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島大觀莊頂級風呂‧百選岩手森之風溫泉‧
日光東照宮‧3 晚名湯‧子彈車 5 天
JST5：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逢星期三、六、日出發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乘搭子彈車【仙台至東京約 2.5 小時】
節省約 3 小時車程，省時更舒適

3 晚名湯(櫪木‧宮城‧岩手)
東北觀光推進機構

宮城縣米芝蓮 3 亭閣

【松島頂級】- 大觀莊臨海風呂度假酒店

位於一個高崗之上，能夠將松島灣美景一覽無餘，是松島地區規
模最大的度假型。酒店頂樓設有露天風呂，可邊泡澡邊眺望松島
美景。更可多付 HK$200 於酒店內的活魚專門店「磯魚」享用活魚
刺身壽司放題，活魚食材採用當地海域捕捉的魚介類，是大觀莊
原創的任食放題。備註

活魚
刺身
圖片只供參考

【百選旅館】- 岩手森之風溫泉
歎鶯宿溫泉，另可欣賞震撼太鼓 SHOW
日本旅館 100 選第 45 位。位處岩手雫石町內，由於擁有偌大的莊園式庭園，
加上位處高地勢的山丘上，旅客可於房內俯瞰開揚、壯麗的奧羽山脈景緻。
開湯至今具有 400 年歷史的之久的名湯，以擁有得天獨厚以及引以為傲的露
天溫泉而遠近馳名。可享用約 6 種和風及西式設計溫泉，包括露天溫泉、室
內大浴場及半露天溫泉。其中以感覺像浮於空中的露天溫泉最具特色。
溫泉水質為純硫化氫泉、純鹼性溫泉。
對刀傷、胃腸病、神經痛、關節痛、五
十肩、風濕、婦女病、肌肉酸痛、運動
傷害等等有很好的療效。除了溫泉設施
外，每天 20:30~21:15 更會舉行震撼
太鼓 SHOW 或其他鄉土藝能，可自行
前往欣賞。

JST5：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世界文化遺產

日光東照宮

每個角落 不同故事

(11 月上旬至中旬期間賞紅葉)

位於栃木縣日光市山內，祭祀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東照宮，豐富的
歷史古蹟，令其以「日光的社寺」的一部分，於 1999 年列入世界遺產。東照宮
的建築精雕細刻、金碧輝煌，座落於日光群山之中，依山而建，氣勢十足。當
中的日本風格的明陽門和中國風格的唐門是其代表建築。而其設計美學亦演繹
出不同的喻意，如牡丹花下的睡貓象徵戰亂後的和平、其中一條主柱是上下顛
倒，據說是當時的工匠怕東照宮太完美而遭天譴，故留下一些瑕疵，表現出不
完整的美，東照宮每一個角落都有其背後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東照宮知多點
東照宮的「神廄舍」
，古時是供奉德川家康戰役
時的坐騎，現亦有活生生的白色神馬在裡面。
馬廄上有著名的三猿雕刻：三個分別用雙手遮
住眼睛、耳朵與嘴巴的猴子雕像，取自論語的
「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傳達教導
幼童不可看、說、聽壞事的教育意義。

世界文化遺產 二荒山神社
日本三大奇橋

神橋

時令水果園
即日至 10 月 24 日期間出發增遊

(11月上旬至中旬期間賞紅葉)

矗立在日光山內的二荒山神社，創建於
767 年，有 1250 年歷史，以日光的神社
與寺院的一部分而被列入世界遺產。神
社前有夫妻樹與親子樹，傳說可庇祐夫
妻感情與親子關係；入口的鮮豔朱紅色
的神橋，被喻為日本三大奇橋之一。

日本第一美溪

安排於果園體驗採摘水果的樂趣，品嚐現摘新鮮、
甘甜鮮美多汁的時令水果，可以盡情領略採摘水果
體驗的魅力。

水果園一覽表(僅供參考)

梨/蘋果

即日至 10 月下旬

岩手嚴美溪

奇岩怪石與紅葉美景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期間賞紅葉)
磐井川將嚴美溪中的巨大岩石侵蝕，經歷數萬年造成了許多奇岩怪石，全
長 2 公里的溪谷可以欣賞到各種不同表情的巨岩，險峻的奇岩與清澈的溪
流交織成絕美的川岸景象，上流激流湍急，下流則平穩澄靜。其天然美景，
有日本第一美溪之讚譽。更可自行購買品嚐人氣和菓子--飛天糰子。

嚴美溪

【嚴美溪】必食名物 特色 3 種飛天糰子
來到嚴美溪，除了欣賞日本第一美溪的天然景色外，當然少不了要品嚐當地
名物的「郭公飛天糰子」
。出售糰子的郭公屋位於嚴美溪的岩石上，但不用蹺
過馬路直接進入店內，在溪邊亦可買到新鮮的糰子!在溪邊有繩索連接糰子店
的 2 樓，繩索掛着一個大竹籃，只需把錢放入大竹籃內的小竹籃，再用木槌
敲打旁邊的木板提醒糰子伯伯，就會有人從 2 樓拉繩回收竹籃，不消一會，
新鮮製造的柔軟糰子就會回到你面前，過程相當有趣!郭公飛天糰子一盒 400 円，
有紅豆蓉、芝麻蓉、醬油 3 種口味的糰子。由於其出售方法過於特別，日本
各大電視台都經常去拍攝採訪，加上可口的團子，令其在日本全國都相當
有名，是嚴美溪不可不試的名物。

糰團子伯伯正在回收竹籃…
新鮮糰子到了！

日本三大景 松島遊船

賞小島變幻美景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期間賞紅葉)
松島是散佈在宮城縣中部、松島灣沿岸以及松島灣上的 260 個大小島
嶼組成的島嶼群的總稱。松島的景色根據地點與季節產生各種變化，
景色之優美堪稱日本三景之一。乘坐松島遊覽船，欣賞松島隨著大小
奇岩和仁王島、鐘島等小島變化的美景。

【五大堂】
五大堂木造屋頂為單層造形，透露出
歷史的刻痕，頂部繪有中國的十二
生肖之像。在東北地區具有千年的歷
史，是東北地方最古老的桃山建築，
現成為日本重要文化財之ㄧ。

JST5：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日本九寨溝【五色沼】

日本國寶

千變萬化的湖水色
(10 月中旬至 11 上旬期間賞紅葉)
被譽為日本的九寨溝的五色沼，因附近火
山口流出的礦物質沉澱，令其擁有千變萬
化的水色，如翠綠、湛藍、深紫、咖啡等
多種神秘色彩，鮮豔的色彩令人陶醉。

五色沼

瑞巖寺

於 828 年建成，位於松島的古老寺院。瑞
巖寺使用「桃山文化」式的建築風格，內
裏擁有多種孔雀雕塑裝飾，寺內亦有多個
地方被列為日本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產。
還有很多在其他寺院不易見到的小洞窟
（曾為僧侶們起居修行之處）
，非常特別。

瑞巖寺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3小時及回港後3小時止
．受保人、其直系親屬或同行夥伴因患病(出發前90天內及須入院證明)而須取消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及各項水上活動
行程，其不能退回之旅行團費用，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30000元)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保障，「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之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得取消或縮短行程之
額外保障(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承保
【東京入‧東京走】
香港
CX504/CX520/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承保
09:05/10:30/
NH812/JL736
09:40/10:40
東京
CX505/CX521/
18:30/17:05/
NH811/JL735
18:30/18:15

東京
14:30/15:55/
15:00/16:05
香港
22:25/20:55/
22:15/22:00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https://goo.gl/2LAefr

備註
【櫪木縣】

第一天 香港

東京 ~ 途經日光國立公園 ~ 鬼怒川溫泉鄉

鬼怒川溫泉

或

鬼怒川御苑溫泉

航機上

或

花千鄉溫泉

世界歷史文化遺產【東照宮】(11 月上旬至中旬期間賞紅葉)(建築精雕細刻、
溫泉料理
金碧輝煌，有著名的三猿雕刻等，每個角落都有其背後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備註⑪ ~
或
世界文化遺產【二荒山神社】(11 月上旬至中旬期間賞紅葉)(約有 1250 年歷史，
溫泉和洋自助晚餐
第二天 神社入口前的鮮豔朱紅色的神橋，被喻為日本三大奇橋之一) 備註⑪ ~
酒店內 鄉土料理
(如入住「大觀莊」
即日至 10 月 24 日期間出發增遊時令水果園(即日至 10 月下旬為梨或蘋果) 備註 ~
只需多付 HK$200
五色沼(10 月中旬至 11 上旬期間賞紅葉)(被譽為日本九寨溝) 備註⑪ ~
專門店「磯魚」
放題活魚刺身壽司)
備註

[可於早上自行辦理托運行李至第 4 日東京酒店，以便乘搭新幹線。請帶備輕型行李包，
放置第 3 晚需要使用的個人物品。] 備註

日本三大景【松島】(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期間賞紅葉)(沿岸以260個大小島嶼 酒店內 松島
風味餐
組成) 備註⑪ ~ 日本國寶【瑞巖寺】備註 ~ 五大堂 ~ 松島遊覽船(約50分鐘，
可近距離欣賞堪稱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景色，猶如盆栽般的大小島嶼、形狀千變萬化的岩
石植物) ~ 岩手 ~ 溫泉鄉

日本第一美溪【嚴美溪】(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期間賞紅葉)(溪谷兩旁險峻的奇
岩與清澈的溪流交織成絕美的川岸景象，有日本第一美溪之讚譽) 備註⑪ ~
酒店內
第四天
疾風號子彈火車(仙台至東京，約2.5小時車程，省卻3小時交通時間) ~
東京(國際大都會)(會因應住宿地點而前往不同地區)

藏王LUCENT溫泉 備註

可於酒店活魚

名物魚餅工房 ~ 松島臨海風呂/藏王溫泉

第三天

【宮城 / 山形縣】
米芝蓮『3亭閣』評級
大觀莊臨海風呂度假酒店
或

【岩手縣】
【溫泉旅館百選】森之風溫泉
備註
或
花卷溫泉



～

OUTLET
內自費

航機上

赤坂 NEW OTANI
或
東京巨蛋
東京灣東急

或

※為提供更充裕的購物時間，抵達東京車站後有機會被安排乘搭鐵路前往酒店。

第五天

酒酒井 OUTLET(知名品牌如 AGNES B、COACH、DISNEY STORE、DIESEL、LEGO、 酒店內
GAP、BANANA REPUBLIC 等) ~ 東京
香港

備註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溫泉酒店晚餐，以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酒店WIFI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活魚刺身壽司專門店「磯魚」之營業時段以當地酒店為準。
可自行購票入內參觀瑞嚴寺(700日圓)。
水果園內按季節而提供採摘水果之種類，產量多少視乎當地天氣變化而有所不同，如未能滿足客人之預期，敬請見諒。
如入住森之風溫泉安排欣賞傳統太鼓表演，有關安排以酒店為準。
浸泡硫磺泉需要因應身體狀況作出調節，若感到不適應馬上停止；患有皮膚或黏膜過敏、高齡性皮膚乾燥症、重度心臟病、肺病及發燒、重度貧血、懷孕者，均不適宜浸浴。
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托運行李，請向職員提出。或會因惡劣天氣而影響行李托運及配送服務，敬請知悉。能否安排托運，請以當地為準。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為準。航空公司由10月下旬採用冬令時間，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内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CX/JL機票有效期8日;NH機票有效期21日。請留意團隊價格逢星期二．六有機會調整。故越早報名，價格優惠越多。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⑪紅葉資料只供參考，盛放視乎天氣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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