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HACCP 協會日本東京食安之旅 

 

出發日期：2019 年 08 月 26 日-31 日 

預定航班 

 

行程表 
8/26(一)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成田空港／成田夜風華→成田 VIEW 飯店(5M)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業熱心的領隊辦理登機手

續，搭程專機飛往日本的首都東京【成田空港】，您可以

自由前往【AEON 購物商城】逛逛，這裡是成田市內最

大型之購物中心，有多達 120 間專營商店及 JESCO 百貨。 

 

早餐：X              中餐：機上餐盒               晚餐：飯店自助餐 

住宿：成田 VIEW   https://www.viewhotels.co.jp/narita/ 

程別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抵達時間 

去程 國泰航空 CX 450 桃園 TPE 東京 TYO 12:50/16:50 

回程 國泰航空 CX 451 東京 TYO 桃園 TPE 15:15/18:30 



8/27(二) 

第 2 天  住宿飯店→明治神宮(1H5M)→冰川神社(1H5M)→日本小江戶川

越(2M)～藏造傳統建築．大正浪漫夢大道.菓子屋橫町．時之鐘→

妖怪本舖～鬼太郎茶屋(1H15M) 

【明治神宮】位於東京正中央澀谷區，

是東京 23 區內最大的綠洲，總面積 71

萬 2000 平方公尺，相當於 54 個東京巨

蛋。每年參拜人數大約有 800 萬人以

上，可以說是全日本參拜人數最多的神

聖地帶。  

【冰川神社】川越冰川神社為歷史

悠久的神社，歷史約 1500 年，也是人

氣結婚典禮舉辦地，更是求姻緣的聖

地，神社內的姻緣石常常被索取一空，

各式各樣的御守、緣結物、幸運物不但

具有特色，更是人氣伴手禮。  

【小江戶川越】日本江戶時期為河運中心，

建築受江戶風格影響最深，因此又名「小江

戶」。以完整保留日本江戶時期古老歷史、傳

統文化、許多文化遺產而聞名。此地以日本江

戶時期青磚瓦片製造的倉庫群及指定為文化

財的古老風味的建築並排街道兩側為首，世代

相傳的百年老店林立，到處都充滿著古舊情

懷。  

【鬼太郎茶屋】水木茂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漫畫家，也是一位異想世界的妖怪

研究家，同時也是經典漫畫代表作《鬼太郎》

背後的靈魂人物，更被封為日本妖怪漫畫家

之鼻祖。其幽默風趣又具有豐富奇幻色彩的

作品風格，長久以來深深吸引著廣大愛好族

群的主要原因。鬼太郎茶屋擁有四十年左右

歷史的古色古香的木造建築，可尋找躲在樹



梢的眼球老爹或一旁的妖怪墳墓與水泥牆怪留下獨特的記念照，另鬼太郎卡通

漫畫內的貓女、臭鼠男、水泥牆怪、撒沙婆婆、木棉布、哇哇爺等皆隱身其中，

體驗作者表達出人與妖怪及大自然一切和平共處的意境。  

早餐：飯店內          中餐：日式和風料理  晚餐：涮涮鍋食べ放題 

住宿：新高輪格蘭王子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newtakanawa/room/ 

 

08/28(三) 

第 3 天 住宿飯店→10:00-11:00 東洋米飯工廠參訪(車程約 1H20M)→日

本 100 大名城之一~鉢形城跡(35M)→午餐→14:00-15:30 CreCla

飲用水工廠參訪(25M)→円良田湖散策(15M)→東京(H45M) 

※東洋ライスサイタマ工場    http://toyo-rc.jp/ 

埼玉県坂戸市にっさい花みず木 7-5 

 

※CreCla 飲用水工廠   https://www.crecla.jp/factory/honjyou/  

本庄市兒玉町兒玉 2256 

宅配飲用水「CreCla」

於日本全國設有 47 間

工廠 ,而其中具備月產

100 萬瓶飲用水產值

的本庄工廠以及

CreCla 博物館均設於

本庄市。工廠參訪活動

的參加者可以一邊傾

聽專業導覽人員的解

說 ,一邊參觀「世界的

水之藝廊」 ,「 CreCla

製造工程」等行程 ,最

後還能體驗「美味之水的實驗」。  

http://toyo-rc.jp/
https://www.crecla.jp/factory/honjyou/


 

【鉢形城跡】荒川南岸懸崖上的遺跡。鉢形城堡

遺址作為戰國時期典型的城堡遺址 , 成為昭和 7

年的國家指定歷史遺址。  城堡的中心建在荒川和

福澤河之間的懸崖上 , 這是一種自然災害。根據報

告 , 這座鉢形城堡是由山内上杉氏の家臣長尾景

春建造的，他是一個為期  8 年  (1476 年) 的文明

國家 , 即關東區。  之後 , 小田原地北条氏康的四

子氏邦（うじくに）成了當地望族藤田泰邦的女婿後，擴大了維修範圍 , 成為目

前的規模。即東北部統治的大本營 , 以及來自甲斐(信野) 的入侵準備 , 起到了重

要作用。  

【円良田湖】是在埼玉県大里郡寄居町和

児玉郡美里町的人工湖。它在昭和  1 7 年開

始建設 , 1 9 5 5 年完工 , 現在被用作農業用

水。周邊面積 4.3 公里 , 湖面  1, 100 萬平

方米 , 高度 156m 米 , 但被鐘撞堂山和大槻

峠南陵墓包圍 , 自然環境優越 , 春葉和秋葉作為遠足徑很受歡迎。  

早餐：飯店內          中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壽喜燒食べ放題 

住宿：新高輪格蘭王子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newtakanawa/room/  

08/29 

第 4 天  住宿飯店→AM10:00 龟甲万野田工場參訪(1H10M)→千葉縣-櫻

木神社(5M)→午餐→PM15:00 雪印乳業野田工場參訪(15M)→東

京(1H20M) 

龜甲萬野田工場 https://www.kikkoman.co.jp/enjoys/factory/noda/index.html 

千葉県野田市野田 110 



十七世紀。當時日本千葉縣野田鎮的醬油生產十分興盛，這是由於當地便於

取得原物料，而且能夠快速地將產品送到需求量大的江戶，也就是現在的東

京。當日本在 1868 年因獨立而興起並且結束鎖國之時，龜甲萬開始將其醬

油出口到歐洲，在 1873 年的維也納世博和 1883 年的阿姆斯特丹世博都曾

獲獎，終能穩固立足於歐洲市場。回顧 1969 年，龜甲萬開始在美國經營日

本食品公司，這家公司逐漸成長為今日的 JFC International。此一事業的

重點仍是東方食品的批發，尤其著重日本食材。在這方面，龜甲萬與 JFC 確

實堪稱日本食品在全球的親善大使。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13 年將和食

（傳統日本菜餚）指定為食品類無形文化遺產時，更是對相關產業帶來的意

外的加持效應。  

※雪印乳業野田工場    

http://www.meg-snow.com/fun/factory/noda.html  

千葉県野田市上三ヶ尾字平井 256-1 

雪印 MEG-SNOW 公司設立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公司主要事業內容有 4 大方

面：(1)乳製品(乳酪、奶油、奶粉等)，(2)飲料、甜點類(牛奶類、果汁類等、優

格)，(3)飼料、種苗(牛用飼料、牧草、蔬菜種子等 )，(4)其他類(不動產租賃、

餐飲店等)。野田工場是雪印公司 9 個生產基地，最大和自動化的工廠，全自動

電腦控制，以及機器人從清晨 5 點開始，一直到晚上 12

點運作(其他時間進行設備、管路清洗殺菌工程 )，這個工

廠主要生產牛奶相關產品、果汁類、咖啡、優格等產品，

供應日本全國家庭使用。  

【千葉縣-櫻木神社】坐鎮於被稱為「櫻木村」的

千葉縣野田市，大約有 1000 年的歷史了，也是野田

市最古老的神社，而這裡的御朱印如神社名，也蓋上



了紅色的櫻花圖案。在 2018 年的櫻花日期間（桜の日）也推出了三款不同

的限定版御朱印！   

早餐：飯店內          中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相撲鍋食べ放題 

住宿：新高輪格蘭王子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newtakanawa/room/ 

 

8/30 

第 5 天  住宿飯店→(AM9:00-10:30)東京都食品衛生協会參訪→午餐→東

京新廚房~豐洲市場→免稅店→時光隧道江戶時代～隅田川『遊覽

船』→淺草觀音寺～遠眺晴空塔 

【東京都食品衛生協会】  

地址：東京都渋谷区神宮前 2-6-1  TEL：

03-3404-0121   FAX：03-3404-6159 

【豐洲市場】面積是原來築地的 1.7 倍，新

的大樓封閉、乾淨，24 小時的冷氣和新添的

冷藏庫比起建於 30 年代的築地市場無疑更

先進、安全。為盡可能減少遊客對魚市正常秩序和交易的打擾，豐洲市場闢出

了小塊區域供遊覽，更設計了景觀平臺，讓遊客在玻璃外參觀市場，包括金槍

魚拍賣。這裡的拍賣不再有人數限制，遊客們不再需要預約便可觀看，但是，

也再沒有遊客可以有這樣的幸運，親手摸一摸

那枚天價標籤了。豐洲市場內現有 500 多家

商鋪，遊客參觀線路經過特別規劃設計，不再

可以直接接觸商販，也不再可以直接從商販手

中購買海產品。如需用餐，豐洲市場內有約

40 家餐廳，其中大多數是由築地市場搬遷而

來。  

日本政府下令，豐洲市場周邊禁止巴士上下車，本日此行程將由導遊帶領搭乘巴士或地鐵前

往，敬請見諒。  

【隅田川遊覽船】航程可以欣賞高樓大廈等

摩登都市繁華的象徵，此橋從日本江戶時代便

已使用，由於防備上考量對隅田川有架橋限

制，因此日本明治時期居民乘坐渡船過河。隨

著時代變遷，遊船穿梭多座各異其趣建築型式



的橋樑，彷彿看盡東京榮華富貴的感受，別有一番情趣。無論橋體設計或五彩

繽紛的顏色，皆各具特色，給隅田川增加了魅力也表現了東京的都市變化。  

【淺草觀音寺】看到雷門字樣的大燈籠，就

知道到了淺草觀音寺。這裡的信徒都非常虔誠

的拿著香火祭祀膜拜著，不過日本人膜拜的方

式和華人不太一樣，他們會將香的煙攬在身

上，據說這樣可以驅除百病。淺草觀音寺正式

名稱是金龍山淺草寺，它同時也是聖觀音宗的

總本山。寺的起源是西元 628 年，由淺草的漁

夫們撈獲一尊黃金的觀音菩薩像，由於當地人認為是觀音顯靈，於是將其供奉

在村長家中禮拜，後來才開始供奉建廟，相傳供奉的觀音是金龍化身人間。每

年三月十八日，寺方都會舉行「金龍金舞」慶典，由八位壯丁舞動重達七十五

公斤的巨龍慶祝。  

早餐：飯店內          中餐：幕之內料理       晚餐：日式燒肉食べ放題 

住宿：新高輪格蘭王子   https://www.princehotels.co.jp/newtakanawa/room/ 

 

08/31 

第 6 天  第 6 天  住宿飯店→東京 SHOPPING 聖地~台場購物商場→成田

 

【台場】是近來興起的旅遊休閒場所，因佔

地利之便，可眺望東京灣美景及彩虹大橋，

並有台場海濱公園，船的科學館可參觀．購

物商場，各式餐廳，咖啡廳及 Sega Rally 等

遊樂場也都相繼進駐，成為東京休閒的好去

處。  

專車前往東京成田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



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返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

快的旅程。  
 

早餐：飯店內          中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機上套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