一生
製作衣服的理念「一塊布」，打造

出彷彿用一塊鐵板折成的屋頂。 

除了深具特色的屋頂，這裡還有日

本最長的多層玻璃，展現了卓越的
日本工藝技術。約百分之七十的建

築體量位於地下，兩個展廳和充滿

自然光灑落的空間，構成一個富於

動感的展覽場地。 



東京安縵．⿊黑⾊色下午茶茶

2014年開幕的Aman Tokyo，是澳洲籍建築師 

Kerry Hill 以「和式家屋」為概念，在東京都心區

的高空打造出一處遺世獨立的隱逸居所。 

在黑色玄武岩構成的優雅沉靜大廳，享用時尚的「黑
色下午茶」，可悠閒眺望以新宿高樓和富士山為背

景、不同的天際線景致，或是欣賞傍晚時分被夕陽

照得閃閃發亮的東京晴空塔，甚至遠處的富士山。 



Day 3  11/23

08:00  早餐/東京⾞車車站飯店 
10:00  搭新幹線前往名古屋 
12:30  午餐/名古屋 ⿃鳥開總本家 
15:30  松阪⽊木綿⼿手織中⼼心 
18:00  晚餐/安縵伊沐 

住宿/ 安縵伊沐
三重縣

三重縣位在⽇日本最⼤大半島「紀伊半島」的東部，從東

京搭新幹線、轉乘近鐵特急列列⾞車車約3⼩小時可到達縣廳所
在地-津市。地形呈南北縱向的三重縣，擁有平原、盆
地、⼭山地等地貌，因此氣候多變。觀光景點以⽇日本⼈人

「⼀一⽣生必造訪⼀一次」的伊勢神宮最為知名。


除了了莊嚴的伊勢神宮外，在⿃鳥⽻羽的珍珠島，可以觀賞

海海女演出、品嚐海海女親⼿手烤的在地海海鮮；南端的伊勢

志摩國家公園可⼀一覽英虞灣無敵海海景，更更不容錯過。 



名古屋 ⿃鳥開總本家

擁有日本第四大人口都市的
名古屋，因位在東京、京都

中間，也被稱作中京，名古

屋歷史悠久，也發展出當地

獨特的美食文化；其中必吃

的就是雞料理，名古屋的交
趾雞與秋田的比內雞、鹿兒

島的薩摩雞並列日本三大名

雞。而連續三年獲得金獎肯

定的鳥開總本家，不但可以

吃到外皮焦香肉質Q彈的招
牌烤雞翅，鮮嫩滑口的親子

丼也是人氣美食。

松阪⽊木棉⼿手織中⼼心 

松阪木棉在江戶時期是極為重要的商品，因為它繁榮了印染和織布業，並

且造就了著名的伊勢商人。其中一位頗負盛名的，便是三井商業集團的創

始人三井高利。 

松阪木棉所製成的松阪棉服與京都的比起來顏色較為單一 (以藍色為基調)，

圖案也大多是條紋。據說這是因為當時的染料源自於自然植物，而最易染

上木棉的便是藍色，其他染色比較難著色。松阪木棉紡織中心販售了各式

各樣松阪木棉製作的物品；如果時間充裕，還能預約體驗用織機手織木棉。



賢島．伊勢志摩國家公園

位於紀伊半島的伊勢志摩國家公園，絕佳的自然景觀，讓

國際頂級度假集團Aman相中、選擇落腳於此，在酒店就
能坐享有「珍珠灣」和「日本愛琴海」美譽的英虞灣海景 

賢島是位於英虞灣上最大的島嶼，與其他小島、珍珠養殖

筏零星散布在海岸線蜿蜒曲折的海灣中。近鐵志摩線列車

終點站便是賢島，車站二樓設有2016年舉辦的G7紀念館。



從安縵伊沐眺望英虞灣



安縵伊沐餐廳

餐廳擁有寬敞明亮的拱形頂棚，

以及抬首可見英虞灣靜謐海景的

絕佳視角。餐廳供應日式料理及

部分西式菜餚，無論是聞名遐邇

的松阪和牛還是當地新鮮海鮮，
配上精緻食器，相得益彰。



安縵伊沐 Amanemu
安縵伊沐面朝著擁有曲折複雜海岸線、

有「珍珠灣」之稱的的英虞灣。這裡

四時美景俱全，春季有滿山櫻花，夏

日雨水豐沛、濕潤宜人，秋天則有楓

紅與徐徐微風帶來的清新涼意。 

安縵將當地豐富的文化與本土內蘊相

結合，打造一個與山水相融的度假村。

作為安縵首個溫泉度假村，安縵伊沐

完美延續了日本古老的礦物溫泉傳統。



客房入門處，是傳統的低矮瓦屋

面和染成深色的日式杉木外牆，
既能傳達出日式庭院的和諧感，

又不失現代建築的簡約氣質。 

室外的建築風格乾淨簡約，室內

則是素凈典雅，空間雖多以直線
條為主要裝飾，但木頭的暖色調

成功地讓整個環境顯得不過於冷

硬。素色為主的織物，更營造出

一種輕鬆度假的悠閒氛圍。

安縵伊沐



Day 4  11/24

08:00  早餐/安縵伊沐 
10:00  伊勢神宮賞楓、祈福 
12:00  午餐/內宮旁厄除町、 
           托福橫丁老街 (代⾦金金) 
14:00  御⽊木本真珠島、海海女表演 
           MIKIMOTO珍珠博物館 
18:00  晚餐/海海女⼩小屋 

住宿/安縵伊沐 

伊勢神宮 內宮

位於三重縣的伊勢神宮是比京都歷史更久遠，更具深層人
文意義的聖土，也是日本人的心靈故鄉。神宮分為供奉天

照大神的皇大神宮（內宮）與豊受大神宮（外宮）。 

在古代，到伊勢神宮參拜是皇室才有的特權，後來隨著神

道信仰的普及，才開始有幕府將軍前來伊勢神宮參拜的習
慣。直到現在，每年都有超過600萬人來此參拜，可說是

日本第一神宮。秋日楓紅時節，這裡也是知名賞楓景點。





神路路屋

伊勢內宮外 - 厄除町、托福橫丁

供奉天照大御神的伊勢神宮內宮外側，有兩
條垂直交錯的美食街，分別是厄除町和托福

橫丁；十餘年前這裡展開街道美觀計畫，將

建築物修復成江戶、明治時代舊觀，讓日本

各地來參拜的人可順便購物、嚐美食。 

其中神路屋有許多在地的伴手禮可供選購，

走累時，這裡的赤福、伊勢烏龍麵、手捏鰹

魚飯、烤糰子、和牛可樂餅、炸牛肉串等，

都是最具地方特色的美食。

⼿手捏鰹⿂魚飯



御⽊木本真珠島

1893年，MIKIMOTO創辦人御木本‧幸

吉成功培植出第一顆半球形的養殖珍珠，

獲得「珍珠之父」美譽，連愛迪生對他

的這項發明都表示驚嘆及高度讚揚。 

御木本生前多數時間都住在志摩的英虞

灣，但他的眼光卻始終面向全世界，他

曾說：「我們的願望很簡單：把獨特的

日本文化之美傳揚開去，為後代保存大

自然送給我們的瑰寶 — 珍珠。」 
海海女表演



MIKIMOTO珍珠博物館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日本養殖珍珠，

御木本將三重縣鳥羽的相島命名
為「珍珠島」，他成立的珍珠博

物館及珍珠養殖場，也讓參觀者

增加了對養殖珍珠的知識。



海海女⼩小屋

「海女」日文讀作「あま」(AMA)，日本至今

仍有2千名海女，而伊勢志摩就佔了半數。在

海女小屋可享用到貝類、魚和章魚等海鮮，海

女將它們放在炭火上，一邊烤一邊和客人聊天。



Day 5  11/25

08:00  早餐/安縵伊沐 
09:30  前往名古屋機場 
12:45  名古屋機場起⾶飛 
           (機上午餐) 
15:20  抵達台北桃園機場

一早在安縵伊沐輕鬆享用早餐，到安縵伊沐33公尺長的無邊

際泳池旁散步，或多看幾眼英虞灣美景……便出發前往名古屋

中部國際機場，搭乘12:45飛機，中午在機上用餐。 

下午3點20分抵達桃園機場，結束這趟豐富之旅，返回溫暖的
家，我們期待下次再相見！



航班參考資訊 

11/21(四)  
長榮航空	BR	192	
07:30 TSA台北松山機場 

11:15 HND東京羽田機場 
飛行時間2h45m 

11/25(一) 
長榮航空	BR	127	
12:45 NGO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15:20 TPE台北桃園機場 

飛行時間3h35m

團費：158,000元，兩人同行每人折2,000元 

貼心安排： 

．安排當地特色餐廳或料理，不安排旅行社風味團體餐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含領隊、司機小費 

．飯店保證入住，旅程途中提供wifi機，溝通分享超方便 

．旅遊責任險提高為500萬元、意外醫療險20萬元，多保障多安心 

（備註：民法規定14歲以下與70歲以上，限額投保旅遊責任險200萬、

意外醫療險20萬） 

出發日期：2019年11月21日至11月25日 

行程講座（席位有限，歡迎來電預約） 

時間：8月17日/18日/24日 

地點：台中/高雄/台北 

聯絡電話：02-86433581、86433926、86433543、86433517 

行動電話：0989-689609 

客服信箱：gracie.chou@udngroup.com 

報名資訊



Next	Tour

⼤河安縵
山中珍珠龍坡邦隱逸六日遊

2020/1/13-1/18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