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仙台春趣★白石川堤櫻.新幹線.角館小京都.銀山溫泉街.松島遊船.飛天糰子.溫泉 5 日

成團人數» 1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8,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KHEJLI80415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早鳥優惠~03/05 前報名付訂(2 人同行~第 2 人省 NT:2000)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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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早鳥優惠~03/05 前報名付訂(2 人同行~第 2 人省 NT:2000)
✿❀米其林評鑑三星景點～松島遊船✿❀島上多黑松及紅松等古松故稱「松島」。松島和位於松島灣內的小島，因為景色
絕美，是日本著名的「日本三景之一」。松島面臨松島灣，海岸線彎曲多變，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日本人俗稱
之為「八百八島」，海岸景觀壯闊無比。敞洋在寬闊的松島灣，搭乘遊船，船後的一大群海鷗，體驗此獨特景致，樂趣又
壯觀。
✿❀角館．武家屋敷✿❀有『陸奧之小京都』別號之稱的「角館」城內遍植京都的枝垂櫻，具有京都的大和風情。氣氛靜
謐，角館市最初建於 17 世紀初葉，日後作爲“城下町”（ 以諸侯的居城爲中心發展起來的城鎮）不斷發展，如今市內仍保留
著東北地方的風貌，洋溢著風雅瀟灑的小城風情，故有奧州小京都之稱。
✿❀日本第一美溪～嚴美溪✿❀是磐井川數萬年切割而成的。激烈的水流切割溪谷中的巨石，形成許多地形險峭、線條奇
特的岩石，嚴美溪上游也有許多小型瀑布，景色十分壯觀，從觀景橋往下看，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春天的嚴美溪，峭
壁岫綠的岩石被嫩櫻群片佔領、一片生機，色澤美景相互輝映，十分迷人。
✿❀白石川堤˙一目千本櫻✿❀「白石川堤一目千本櫻」種植了約近 1200 顆的櫻花樹。其中樹齡 80 年以上的大木更占了
1/3。向河中垂落，帶粉紅色彩的碩大樹枝沿著河岸連綿不絕的齊放，與遠方留著冬季殘雪的藏王連峰融合成一幅完美的構
圖。讓許多來此賞櫻的遊客都紛紛放慢腳步，漫步於櫻花隧道享受幽閒的時光。PS:如遇【白石川堤、船岡城址公園】櫻花
季結束，則改走被譽為日本的九寨溝【五色沼】，敬請瞭解。
1.古城【會津若松城】最早建於西元 1384 年，迄今六百多年歷史，又稱『鶴城』是會津若松的象徴。歴史悠久的名城現在
已經演變成有名的櫻花公園~鶴城公園，1,000 株櫻花盛開，夜櫻更是夢幻氣氛十足，是東北名勝之一。
2.【銀山溫泉古街】一條名字很美的溫泉街，距 500 多年前當時在這裡發現了銀礦，便取名這裡為”銀山”，當時沿著這條會
冒著熱氣的銀山川蓋起了數間日式旅館，因此這裡才取名為銀山溫泉。這裡的旅館幾乎有百年歷史，在河堤兩旁，遠遠看
到的是濃濃的日式氛圍，因電視劇「阿信」的拍攝撮影地點，而變得非常有名，溫泉街帶著一絲絲古樸的情調，讓人細細
回味。
3.【舞鶴公園】賞櫻名所，建築在天童市的城山、舞鶴山一帶，天氣良好時可在此處的山頂眺望天童市區。而每年春天，該
處二千多株染井吉野櫻、八重櫻盛開，是著名的賞櫻名所。

4.特別安排品嚐【贈送點心～郭公糰子】以吊繩和竹籃的方式品嚐當地著名點心“郭公糰子”是別出心裁的點子，也是當地的
人氣和菓子。
5.【千年五大堂】建築在小島上的五大堂，由朱紅色的橋與外相連結，與松樹、島嶼、海岸交織而成為松島名勝景點，也是
千年歷史古蹟。
6.安排搭乘世界第一高鐵【日本新幹線子彈列車】－「盛岡(角館) 至 東京」，有別於台灣高鐵的體驗喔!
7.全程住宿二人一室、舒適、寧靜、品質有保證；全程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花期短暫】★ 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花期無法保證，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
諒！！
附上櫻花前線網站～供自行參考： http://sakura.weathermap.jp/

【五大堂】
最初的建築建於 807 年，現存的建築是 1604 年仙台藩初代藩主伊達政宗為復興佛教在瑞岩寺重建。據說是東北地區最古老
的桃山建築，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五大明王像被供奉在堂中，五大堂的五字即由此而來。

【五大堂-結緣橋】
建築在小島上的五大堂，由朱紅色的橋與外相連結，橋名為太鼓橋，是伊達政宗下令建造的，在東北地區具有千年的歷
史，木造屋頂為單層造形，透露出歷史的刻痕。

【角館．武家屋敷】
有『陸奧之小京都』別號之稱，城內遍植京都的枝垂櫻，具有京都的大和風情。於昭和 51 年(西元 1976 年)被選定為日本
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的「武家屋敷」，為江戶時代地位崇高的武士宅邸，保存了許多京都古時風格的建築古
蹟，以及京都古時貴族和武士的生活型態。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成田空港—飯店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都市～東京成田空港，抵達後前往東京近郊北邊的世界文化
遺產名勝溫泉區。此處溫泉及箱根並稱為關東代表的溫泉，泉質呈鹼性的單純泉，神經痛、筋肉、關節痛的多種療效，對
燙傷療效特別好。
【食】早餐：溫暖的家午餐：壽司餐盒+飲料 或 自選餐￥1000 晚餐：鄉村風味料理 或 御膳定食料理
【住】龍膽湖 ROYAL 、NEW 塩原、鬼怒川觀光、 SUN SHINE、花千郷、GREEN PLAZA、鬼怒川、NEW SAKURA、
PARK、ASAYA、那須塩原別邸或同級

第 2 天 飯店—賞櫻百選名勝(4 月中旬～4 月下旬)～【會津若松城】被譽為「武士之鄉」～鶴城公
園—賞櫻百選名勝(4 月中旬～5 月上旬)～清流白石川河堤【一目千本櫻】春綻放—賞櫻百選名勝(4 月
中旬～5 月上旬)～【船岡城址公園】(或)日本九寨溝的【五色沼】—東北第一大城～仙台～自由夜訪
一番街—飯店
早餐後前往著名的古城【會津若松城】，最早建於西元 1384 年，迄今有六百多年歷史，又稱『鶴城』是會津若松的象徴。
歴史悠久的名城現在已經演變成有名的櫻花公園~鶴城公園，1,000 株櫻花盛開，夜櫻更是夢幻氣氛十足，是東北名勝之

一。鶴城的天守閣内設有鄉土博物館，展示著追溯會津若松歷史的數百件文化資產。由天手閣第 5 層的瞭望台可以一眼眺
望會津的街景，如會津磐梯山、白虎隊自盡之地-飯盛山、近藤勇墳墓的所在地-天寧寺等等。鶴城這個名稱是蒲生氏鄉入主
黒川城，大規模改建黒川城時，由於美麗的外觀猶如白鶴從空中飛落到地面，所以改名為鶴城。.這時也把城堡周圍的地區
命為若松。天守閣到了明治維新時期之初，因戊辰戰爭遭到焚燬，現存天守閣是於日本昭和 40 年(1965 年)重建。雖然天守
閣是重建的，但其壕、土塁、石牆等完全的保留著 400 年前的模樣，珍貴的城郭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史跡。除了顏色之外依
照其特徵還各有名稱如毘沙門沼、赤沼、深泥沼、弁天沼等。當東京的櫻花凋謝之時，正是東北地方盛開之際。位於宮城
縣南大河原町的白石川堤，是日本東北著名的賞櫻景點，被列為日本櫻花百選。在這春風明媚的季節裡，上千棵千本櫻就
會沿著長達 8 公里白石川堤綻放，將河堤渲染成一片粉紅色的浪漫景象。沿著清流白石川而立，有東北著名櫻花走廊【白
石川堤一目千本櫻】，種植了約近 1200 顆的櫻花樹。其中樹齡 80 年以上的大木更占了 1/3。向河中垂落，帶粉紅色彩的
碩大樹枝沿著河岸連綿不絕的齊放，與遠方留著冬季殘雪的藏王連峰融合成一幅完美的構圖。讓許多來此賞櫻的遊客都紛
紛放慢腳步，漫步於櫻花隧道享受幽閒的時光。櫻花走廊旁既是另一處「船岡城址公園」，這裡與「白石川堤一目千本
櫻」，是宮城縣內唯二被列入「日本賞櫻百大名勝」的知名景點。在【船岡城址公園】，也種植多達 1000 顆的櫻花樹，在
櫻花盛開的時節，你將看到的是櫻花滿山滿谷的景像，離開煩雜的都會，來到近郊的田野，殘雪的藏王連峰，與盛開的千
本櫻競相爭豔的絕景，千萬不要錯過了。PS:如遇【白石川堤、船岡城址公園】櫻花季結束，則改走被譽為日本的九寨溝
【五色沼】，敬請瞭解。後往【仙台一番街】位於仙台車站前，是日本東北流行之指標，與東京大阪同步，您可於此開始
享受日本的購物樂趣。
PS:【五色沼】被譽為日本的九寨溝，位於磐梯山(海拔 1819 公尺)北邊山麓的磐梯高原，屬於磐梯朝日國立公園的一部
分。磐梯高原有山林、湖泊、沼澤等，當地居民稱為「裏磐梯」或是「裏磐梯高原」。1888 年磐梯山北側的小磐梯山發生
了 1 次小規模的火山爆發，噴出的泥石流掩埋了下游的村落，堵塞了長瀨川上游水域，結果形成了包括磐梯三湖(檜原湖、
小野川湖、秋元湖)以及五色沼、中瀨沼、雄國沼等大小約百個湖沼群與濕原。由於從地底湧出的礦泉含有鐵、錳等大量礦
物質，湖中的湧泉又使水的濃度産生變化，生長於沼底的水草和豐富的浮游生物，加上日光晝夜四季交替的因素，呈現出
翠綠、湛藍、深紫、咖啡等各種神秘色彩，鮮豔的色彩令人陶醉。秋天湖岸滿布紅葉，跟亮麗的湖水互相輝映，便是去遊
覽的最佳季節。五色沼名字的由來是因為每個沼澤會顯出約有五種不同的顏色。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午餐：日式風味料理晚餐：自選餐 ￥1000
【住】仙台 HILLS(原 仙台 JOYTEL)、 SENDAI PLAZA、假日 INN、 藏王 ROYAL、松島大觀莊、作並 GREEN
GREEN、VIEW、潼之湯 或同級

第 3 天 飯店—免稅店—【米其林評鑑三星景點】『日本三景』之一～松島『遊船』～與海鷗近距離接
觸～俗稱「八百八島」—千年歷史．夢幻時空～五大堂(千年堂宇)—天童賞櫻百選名勝(4 月中旬～4 月
下旬) ～『舞鶴公園』‧往日人間將棋～遠眺「山寺」—「銀山溫泉古街」—「日本第一美溪」～嚴美
溪～贈送點心『飛天糰子』—飯店
早餐後前往【免稅店】可選購所需的伴手禮贈送親友或挑選自己喜愛的商品。後往與廣島縣的宮島、京都府的天橋立並稱
為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因島上多黑松及紅松等古松故稱「松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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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鷹森和多聞山 4 處的周圍景色被稱為『松島四大觀』，一年四季遊客絡繹不絕。松島和位於松島
灣內的小島，因為景色絕美，是日本著名的「日本三景之一」。松島面臨松島灣，海岸線彎曲多變，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
小的島嶼，日本人俗稱之為「八百八島」，海岸景觀壯闊無比，碧波萬頃松島位在日本東北的宮城縣是個古跡處處、充滿
歷史氣息的地方，灣內昔日因地殼變動而產生的二百六十多座島嶼，遍佈在廣闊的松島灣上，經過常年波濤侵蝕、風化作
用，形成變化萬千的大高森、富山、多聞山、扇谷絕景，即為著名的松島四大奇觀，承現不同的自然景觀。安排搭乘【松
島遊船】敞洋在寬闊的松島灣，搭船前，建議可買蝦味先，餵食船後的一大群海鷗，體驗此獨特景致，樂趣又壯觀。日本
俳句詩人松尾芭蕉在奧之細道中也詠歎「絕景松島是扶桑第一名勝，可與中國洞庭、西湖媲美」，可見松島景色確實難以
筆墨形容。再前往松島的象徵之一【五大堂】，位於松島近岸的一個小島上，是當地最古老的桃山建築，和陸地之間有兩
座小橋相連，橋名為太鼓橋，已被日本政府列為重要文化資產。最早建於西元 807 年，內部安置了五大明王的坐像，故稱
為五大堂；後又由伊達政宗召集名工，集合桃山建築精華再改建，可說是東北地區現存最古老的桃山建築。而五大堂頂部
雕刻有十二生肖圖案，據說只要找到自己的生肖，就可以順利結婚，至於到底靈不靈驗就自己來試試看囉!! 後前往【舞鶴公
園】建築在天童市的城山、舞鶴山一帶，天氣良好時可在此處的山頂眺望天童市區。而每年春天，該處二千多株染井吉野
櫻、八重櫻盛開，是著名的賞櫻名所。由於天童是日本將棋生產量最高的地方，該市的將棋資料館內展示著西班牙、英國
等各國的西洋棋。館內還可以看到江戶時代的中將棋，以及把天童織田家的便當箱用來當作將棋棋盤，有家紋的將棋野便
當，都是十分珍貴的資料。相傳戰國時代的霸主豐臣秀吉曾經和武將關白秀次，命屬下扮成象棋在伏見城下進行棋賽，在
多達兩千株盛開的春櫻之中，只見棋士們你來我往對戰，服裝造型華麗，相當有特色，置身於公園裡，可想像當年的夢幻
情境。日本東北地區山形縣有一處尾花澤市裡，有一條名字很美的溫泉街【銀山溫泉古街】，距 500 多年前當時在這裡發
現了銀礦，便取名這裡為”銀山”，當時沿著這條會冒著熱氣的銀山川蓋起了數間日式旅館，因此這裡才取名為銀山溫泉。銀
山溫泉沿著這條河川，有著大正時期到昭和初期所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築，這裡的旅館幾乎有百年歷史，僅數 10 間日式旅

館，在河堤兩旁，遠遠看到的是濃濃的日式氛圍，因電視劇「阿信」的拍攝撮影地點，而變得非常有名，溫泉街帶著一絲
絲古樸的情調，讓人細細體會此悠閒景致!後前往【嚴美溪】有《日本第一美溪》之稱，是磐井川數萬年切割而成的。激烈
的水流切割溪谷中的巨石，形成許多地形險峭、線條奇特的岩石，嚴美溪上游也有許多小型瀑布，景色十分壯觀，從觀景
橋往下看，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秋天的嚴美溪，峭壁岫綠的岩石被紅楓群片佔領、一片生機，色澤與美景相互輝映，
十分迷人。並安排品嚐『贈送點心～飛天糰子』以吊繩和竹籃的方式品嚐當地著名點心“郭公糰子”是別出心裁的點子，也是
當地的人氣和菓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和風鄉村料理晚餐：迎賓溫泉會席 或 和洋自助式料理
【住】花卷、志戶平、盛岡大都會、鶯宿森之風、雫石 PRINCE、八幡平 ROYAL 或同級

第 4 天 飯店—江戶時代風情．賞櫻百選名勝(4 月下旬～5 月上旬)武家屋敷～『青柳家』賞櫻百選名
勝(4 月下旬～5 月上旬)奧州『角館小京都』～盛岡(角館)++新幹線．體驗世界第一～日本新幹線子彈
列車++東京區車站—飯店
早餐後往秋田角館地區有『陸奧之小京都』別號之稱的【角館】城內遍植京都的枝垂櫻，具有京都的大和風情。氣氛靜
謐，三面爲小山丘包圍，檜木內川向南流經城內。角館市最初建於 17 世紀初葉，日後作爲“城下町”（ 以諸侯的居城爲中心
發展起來的城鎮）不斷發展，如今市內仍保留著東北地方的風貌，洋溢著風雅瀟灑的小城風情，故有奧州小京都之稱。角
館今天還保存著許多武士住宅，是日本最能體現“城下町”的城市佈局和武士住宅風貌的小城之一，石黑家、青柳家、西宮家
等都是典型的武士住宅。參觀其一的【青柳家】佔地極廣的青柳家，縱使現已無人居住，綠樹依然生長得極為茂密，夾雜
其中所種花卉隨著四季而變換不同色彩，看來簡直就像一座小型植物園，整棟建築物由當時著名工匠柴田岩太郎劃，門板
上記載著於萬延元年完工。青柳家原本是服侍戶名氏的武士，滅亡後，隸屬於佐竹北家旗下，代代扮演著儲藏所有物的角
色，在當時是頗具地位，可說是武家屋敷的代表建築，宅邸裡公開了青柳家的祕藏品如蓄音機、古典照相機等，頗具可看
性。散發的風雅氣息，亦透露了主人的性格。另外，寺院神社和商家外塗泥灰的倉庫等鱗次櫛比，將小城圍在裏面，讓遊
人追溯起角館淵遠流長的歷史。其週旁的檜木內川沿岸遍植櫻花樹，延綿 2 公里。一到春天沿著河堤櫻花爛漫，形成一條
花的隧道，已被指定爲國家級名勝。隨即前往搭乘新幹線，返回首都東京，體驗世界第一【日本新幹線子彈列車】，抵達
後前往飯店休息。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和風鄉村料理晚餐：便當定食料理 或 日式和風定食料理
【住】幕張 NEW OTANI、幕張 APA、 舞濱歐亞、 格蘭皇宮、 千葉 CANDEO、 千葉三井 GARDEN、太陽城王子、品川
王子、新高輪王子 、 圓頂巨蛋 或同級

第 5 天 飯店—自由活動—成田空港—高雄
早餐後，您可自費前往 1:洽商訪友 2:SHOPPING、逛逛百貨公司、或地下街買些當下流行的時尚精品、當地特產饋贈親
友。爾後前往成田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高雄，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５日遊。
～SWEET HOME～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午餐：機上輕食晚餐：機上簡餐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1.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1 人以下（含），特殊團不在此列。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不得累計哩程數。
2.全程 2 人一室(含溫泉區)。如逢日本旺季期間(例如：黃金週 4/26~5/6、盂蘭盆節 8/9~17、日本新年 12/27~1/3..等)時，
原定住宿溫泉飯店如遇客滿則需改住市區飯店，請恕不另退費，特別叮嚀：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
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3.團體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雙人房+加床一間房)作業處理~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4.報名付訂金時請一併告之特殊餐食~例如:全程素食或不吃牛肉或其它….等等。及分房表(未滿 12 歲以下之小孩是否佔
床??)~【最晚出發 7 天前如無告知者(不含休假日) ，日本將無法接受處理特殊餐食及房型變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
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
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
時之需。
5.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68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
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6.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
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7.本行程已投保觀光局規定之最高 6800 萬元履約特約險內附加之每人 500 萬元意外死殘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生病不屬於意外險之理賠範圍】(依法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
8.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9.本公司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日本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
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恕無法指定，請依出發前之
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並保留導遊領隊依當地實際狀況前後調整行程之權利) 。
10.國外遊覽行程使用合法綠牌營業車(投保一億日幣保險)安全有保障；專業導遊 服務，安全、貼心、有保障。
11.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12.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
見諒。
13.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
及貴賓們的權益，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14.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15.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16.基於安全考量，使用游泳池、溫泉湯，請勿單獨前往，務必攜伴同行。
17.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外籍旅客敬請自行備妥回程
【離台】之機票航班等相關資料。
18.本行程所訂定之飯店費用皆以持"台灣護照"旅客為報價，若您是外籍人士或持外國護照參團，報價另加 NT2000。(join
tour 同等之) PS:並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19.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20.新規～（發表單位：日本國土交通省）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表資料，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
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每天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相關連結如下:
http://www.mlit.go.jp/common/000215058.pdf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友
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之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侯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