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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王樹冰：賞雪之處何其多，但最為特殊者，莫過於日本東北地區嚴冬盛景－藏王樹冰。每到一、二月份瑞

雪紛飛的時節，位於宮城縣和山形縣交界處的藏王連峰，因受季風與暖流兩廂影響，逐漸形成奇特的樹冰，

藏王山頂原本蒼翠的松葉林完全被白雪覆蓋後，就像是一個個矗立在冰原雪地上的雪怪，就連見慣了冰封雪

原的日本人都將藏王樹冰視為國寶；無論看過多少雪景，相信初見如此震撼壯觀的景致必定能嘆為觀止！

奧之細道： 1689 年日本著名俳句詩人松尾芭蕉自江戶（東京）向北的「紀行文學」，不僅記載旅程見聞

及沿途景色，且留下多處吟詠的俳句石碑，行經之路後稱為奧之細道。「奧」是指道路深處之意、「細道」

為細長之路。我們將按圖索驥走訪芭蕉的足跡前往松島海岸、立山寺及最上川等古道秘境。

私湯名宿：秉承日本溫泉湯浴文化傳統，融合建築與美學編織而成的竹泉莊，占地 6.6 萬平方米的庭院位

於藏王國家公園中，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讓住客可飽覽藏王的四季自然美景。旅館以細膩的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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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一格的禪意為主軸，以及豐富色彩的

大自然佈景相互輝映，打造出洗滌身心

的寧靜空間。另外，還有一座百年風雅茶

屋的民家風建築隱藏在山形縣的天童溫泉

內；明治初期以蒲燒鰻魚料亭起家，直到

昭和時期改建為旅館，一子相傳至今已傳

到第五代，以二十四節氣的款待為旅館宗

旨，並營造出回家的氛圍。而在赤湯溫泉

我們則包館入住櫻湯 山茱萸，將百年溫

泉旅館，刪去一切多餘的裝飾，改建成僅

7 間的摩登料亭旅館，房內也備有私人獨

立的露天風呂，讓人可一享湯宿之樂。



包括

行程內容中包含的餐食（日本料理包括日本酒，西

餐包括葡萄酒）、住宿、交通、門票，以及導遊司

機行李小費等，二人一室每人團費如上。本公司領

隊隨團服務照例不收小費。三人入住使用較大房型

則不退費。

兒童報價：不接受7歲以下兒童。7歲以上兒童佔床、

含大人餐每人團費 NT$ 79,000，機票報價另計。

不包括

單人房加價 NT$ 50,000、新辦護照、自由覓食與

自由活動時間費用。竹泉莊因房型大小差異較大，

可選擇加價升等 115 m2 總統套房每人兩晚加價

NT$ 30,000 或 112 m2 全景套房、藏王山套房每

人兩晚加價 NT$ 16,000。 城市        住宿        機場                拉車         飛行

詳細行程 BLD 表示團費包含的早午晚餐

搭乘午班機直飛仙台機場，隨後專車前往遠刈田溫泉（40km/1+hrs），入住竹泉莊（61m2~ 半露天風呂或

內風呂宿二夜），由負責「東京半島酒店」的橋本夕紀夫親自操刀，他將日本傳統待客至誠之道，與溫泉旅

館的功能性、實用性融合為一體，更以「時尚日本」為設計概念，利用木材、石及和紙等天然材料，打造一

個充滿悠閒舒適及治癒身心的理想空間。走進大廳中央的巨型銅鑄大吊鐘，此乃金屬作家畠山耕治的作品，

Day 1 D宿遠刈田溫泉

注意事項

樹冰屬自然現象無法預估，恕無法保證樹冰的程度。由於前往的期間及地區屬於多雪地帶，許多在雪地

行走的景點，行動不便者敬請斟酌參團。樹冰履帶車每年 8 月初開放預訂，屆時將以訂到日期為主而有

所調整行程，敬請理解。

團費 NT$  175,000，包含長榮航空經濟艙專案票價與稅兵

餐廳   ♥粗茶淡飯  ♥♥入境隨俗  ♥♥♥高級餐廳  ♥♥♥♥米其林一星水準  ♥♥♥♥♥二星水準以上

旅館   ♥勉強過夜  ♥♥簡簡單單  ♥♥♥中規中矩  ♥♥♥♥舒舒服服        ♥♥♥♥♥住進去不想出來



旅 館 豐 盛 早 餐 後， 前 往 松 島 海 岸 附 近

（70km/1.5hrs）參觀風格華麗的桃山式建築 - 瑞
嚴寺，原創建於西元 828 年，直到 1604 年仙台籓

主伊達正宗下令重建，據傳當時用的木頭還特地從

和歌山縣的熊野山運來至此，歷時五年才完成現今

的樣貌；其中入母屋本瓦頂正殿與其附屬的唐風建

築�禦成門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而蔓藤花紋和

花型肘木雕刻的庫院回廊更被視為國寶。寺內分

佈著莊嚴的大伽藍，其唐風板門、欄杆、隔扇和

壁龕的豪華繪畫、雕刻等，果然是東北第一名剎

之稱（但因遭受 311 東北大地震影響，部分區域封

Day 2 BLD宿遠刈田溫泉

穿越長廊到沙發區的途中，竟彷如走進神社或寺院一般，予人沉穩平靜的氣息。竹泉莊引進有400多年歷史、

被譽為「神的浴池」的古泉，館內的露天溫泉被壯觀大自然環抱，盡情享受無人打擾的湯浴，在此體驗過後，

必能深深留在記憶中。晚餐在旅館內唯一的餐廳 - 竈神，享用料理長以時令食材入饌的懷石料理，高超的烹

飪技巧保存下食物的原汁原味，每道料理色、香、味俱全，絕對能夠滿足饕客的挑剔的脾胃。

鎖整修中）。隨後前往松島灣搭乘遊覽船（航程約

50mins），松島灣內約有 260 座大大小小遍植松

樹的島嶼，俳句大師松尾芭蕉在奧之細道中讚美松

島：「扶桑第一絕景，可與洞庭、西湖媲美」。午

餐前往塩釜地區造訪一間米其林一星✽法式餐應，

享用主廚以在地食材入菜的法式佳肴。餐後返回旅

館（65km/1+hrs），體驗貸切風呂或露天風呂泡湯

樂趣。晚餐則品嘗有別於昨晚的豐盛懷石。

旅館豐盛早餐後，退房前往藏王澄川滑雪公園

（15km/0.5hr），轉搭乘履帶車前往此行中的重頭

戲 - 藏王樹冰；隨著冬日雪花紛飛，奇特又美麗的

樹冰便逐漸形成，每到一、二月期間，藏王山頂蒼

翠的松樹便完全為白雪包覆，就像是一個個矗立在

冰原雪地上的雪怪，蔚為奇觀，規模之大、型態之

怪、景觀之詭異，連見慣了冰封雪原的日本人都將

「藏王樹冰」視為奇景。除了常綠針葉樹、強風以

及超冷水珠是形成樹冰的必要條件，還有積雪量也

須達到 2~3 公尺，這些形成樹冰的條件缺一不可。

只限於日本東北部群山才能觀賞到的樹冰，形成初

Day 3 BLD宿赤湯溫泉

約在 12 月末，當樹木被寒冷的水珠覆蓋凝結，逐漸形成樹冰。成長期落在 1 月份，慢慢形成蝦尾的形狀；

到了 2 月成熟期，樹冰開始大規模的成長，形成像怪物般的龐大物聳立在山林。但一到 3 月樹冰便開始

溶化，期待下一個冬天的到來。午間前往藏王溫泉區（30km/1+hrs）享用簡單午餐。餐後，搭乘藏王纜

車山麓線及山頂線，登上海拔標高 1,661m 處俯瞰樹冰群，更令人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傍晚，前往歷

史溫泉勝地的赤湯溫泉（35km/1hr），我們包下全館入住櫻湯 山茱萸（67m2 露天風呂房宿一夜）。

這座擁有風雅名號的旅館，在江戶後期開始營業，1916 年時改名為櫻湯旅館，後因配合當地道路整建，



於 2005 年重新整建為僅有七間客房的精緻旅館，以法式小旅館的經營模式，塑造出赤湯溫泉內獨一無二

的日式摩登料亭旅館；所有客房格局都是兩間和室房、小客廳及露天風呂與戶外庭園，極簡的裝飾設計、

穩重而洗鍊的氛圍，讓住客能盡情在房內品味湯宿之樂。山形縣物產豐饒，如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米澤

牛、日本產量第一的櫻桃品種佐藤錦，及培育新品種的艷姬山形米等等，都是山茱萸料亭晚餐上不可缺

的主打食材，品嘗山形縣在地豐盛饗宴。

旅館豐盛早餐後，退房前往上山市（20km/0.5hr），在冬季限定的季節中，品嚐現摘珍貴品種的草莓，可說

是至高無上的享受。午餐來到山形車站附近品嘗日本著名和牛之一的米澤牛鐵板燒料理，讓老饕垂涎三尺的

頂級肉品，油花分布均勻、肉質細嫩，入口即化的美味只有品嘗過的人才懂得箇中滋味！餐後，拜訪山形縣

的天童溫泉區（20km/20mins），既然來到天童溫泉就不得不提到將棋：回溯江戶時代末期，當時的天童藩

主為了激勵生活清苦的武士們製造將棋，不但可以鍛鍊棋技亦可增加額外收入，因此開啟天童將棋之鄉的契

機；即便現在多以機器製造，這裡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傅堅持手作將棋並將此藝傳承下去。今晚我們將入住

天童溫泉區內一間創立超過百年的溫泉旅館（50m2~ 半露天風呂房宿二夜）。古民家木造平屋建築，門外由

一顆百年松樹守護，入館後便是旅館的中庭，沉穩的氛圍彷彿回到自己家裡般的溫暖，這也是旅館想要傳達

Day 4 BLD宿天童溫泉

給住客最大的宗旨。最初以鰻魚料理創業，一子相傳至今已到第五代繼承人；2015 年初將旅館重新改裝，全

館僅 15 間房，每間房皆有不同的設計格局，有些應許一處在緣廊放空的空間、或有樹齡超過 300 年以上的

高野槙木製成泡湯風呂的客房，另外在此最能感受到女將發自內心熱誠款待的迷人魅力；傍晚亦可前往旅館

附設的的花園咖啡廳，享受愜意的香醇時光。既然是料亭出身的旅館，晚餐的料理當然馬虎不得，時令懷石

料理，配上旅館經典的蒲燒鰻魚飯更是絕妙，每道料理都能品嘗出料理長的用心。

旅館豐盛早餐後，前往最上川（65km/1+hrs），被譽為山形縣之母，縱貫山形縣境內、最後流入日本海，

全長為 229 公里。據說平安時代運貨船往來不絕，是主要的交通樞紐所在，如今運貨船雖已不復見，取而代

之是一艘艘接載遊客的扁舟，頻繁地穿梭其中；而最上川之所以有名，當然是江戶時代的詩人松尾芭蕉到此

時，留下「五月雨濛濛，朝遊最上川」讚嘆最上川的秀麗風光，有不少遊人因為他的詩句吸引而探訪，就讓

我們乘上扁舟跟隨他的足跡品味這裡的萬種風情。午餐我們也將在舟上享用樸實道地的日式餐盒，遊船午膳

Day 5 BLD宿天童溫泉



旅館早餐後退房，前往寶珠山立石寺（10km/15mins），此座「山寺」建於西元 860 年，擁有超過千年

歷史，同樣因日本詩人松尾芭蕉在奧之細道中記載而聞名；從登山口到奧之院共有 1,015 階的石階，據說

每踏上一階的同時，心中的煩惱也會隨之遞減；到達石階終點的五大堂後，能眺望山寺獨一無二的迷人

景緻，頓時忘卻途中的疲憊，更能體悟芭蕉在此留下「萬籟俱寂，蟬鳴聲聲滲入石」之名句。午餐前往

仙台市區（70km/1+hrs）造訪米其林指南宮城 2017 年特別版，被評鑑米其林一星✽割烹料理，儘管潔

白的外觀看不出是一家日本料理餐廳，推開對門後現代和風的空間映入眼簾，從內裝的設計到主廚創意

懷石料理都以融合日、法為概念，維持傳統卻也不忘創新的挑戰，就在美味的料理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餐後，前往仙台機場（25km/40mins）搭乘傍晚班機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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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02-2536-1314 │ travelinstyle.com.tw

異數風格旅行社│台北市錦州街 28 號 5 樓│交觀甲 7080 號  | 品保會員北 1692 號

在美景相伴下別有一番滋味。隨後，前往早年因

銀礦產得名的銀山溫泉（50km/1+hrs），400 多

年前因礦工無意間發掘溫泉泉源，而改成溫泉療

養地，更因日劇《阿信》曾在此拍攝而風靡一時。

溫泉街內銀山川清冽的河水冒出熱氣穿流其中，

兩旁木造結構的旅館，宛如大正時代浪漫縮影，

讓人有種走進日劇版童話場景的錯覺。隨後，返

回旅館（50km/1hr）可前往館內大浴場享受泡湯

樂趣。晚餐享用有別於昨晚的經典懷石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