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日本中部賞楓 5 日之旅
造訪～福井縣‧岐阜縣
賞楓景點～大矢田神社‧九頭龍湖
下呂溫泉合掌村‧惠那峽‧虎溪山永保寺
體驗～惠那峽遊船
全程不進免稅店
全程飯店皆確認

參考航班時間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高雄名古屋

台灣虎航

13:20-17:35

名古屋高雄

台灣虎航

18:25-20:40

出發日期‧團費
2018/11/03(六)

NT$40,800 元

★9/20 前報名付訂送小費★
團費包含：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綜合責任險。
團費不包含：
◆新辦護照用費 NT 1,400
◆行程中未列出之額外項目：行李、床頭小費等、自費項目、房間服務、飲料、酒水、
電話費、個人行李超重費…等支出
特別說明：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1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高雄名古屋中部

IT8268

1320-1735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專機飛往日本【名古屋】。
日本中部第一大城【名古屋】於位於東京和大阪之間、因此又有『中京』之稱。憑著地理位置的
優勢加上水力發電，市內的重工業得到重要的發展，計有飛機工業、機械製造業及造船業。名古
屋氣候宜人、水源充足、故此是日本的商業運輸中心。
★抵達中部國際機場後步行至飯店。
▼餐食： (午)機上簡餐

（晚）名物--炸蝦御飯糰+綠茶

▼住宿：中部機場 CentrairHotel http://www.centrairhotel.jp

第2 天

名古屋→大矢田神社→郡上八幡城→勝山平泉寺白山神社

參考路程：名古屋= =(約 1.5 小時)= =大矢田神社= =(約 40 分鐘)= =郡上八幡城= =(約 2 小時)= =
勝山平泉寺= =(約 40 分鐘)= =勝山
★今日因路程較遠，需提早出發，敬請見諒。
▲【大矢田神社】

(賞楓 11 月中旬～下旬)

建於 17 世紀的總殿與層層堆疊的紅葉相映成趣，烘托出
一種夢幻景象。千年歷史古煞大矢田神社擁有知名賞楓名
勝「大矢田楓葉谷」，為此廟宇最大的特徵；此廟宇的第
二大特徵為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的正殿(重建於 1672 年)
及拜殿(1671 年的重建)，特別是正殿，正殿不但有平面的
彩繪，更有精巧細膩的立體雕刻，猶如一個宗教藝術的世
界，多彩多姿。神社的樓門也是歷史悠久，於 1723 年重
建，被指定為岐阜縣的重要文化遺產。知名賞楓名勝的大矢田楓葉谷就是位於大矢田神社的天王山
整片樹林。秋意深了，大約 3,000 株野生楓樹，其中也有超過 1,000 年樹齡的楓樹，由仁王門(山
門)附近開始，從山腳逐漸的染紅到山頂，放眼無盡的滿山深紅，疑是夕陽染紅了山岳。美麗的景
觀被選上飛驒美濃楓葉 33 選及天然記念物。
▲【郡上八幡城】
號稱為日本最美的山城。1871 年廢止藩置縣的同時，八幡
城也遭受到廢城的命運。除了石壁之外，建築物全都被拆
除，直到 1933 年才重新再建造。現在的郡上八幡城為日
本最古木造再建的天守閣，被市指定為重要的文化遺產。
天守閣可一眼望盡城下町，也可以感受大自然四季變化的
美麗，適合散步，是受到許多人的喜愛的人氣景點。
郡上八幡古城自古以來以水源清徹聞名全日本，郡上地區的排水與水利規劃更是堪稱日本之最。
城下町兩旁有很多獨特的日式風味小店鋪，讓您細細品味當時江戶時代的熱鬧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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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山平泉寺白山神社】
由僧人泰澄於 717 年在靈峰白山平泉寺建立。神社因苔蘚
如地毯一般遍布各處而聞名。苔蘚和杉樹共同為這裡構造
了一種神秘的氣氛。步行參道是由石頭鋪成，據說是由僧
人從九頭龍川徒手搬運而來。這裡榮列日本百大長廊。如
果您從菩提林沿著步道走下去，可以看到北陸地區現存最
古老的花園舊玄成院庭院，這裡有一個御手洗池，這裡據
說是泰澄於神仙相會的地方。
▼餐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風味餐

（晚）飯店內

▼住宿：Hotel Harvest Ski Jam 勝山 http://www.resorthotels109.com/skijam/

第3 天

勝山→七間朝市→大野城‧寺町大街散策‧御清水→九頭龍湖→下呂

參考路程：勝山= =(約 20 分鐘)= =七間朝市= =(約 5 分鐘)= =大野城= =(約 50 分鐘)= =九頭龍湖= =
(約 2 小時)= =下呂

▲【七間朝市】
有 400 年以上傳統的大野晴空市集。農家將自家精心栽培種植的農產品擺攤販賣，整條七間通上
有成排的小攤子。因爲來這裡可以購買到最新鮮食材，所以每天早上一片熱鬧熙攘。跟擺攤農家
對話交流也是逛朝市的樂趣之一。
▲【越前大野城】
織田信長的部將金森長近在天正 4 年（1576 年）耗時 4
年建造的城堡。利用龜山地形，山腳有二之丸、三之丸、
並且挖有外堀·内堀（城壕）守備城堡，還建築了城牆圍
住天守，是中世山城裏較罕見的新式城堡。現在的天守
閣是昭和 43 年（1968 年）推測模仿城堡昔日面貌建造
的。城内展示著歷代城主金森氏·土井氏等遺物。
◆【寺町大街散策】
位於有北陸的小京都之稱的福井縣大野市。從 1573 年
到 1592 年間，由武將金森長近，規劃建造了城市，這
條街道是其中的一部分。道路兩側有以真宗為中心的各
宗派的寺院，共計有 20 餘家之多家，至今仍然殘留著
古老的城市建築。這樣各宗派的寺院聚集在一起的情況，
在全國也是很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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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水巡禮~御清水】
御清水是源自於福井縣大野市泉町的泉水。它被日本環境
機構評選為全日本 100 個最佳水質的水之一，而它的魅力
在於其順滑清甜的水質在無論在夏日冷飲或在冬季熱飲
皆清爽。在舊時代，這個泉水普遍用於清洗城主的香米而
被稱為殿樣清水【Tonosama Shozu (主人的泉水)】。
▲【九頭龍湖】

(賞楓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位於九頭龍川上游的九頭龍湖是一個因建造石壩水庫而成的
人工湖，當中的面積據說可媲美青森縣的十和田湖。湖中最
有特色的可算是建在湖上的「夢之橋」，以瀨戶大橋為藍本
而設計出來的吊橋，在橋上可觀賞到湖光山色，醉人美景。
在四季變化之下，這裡的景色均展示出其誘人的一面，如春
季櫻花盛放的時節，漫天都透著一份萬物甦醒的氣息；又如
在秋季時的滿天紅葉，為湖中引發出浪漫的氛圍。當中最動
人的莫過於以上種種美景均會倒映在清澈的湖面上。
▼餐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風味餐

（晚）飯店內

▼住宿：大江戶物語下呂新館 http://gero.ooedoonsen.jp/

第4 天

下呂溫泉合掌村→馬籠→惠那峽遊船

參考路程：下呂= =(約 1 小時)= =馬籠= =(約 40 分鐘)= =惠那峽
▲【下呂溫泉合掌村】

(賞楓 11 月上旬～中旬)

下呂溫泉合掌村是個以國家指定的重要民族文化財產「舊大戶家住宅」
為首，重現白川鄉等等十多棟合掌村式建築的民家，將其易地重建，
包括有記載當時生活狀況的野外博物館的觀光景點。可欣賞層層山巒
間建起的下呂溫泉鄉。如在櫻花、秋楓季時前來，美景更是讓人沉醉
難忘。下呂溫泉合掌村是一座仍留有飛驒人純樸心意的合掌村，是座
既溫柔又溫馨的「心之故鄉」。
▲【馬籠】
由許多小旅館集合而成的聚落，從 400 年前的江戶時代起，就
編制成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宿驛」專門提供住宿的驛站。木曾
路的十一宿，以妻籠和馬籠最負盛名，亦是文豪島崎藤村之名
著「拂曉前」的舞台而著名。連接這兩地的中山道，蜿蜒曲折，
沿途 80 多家老旅館並排相連，中間還夾著許多紀念品店、旅店，
至今仍未被破壞，所以此地被日本政府列為傳統建築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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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楓 11 月中旬～下旬)

是分布著受自然侵蝕而形成的奇岩怪石的斷崖絕壁，從大井水
壩將木曾川攔截而成的人造湖開始一直延續至上游的中津川。
猶如刺入地面的傘岩，這是國家的天然保護物，它與覆蓋著褐
紅色苔的紅岩，都是峽谷中的奇岩怪石的代表。若想欣賞惠那
峽之美，搭乘遊覽船是最佳選擇，沿途觀賞兩岸斷崖絕壁上連
綿的奇岩怪石，彷彿進入夢幻仙境一般。
▼餐食：(早)飯店內

(午)和洋式自助餐

（晚）飯店內

▼住宿：惠那峽 GRAND HOTEL http://www.enakyo.co.jp/

第5 天

惠那峽→虎溪山永保寺→名古屋中部高雄

IT8269 1825-2040

參考路程：惠那峽= =(約 50 分鐘)= =虎溪山永保寺= =(約 1 小時)= =名古屋= =(約 30 分鐘)= =中部空港
▲【虎溪山永保寺】

(賞楓 11 月中旬～下旬)

擁有近 700 年歷史的永保寺，有著宛如仙境般的庭園造景，尤其修
道院前方的百年銀杏，聳立的軀幹宛如守護神般佇立在寺院中央。
這座國寶觀音堂已被列為「市集文化遺產」，據說當時有一位夢
窻國師來此修行，修業 1 年後在此建堂，觀音座像四周所圍成的
枯木檀，相傳是由國師撿取河流中的漂流木，一根根堆建而成，
而觀音堂內的「靜」與「淨」，亦讓永保寺瀰漫著些許懷古幽情。
午餐後前往購物中心，讓您將未購買的物品繼續添足。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感謝您的參與，並且期待再相會，敬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餐食：(早)飯店內

(午) 日式風味餐

（晚）機上簡餐

＊提醒：因全球氣候異變、自然生態難以準確評估，難以保證楓紅程度，如遇天候因素，
其落葉或楓紅未紅，敬請見諒，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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