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行程 參考費用(家族兩大兩小)

10:15→15:15 桃園機場 → 仙台機場

16:21→ 16:54 仙台機場 → 仙台站 車資 2,640円

<移動> 電車約35分鐘

17:50→ 17:52 仙台站 → 蔵の庄総本店

<移動> 徒步約2分鐘

18:00→ 19:30 蔵の庄総本店晚餐

19:30→ 19:35 蔵の庄総本店 → 飯店

<移動> 徒步約5分鐘

19:35→ 住宿：舒適飯店仙台東口

8:35→ 9:03 飯店 → 仙台站 → 荒井站 車資 930円

<移動> 徒步約5分鐘+電車約20分鐘

9:12→ 9:32 荒井站 → 卸町東五丁目北 → 仙台鐘崎笹かま館 車資 300円

<移動> 巴士約10分鐘+徒步約10分鐘

10:00→ 12:00 仙台鐘崎笹かま館 館內參觀、手烤魚板 手烤魚板費用2,800円

12:00→ 12:25 仙台鐘崎笹かま館 → 卸町東五丁目北 →荒井站 車資 1,200円

<移動>巴士約20分鐘+徒步約5分鐘

12:33→ 12:56 荒井站 → 仙台站 → 仙台朝市 車資 1,240円

<移動> 電車約20分鐘+徒步約4分鐘

13:00→ 15:30 仙台朝市午餐、周邊散步

15:30→ 17:54 仙台朝市 → 仙台站 → 會津若松站 車資 9,300円

<移動> 徒步約10分鐘+電車約2小時40分鐘

18:00→ 18:15 會津若松站 → 飯店

<移動> 徒步約15分鐘

18:30→ 晚餐

住宿:Hotel New Palace

7:30→ 7:45 飯店 → 會津若松站

<移動> 徒步約15分鐘

7:52→8:30 會津若松站 → 湯野上溫泉站 車資 560円+6,600(大內宿共同割引券)

9:00→ 9:20 湯野上溫泉站 → 福島大內宿

<移動> 猿游號巴士約20分鐘

10:30→ 12:00 福島大內宿參觀

12:25→ 12:50 福島大內宿 → 湯野上溫泉站→ 塔のへつり站 (使用大內宿共同割引券)

<移動> 猿游號巴士約20分鐘+電車約5分鐘

12:50→ 13:00 塔のへつり站 → 塔林峭壁

<移動> 徒步約10分鐘

13:00→ 15:40 塔林峭壁周邊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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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程 參考費用(家族兩大兩小)

15:50→ 16:53 塔林峭壁 → 塔のへつり站 → 西若松 → 會津若松 車資 560円(西若松→會津若松)

<移動> 徒步約10分鐘+電車約50分鐘

17:40→ 18:00 會津若松站 → 田季野

<移動> 徒步約10分鐘

18:00→ 19:30 田季野用餐

19:30→ 19:50 田季野 → 飯店

19:50→ 住宿:Hotel New Palace

8:10→ 9:00 飯店 → 石山站 → 會津慶山燒 會津周遊巴士一日券 1,800円

<移動> 徒步約15分鐘+巴士約30分鐘

9:30→ 13:20 會津慶山燒手作體驗 體驗費用 飯碗2,000 茶碗3,500円

13:20→ 13:55 會津慶山燒 → 滿田屋

<移動> 巴士約30分鐘+徒步約2分鐘

14:00→ 14:40 滿田屋用餐

14:40→ 14:42 滿田屋 → 會津若松七日町通

<移動> 徒步約2分鐘

14:42→ 15:50 會津若松七日町通周邊散步

15:50→ 16:00 會津若松七日町通 → 會津若松站

<移動> 計程車約10分鐘 車資700円

16:03→ 18:44 會津若松站 → 仙台站

<移動> 電車約2小時40分鐘 車資 9,300円

18:50→ 18:55 仙台站 → 飯店

<移動> 徒步約5分鐘

19:30→ 晚餐

住宿:舒適飯店仙台東口

9:00→ 13:00 仙台市區觀光、用餐

第
五
天

13:37→ 14:00 仙台站 → 仙台機場 車資2,640円

<移動> 電車約23分鐘

16:50→ 20:00 仙台機場 →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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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參考價格）四名約 46,070圓日幣～
*租車、機票、餐費另計

交通方式 /推薦的優惠票券資訊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東北地區）
https://www.jreast.co.jp/multi/pass/eastpass_t.html

 大內宿共同割引券
http://www.aizutetsudo.jp/ticket/ouchijuku/

 會津周遊巴士一日券
https://www.aizubus.com/rosen/machinaka-shuyu#H301

第
四
天

日本東北親子遊~仙台福島篇。
來東北品嚐道地鄉土料理、飽覽福島大內宿冬日雪地美景 行程表

https://www.jreast.co.jp/multi/pass/eastpass_t.html
http://www.aizutetsudo.jp/ticket/ouchijuku/
https://www.aizubus.com/rosen/machinaka-shuyu#H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