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年出發 2月1日

2019年首列『TRAIN SUITE 四季島』鐵道專列之旅

【青森.宮城.東京】米芝蓮盛宴

香港區指定經銷商：

JKK6TR

東京半島The Peninsula·賞雪 6天

香港區
總代理：

【3日2夜鐵道之旅】



三天二夜的行程。由上野出發，停靠宮城縣及岩手縣觀光後，
前往青森/弘前，巡遊弘前公園或以青森睡魔著名的五所川原。

乘客在度假列車的行程中，參觀松島、弘前公園等景點，途中
更可在列車前、後的兩節觀景車廂，飽覽山林海景，由嚮導
參觀名勝古蹟。

東京．白石．松島．一之關．青森．弘前．鳴子温泉
本年度首列『四季島』鐵道專列之旅

【TRAIN SUITE 四季島】屬於東日本鐵路公司的最高格調
尊貴寢台列車，於2017年5月1日起正式開始營運。

內部裝潢找來曾與『保時捷』及『法拉利』合作的世界知
名工業設計師「奧山清行」先生負責設計。

車廂外觀充滿未來感，內部則運用日本傳統工藝的和紙、
漆器、木材，其他用品也是精品，包括日本山崎金屬餐具、
梵蒂岡也採用的東方地毯。休息交流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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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島列車 內行李攜帶規定
尊尚套房 :  長 84cm X 寬57cm X 深度 53cm
豪華套房: 長 83cm X 寬108cm X 深度 30cm

四季島套房 :  長 198cm X 寬54cm X 深度 55cm

列車有10節車廂，均設免費WIFI，共
有1間最高級的「四季島套房」，1間豪
華套房和15間尊尚套房，共有17間，
額定載客只有34人。時速110公里的
列車可讓乘客享受「慢遊」樂趣。

頂級四季島套房是極具特色的樓中
樓設計，充滿了典雅日式和風的榻
榻米房間，起居室裡有地爐型的桌
子，更於浴室設有檜木浴缸，極致優
閒享受。

鐵道上的五星級旅館

尊尚套房

豪華套房
Flat Type

（上層）
（下層）

豪華套房

四季島套房

四季島套房
Maisonette Type



宿泊と美食

極上の法式美味

列車上の料理

車上餐卡的菜式，運用當季在
地食材，展現精湛廚藝，遊客可
以邊透過車窗欣賞沿途優美景
色，邊品嚐精緻美味佳餚。

東京頂級

『半島酒店The Peninsula』

面積約54平方米，還設有寬敞的獨立衣帽間，內有獨特金色條
帶和淺茶褐色、以當地原木製作的梳妝台，是全東京最寬敞的
客房和套房之一，融合大自然元素與傳統日本技藝，呈現寧謐
恬靜的都市居所。坐落在地鐵日比谷站之上，離銀座、東京車站、
皇居都在咫尺，交通便捷無礙。酒店內亦設有水療中心、健身
中心和20米長的室內恆溫游泳池。

著名京都米芝蓮三星餐廳的姐妹餐廳，接待全世界慕名而來
為一享懷石料理的食客已經一個世紀。選用當季最新鮮的食材，
真正做到色香味完美搭配，創造出無與倫比的感官體驗。環繞
著開放式廚房而設立的天婦羅吧，是京都 Tsuruya 日本料理
的另一非凡特色，讓您零距離欣賞技能嫻熟的大廚為您製作
日本最古老、最受歡迎的料理之一。

『うかい亭』鉄板焼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訪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亦選擇於
「うかい亭」設宴招待。座在餐桌
旁邊，觀賞廚師以高超技巧，烹
調著精心挑選的黑毛和牛、新
鮮海鮮和時令食材。

1902年京都創立的「懷石料理」。
客人可以品嚐到明治時期傳承至
第三代的味道，並以「茶の湯の心」
製作料理供客人品嚐。為了讓客
人感到舒適，從調味到著色和塑
造菜餚都強調「調和」的重要性。 

DELUXE TWIN ROOM

酒店內的至尊懷石料理

『京都 つる家 TSURUYA』

2

1

元首の選4 5 米芝蓮2星

招福樓在1868年創業，是人盡
皆知有150年歴史的關西料理
名店，很多米芝蓮的主廚都出
身於此店。以「禅的精神和茶的
心為基礎」作料理概念，是日本
料理中最高峰的料理名店。

 『招福樓』會席料理
米芝蓮1星3

『懐石 辻留』赤坂店



東京晴空塔 TOKYO SKYTREE
頂樓展望台設有管形玻璃結構的迴廊相連，體驗宛如在
空中散步的感覺。除了可以高空觀賞東京美景外，絕不
可能放過購物和美食這一環，東京晴空塔商店街
TOKYO Solamachi  (東京ソラマチ)匯集了300家以上
的商店，讓大家吃的開心同時還能買到晴空塔的限定商
品。

日本三景之一,松島由松島灣上的260個大小島嶼組成，風平浪靜的松島灣上浮起一個又一個
小島，黑松和紅松挺立在灰白色的岩石上。松島的所有小島中，扇谷、富山、大高森和多聞山
4處的周圍景色被稱爲「松島四大觀」。月光映照下的松島夜色景致，可謂別有一番風味。

是一座群山環抱、風光明媚的溫泉鄕，由鳴子、東鳴
子、川渡、中山平、鬼首的溫泉所組成，擁有1100多年
的歷史。日本天然湧泉的泉質共有11種，其中有9種
就來自鳴子溫泉鄕的湧泉，在其周邊還有「鳴子峽」等
雄奇壯觀的大自然風光，鳴子峽是受到大谷川侵蝕形
成的大峽谷，深達100公尺。

觀光美景

松島.夜間巡航

鳴子溫泉郷

360。俯瞰東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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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弘前市內
藤田記念庭園

【半島酒店内】
米芝蓮三星姉妹店
「京都 つる家」

日本料理 

酒店

【米芝蓮1星】
招福樓

會席料理

四季島
車箱内

酒店內

酒店內 ~

四季島
車箱内

【元首の選】
うかい亭
鉄板焼き

採用航班

JL735 18:10 22:30JL736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回程航機

10:25 15:25

香港          成田空港 ~ 東京半島酒店

香港          東京 東京          香港

青森駅(下車觀光參觀五所川原市：立佞武多館，展示
氣勢驚人的青森睡魔燈籠) ~  金木駅 ~ 津輕鐵路
暖爐列車體驗(冬季限定，懷舊車廂裡吃烤魷魚) ~ 

弘前駅 ~  一之關駅 (下車觀光參觀一關市：清酒
製作過程) ~ 一之關駅(登上列車繼續旅程)

青森駅 ~  弘前駅(下車觀光參觀弘前市：津輕木工

體驗、弘前公園) ~  弘前駅 ~ 一之關駅(下車觀光
參觀一關市：清酒製作過程) ~ 一之關駅(登上列車
繼續旅程)

鳴子溫泉駅(下車觀光參觀鳴子溫泉鄉：探訪有1100多年歷

史、群山環抱的著名溫泉鄉) ~  鳴子溫泉駅 ~ 上野駅(完成3

天【四季島】鐵道專列旅程) ~ 東京半島酒店

東京駅（車站附近有多間大型百貨如：大丸、KITTE、東京駅
一番街、高島屋等，讓你盡情購物）~ 成田空港        香港

東京晴空塔 (360。俯瞰東京市) ~ 銀座購物（日本著名名牌

集中地，如：最新開幕的銀座東急PLAZA、三越、和光、松屋

以及銀座CORE等） ~ 東京半島酒店

上野駅 (登上【四季島】鐵道專列展開旅程) ~ 白石駅(下車觀
光參觀白石市：碧水園/武家屋敷，欣賞古典表演藝術傳統) ~ 松
島駅(下車觀光：日本三景松島之夜間巡航) ~ 松島駅(登上列
車繼續旅程)

備註 1 如遇餐廳滿席或其他不可遇見之因素而最終未能預約，則改為其他同級之餐廳或同類之料理，若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懇請見諒。
2 行程安排、航班資料以茶會時確認的資料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機票有效期 8 日。 
3 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當地安排為準。第2至4天之「TRAIN SUITE四季島」列車行程及車內膳食皆由「JR東日本」負責，內容以當局安排為準。
4 『TRAIN SUITE四季島』列車 無法依據客人對食物之偏好或宗教因素而調整餐食內容(食物敏感除外)，敬請見諒。
5 行程內車程時間只供參考；而行程逗留/車程時間會因應當地交通、天氣或其他因素有機會作出調整，敬請留意。
6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
7 於『TRAIN SUITE四季島』列車內公共區域用餐時，有指定服裝規定。
8『TRAIN SUITE四季島』列車內，工作人員只能提供日語及英語應對服務。
9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以當地實際環境為準

東京半島酒店The Peninsula·賞雪  6天
【青森 .宮城 .東京】米芝蓮盛宴

電話報名中心  3443 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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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頂級】
半島酒店

 The Peninsula
DX TWIN ROOM  (54m2)

tokyo.peninsula.com/ja/default
Free WIFI

【東京頂級】
半島酒店

 The Peninsula
DX TWIN ROOM  (54m2)

tokyo.peninsula.com/ja/default
Free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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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2夜】2019年首列『TRAIN SUITE 四季島』鐵道專列之旅

【米芝蓮2星】
「懐石 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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