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豆靜岡‧日本豪華假期 

     探索伊豆‧心之饗宴‧雙溫泉五日遊 
【特色景點】 

‧【富士山世界遺產】2013年6月22日第37屆，世界遺產大會
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正式決
定將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富士山(Fujisan)高
3776公尺，是日本一座橫跨靜岡縣和山梨縣的活火山，也
是日本最高的山，正式登錄世界文化遺產後，更加吸引旅
客前來朝聖。 

‧【伊豆觀海列車（自由席）】搭乘日本的海濱列車火車，面
向大海排列的全景臨海坐席，觀賞沿岸風光特別設計的座
椅，盡情欣賞伊豆難忘的風光旅行。 

‧【大室山纜車】搭乘雙人纜車登上山頂，僅需四分鐘。一
邊可觀看巨大火山口，一邊山景、相模灣海景也可盡收眼
底。 

‧【日本平】是觀賞富士山最佳場所，許多富士山相關的攝 
  影作品皆在此取景，並從丘陵地上搭乘【日本平纜車】欣
賞駿河灣及富士山360度的立體全景風光帶進眼底，美不
勝收。 

‧【櫻桃小丸子主題館】由小丸子的家、學校到公園及雜貨
店等佈景，讓人就像是進到卡通一樣，相機可是會喀擦喀
擦拍不停，與小丸子一同留下美好的回憶，並有小丸子、
花輪等等的各樣用品，讓您一次買的過隱！ 

‧【DREAM FERRY 夢想渡輪】連絡清水港及伊豆半島土肥港，遊覽車將駛進渡輪內
橫渡駿河灣飽覽駿河及富士山風光。 

‧【本行程不進免稅店】本行程堅持全程不進免稅店，維持高格調的旅遊品質，可充
分飽覽靜岡的風土名勝。 

【飯店安排】 
‧靜岡市區：ASSOCIA HOTEL 或同級 
‧西伊豆溫泉：堂之島清流溫泉或堂之島銀水莊溫泉飯店或同級 
‧東伊豆溫泉：稻取莊溫泉或赤澤溫泉 DHC 或同級 
‧燒津/靜岡：燒津松風閣飯店或同級 
‧全程住宿兩人一室(含溫泉區)。 
報名本產品請以雙數為單位；若報名人數為奇數，則需補單人房差。 

※如遇日本連續假期，則行程和飯店公司保有更改同等飯店之權利，期許讓客人更能
輕鬆愉快享受渡假的樂趣。 

【風味餐食】 
享用飯店內溫泉料理，讓您享受舒適泡湯用餐樂趣、日式燒烤自助餐或自助餐、日式
御膳、涮涮鍋、飯店內義式套餐或自助餐…等豐富美食。 

【交通航班】 
‧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飛往靜岡富士山國際機場，享受舒適的空中旅程。 
‧全程使用安全合法綠牌營業巴士；專業、親切的資深領隊隨團服務。 
‧出發日期：2016 年 11 月 6 日起【每週日出發】 
優惠價：新台幣 45,900 元。費用不包含導遊、司機小費，共新台幣 1250 元。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 168 桃園機場 14:50 富士山空港 18:40 

中華航空 CI 169 富士山空港 19:40 桃園機場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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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富士山空港－飯店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乘豪華客機前往日本【富士山靜岡機場】，抵達靜岡後專車前
往飯店。靜岡縣大致位於日本的中央，它是「東海道」大道上東西文化的交通要衝，
也是政治、文化的先進地區。靜岡縣南部面臨太平洋，海岸線連綿不斷；北部聳立著
以富士山為首，高達 3000 公尺的山巒；東部為伊豆半島，以溫泉、瀑布和美麗的海
岸等聞名遐邇；西部有濱名湖，是眾所皆知的休閒渡假處。擁有海、山、湖等各種得
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是靜岡的魅力所在。而日本標誌之一的富士山，於 2013 年登錄
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就在靜岡縣境內。抵達後，專車前往享用日本當地有名的拉麵餐
廳；餐後搭乘專車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晚餐+拉麵料理餐 

住宿：靜岡 ASSOCIA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飯店─清水夢幻廣場【超人氣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清水港 DREAM 

FERRY 夢想渡輪橫渡駿河灣－土肥金山博物館－西伊豆溫泉 

【清水夢幻廣場】是個佔地將近一萬三千平方公尺的大型購物商場，裡頭從服飾店、
雜貨屋、超市、餐廳到電影院跟遊樂場都樣樣俱全。 

【清水港超人氣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就是櫻桃小丸子~這邊重現了小丸子的家、
學校、公園及雜貨店等佈景，讓人就像是進到卡通一樣，相機可是會拍個不停呢，與
小丸子一同留下美好的回憶，並有小丸子、花輪等等的各樣用品，讓您一次買的過癮！
午後於清水港 DREAM FERRY 夢想渡輪橫渡駿河灣飽覽富士山風光，前往西伊豆的
土肥港。 

【土肥金山博物館】在 1370 年代的日本礦坑之中，黃金產量榮登第 2 名的土肥金山，
搖身一變成為現代化的主題樂園。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定食   晚餐：飯店內日式御膳 

住宿：堂之島銀水莊溫泉或堂之島清流溫泉或同級 

 

第三天飯店－堂島遊覽船－了仙寺－河津七瀧－觀海列車－東伊豆溫泉 

【堂島遊覽船‧天窗洞】我們搭乘遊覧船，前往神秘的藍色洞窟，展開旅行。天窗洞
於 1935 年，被指定為天然記念物。洞窟是有 3 個入口的海蝕洞，南口特別大，長 147

公尺。洞窟頂部有又大又圓的洞，美麗的陽光從中灑落。TENSO 意指天窗。此洞窟
充滿了刺激與夢幻。 

【了仙寺】是 1854 年，日美簽訂友好條約附錄下田條約的歷史性場所，被日本指定
為國家史蹟。每年舉辦的黑船祭，在此再現日美友好條約的簽訂儀式。寶物館展覽有
當年的有關公文和黑船艦隊來日的畫卷，並收藏有有關黑船艦隊的文物 100 多件。可
瞭解日本最初是如何開放國門，開展對外交流和經濟貿易的歷史。 

【河津七瀧】河津七瀧，是伊豆東南部的河津町河津川沿岸七個瀑布的總稱，它們是
30 米高的大瀧，2 米高的螃蟹瀧還有釜瀧、蝦瀧、蛇瀧、出合瀧和初景瀧，在這七個
瀑布間，有徒步漫行的步行徑，走完全程大約需時一個多小時，沿著步行徑的遊人們



可享受由瀑布所產生的新鮮空氣, 享受難得的森林浴。 

【伊豆觀海列車（自由席）】搭乘日本的海濱列車火車，沿著伊豆高原，您可以乘坐
日本最新登場，面向大海排列的全景臨海，坐席面對海岸觀賞沿岸風光，特別設計的
座椅，映入眼簾的東伊豆海岸線美麗景色與沿途溫泉小鎮的風光，讓您留下深刻印
象，盡情欣賞伊豆難忘的風光旅行。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定食   晚餐：飯店內日式料理 

住宿：稻取莊溫泉或赤澤溫泉 DHC 或同級 

 

第四天飯店－大室山纜車－東海館－修善寺－燒津市 

【大室山纜車】大室山，為伊豆高原的中心點，山形如一只倒蓋著的碗，山頂為一直
徑 300 公尺的火山口，山上無任何巨木，只有低矮的灌木植物，搭乘雙人纜車登上山
頂，僅需四分鐘。一邊可觀看巨大火山口，一邊山景、相模灣海景也可盡收眼底。 

【東海館】位於市區內的「東海館」，是一座風格獨特的昭和初期木造結構建築，以
伊東市的地標而聞名，創立於 1928 年，歷經 70 年經營時光，最後在 1997 年歇業，
由於建築物本身充滿伊東溫泉風情且據有歷史意義，爾後將「東海館」寄贈予伊東市，
在 1999 年因保有昭和初期代表性建築物的文化價值及保存戰後溫泉鄉景緻，被指定
為伊東市指定文化財。 

【修善寺】修善寺鎮位於伊豆半島的中央部，周圍是被天城、巢雲、達磨山群環抱的
丘陵地帶。修善寺溫泉是順著桂川伸展開來的、在中伊豆屈指的大溫泉，氣氛與周圍
環境十分調和，自古以來深受衆多的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喜愛。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定食餐   晚餐：飯店內日式料理 

住宿：HOTEL 燒津松風閣或同級 

 

第五天燒津－日本平纜車－久能山東照宮－駿府城公園－購物商城自由活動－富士
山靜岡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本日於飯店輕鬆的享用早餐，欣賞落地窗外清水海灣與庭園交織美景，更不能錯過這
如畫風景的背景；嬌羞的富士山，當然這些美景也可在日本平的房間內或陽臺上飽
覽，歡迎您來對著美景發呆。 

【日本平纜車】日本平海拔 308 公尺，是觀賞富士山最佳場所，許多富士山相關的攝
影作品皆在此取景，並從丘陵地上搭乘纜車欣賞駿河灣及富士山 360 度的立體全景風
光帶進眼底，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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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能山東照宮】是一座色彩很鮮艷的社殿，採用了桃山-江戶初期(1580-1650 年時)

的技法，是一座頗具代表性的充滿肅穆氣氛的建築。 

【駿府城公園】家康像守護著的城址公園。這裡是建立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作為大御
所而度過晚年的駿府城遺址，現在則作為市民公園而深受人們喜愛。在護城河環繞的
開闊園區內，「東御門・巽櫓・坤櫓」已被修復，擁有日本庭園和茶室的「紅葉山庭
園」可以一邊領略四季各自不同的風情，一邊悠閒地品嚐煎茶或抹茶(自費)。 

【靜岡站前步行大街】靜岡火車站前的步行大街、商場地下街，自由逛街購物。然後
整理行裝，專車前往富士山靜岡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桃園，結束此次愉快的伊豆
靜岡假期，相信會帶給您愉快甜蜜的回憶。 

早餐：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定食餐   晚餐：飛機上餐點 

住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1.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2.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候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
拒之現象，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3. 如遇季節性的變化，將隨著季節性變更餐食內容，本公司將保有變更餐食內容之
權利。 

4. 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5.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6.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 

7.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本 2007 年 11 月 20 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
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敬請瞭解。 

8. 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量，所有乘客（包含後座）
均需繫上安全帶。 

 

出發日期：2017 年 7 月 9 日起，每週日出發 
 

世 群 旅 行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4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松 江 路 51 號 4 樓 之 3    電話: (02) 2506-3137    傳真: (02) 2508-2090 
電子信箱(1) : sahdpaul@ms18.hinet.net       電子信箱(2) : sahdpaul@hotmail.com         網址 :www.shihchunholiday.com 

WE SERVE：全球航空機票總經銷。 全球旅館訂房系統。 個人精緻旅遊。 團體套裝旅遊。 各國簽証服務。 大陸商務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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