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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  班                                                        

日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04/07 桃園名古屋 中華航空 CI154 07:25-11:15 

04/11 富山桃園 中華航空 CI171 12:40-15:00 

 

    出發日期‧團費                                                 

2019/04/07 NT$49,800 元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綜合責任險。 

◆導遊‧司機小費 

◆左營→桃園來回高鐵 

◆第一晚 04/06 桃園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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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 高雄旅客安排前一天搭乘高鐵前往桃園。 

   於桃園住宿一晚，隔日一早前往桃園機場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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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桃園名古屋→木曾三川公園→高山龍神溫泉 

▼參考路程：名古屋機場= =(約 1 小時 20 分鐘)= =木曾三川公園= =(約 1.5 小時)= =高山龍神溫泉 

今早搭乘接駁車前往機場。由導遊協助辦理登機，搭乘飛往富山機場 

■【木曾三川公園】(賞櫻期間：4 月上旬～中旬) 

橫跨愛知縣、三重縣、岐阜縣三縣的日本最大國營巨型

公園。於木曾三川（木曾川、長良川、揖斐川）的下游

一帶的土地上建有數個廣場和設施，被總稱為「國營木

曾三川公園」。花園裡面裝飾著季節的鮮花。您可以享

受令人放鬆的草地廣場，一年四季都會舉辦的活動，主

要花卉裝飾從春季到秋季的季節花卉和大草坪開放空

間舒適放鬆。 

▲餐食：（午）機場內日式特色餐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高山龍神溫泉 龍 RESORT & SPA  http://www.ryuresort.jp 

 

第 2 天   高山龍神溫泉→七間朝市→越前大野城→蘆城公園→東屋茶街→金澤 

▼參考路程：高山龍神溫泉= =(約 1 小時 45 分鐘)= =七間朝市= =(約 10 分鐘)= =越前大野城= = 

            (約 1 小時 20 分鐘) = =蘆城公園= =(約 50 分鐘)= =東屋茶街= =(約 10 分鐘)= =金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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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城公園】(賞櫻期間：4 月上旬～中旬) 

於 1904 年（明治 37 年），建於前田利常晚年的居城舊小松

城三之丸內的公園。春天的櫻花和杜鵑花、夏季的新綠及水

池、秋天的紅葉、冬天的樹挂，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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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東茶屋街】 

茶屋是日本傳統的遊藝、飲食場所，在江戶時代是個可以觀

賞藝妓舞蹈和聆聽音樂的地方。金澤的茶屋位在城市的中心

部各處，集中遷移到 4 個地區，其中最大的一處就是東茶屋

街。茶屋建築的特徵是在當時官員宅第以萬不被允許的木造

結構 2 層建築，1 樓的外側是木重籠的細緻精美格子，2 樓為

接待客人的宴會客廳等。如果在走進深處小巷，像迷宮一樣

的細路延伸相通。僅有京都祇園和此處的茶屋街被指定為文

化遺產。 

▲餐食：（早）飯店內     （午）西式特色料理      （晚）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金澤國際 HOTEL  http://www.kanazawakokusaihotel.co.jp 

 

第 3 天   金澤城公園→庄川峽遊船→鬱金香四季彩館→高岡古城公園→砺波 

▼參考路程：金澤城= =(約 1 小時)= =庄川峽= =(約 20 分鐘)= =四季彩館= =(約 30 分鐘)= =高岡古城= = 

            (約 40 分鐘)= =砺波 

■【金澤城公園】(賞櫻期間：4 月上旬～中旬) 

金澤城市加賀百萬石藩主前田家族的居城，位於兼六園的對

面。藩政時代遺留下的建築物只有石川門和三十間長屋。但

在 2001 年，參考古典書籍，採用日本古老的施工方法使用

菱形城樓、五十間長屋和橋頭門連接城樓等恢復了原貌。優

美的城樓和石牆十分協調，是加賀百萬石的象徵。 

■【庄川峽遊船】 

沿途充滿五箇山峰峰相連的美景，彷彿人間祕境。庄川始於

飛驒高山裡，經由白川鄉流向五箇山貫穿礪波平野。經常年

的侵蝕，有著深 V 峽谷，峽谷中河川緩緩流動，靜謚動人。

安排搭遊覽船，時間約 25 分鐘，欣賞倒映如畫，怡然自得

的美景。 

■【鬱金香四季彩館】 

鬱金香是日本富山縣的縣花，這裡也是日本鬱金香的第一產地。特別的是這裡有利用池水栽培的池

中鬱金，是只有在礪波才能看到的特有種。四季彩館更有「冰鬱金香」技術和設備可以讓鬱金香開

一整年，在四季彩館的鬱金香儲藏室，隨時能看到 3,000 朵鬱金香!您可以盡情地在廣大花海中，享

受浪漫珍貴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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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岡古城公園】(賞櫻期間：4 月上旬～中旬) 

位於高岡市區的中心位置，約有 21 萬平方公尺的廣

大面積，於慶長 14 年間(1609 年)由加賀二代籓主前

田利長所建立，是昔日江戶時代「前田家」的舊城

城址，又於 2006 年被獲選為「日本賞櫻百選名所」

之一，而原狀遺留下來的壕溝，佔據公園的三分之

一。古城公園的最大特徵，是個完全沒有經由人工

加工的「自然公園」，春季的櫻花、夏季的新綠、秋

季的紅葉、冬季的銀白，四個季節的美景在寂靜的

公園內展開，顯示出四季鮮明色彩的變化，漫步其間，名家雕像搭配林木花卉，有如參觀室外美術

館。 

▲餐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海鮮特色餐食      （晚）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砺波 ROYAL HOTEL  https://www.daiwaresort.jp/tonami/index.html 

 

 

第 4 天   砺波→海王丸公園→環水公園→朝日町春之四重奏→宇奈月溫泉 

▼參考路程：砺波= = (約 45 分鐘)= =海王丸公園= =(約 30 分鐘)= =環水公園= =(約 1 小時)= = 

            朝日町春之四重奏= = (約 30 分鐘)= =宇奈月溫泉 

■【海王丸公園】 

入選為日本戀人聖地之一，座落於世界最美港灣之一的富山

灣，天氣晴朗時更可看到立山連峰的美麗景緻。安排搭乘「新

湊觀光船」，繞行海王丸公園與新湊大橋一圈的新港遊覽行

程約 30 分鐘，可於海上欣賞被稱為海上貴婦人的海王丸，

不但可以感受海風吹拂，還有可能與海鷗親密接觸哦！ 

■【環水公園】 

在這片美麗遼闊的地方，茂密的草坪向外延伸，風景優美的運河靜靜流淌。世界上最美麗的星巴克

咖啡廳也坐落於此。在蔥郁的草地上悠閒野餐亦或是喝著咖啡、俯瞰著波光粼粼的水波，所有年齡

段的遊客都能來這裡放鬆身心。當夜晚來臨燈光亮起時，那又是一番奇妙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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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町春之四重奏】(賞花期間：4 月上旬～下旬) 

富山縣新景點，新川郡朝日町舟川堤岸，可看到最美的春色：

「春之四重奏」。除了櫻花，還有有不同顏色的鬱金香、黃

色的油菜花，背景是還有雪的朝日山和白馬連峰！ 

▲餐食：（早）飯店內    （午）西式特色餐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宇奈月溫泉 桃源 http://www.h-togen.com 

 

 

第 5 天   宇奈月溫泉→富山機場桃園→(搭乘高鐵)左營 

▼參考路程：宇奈月溫泉= = (約 1 小時)= =富山機場 

早餐後，整理行裝。專車前往富山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

忘的賞櫻之旅。 

▲餐食：（早）飯店內    （午）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