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名花賞立山雪牆～漫步雪之大谷溫泉 5日  

 

出發日期： 2017/4/25 

回國日期： 2017/4/29 

旅遊地區： 東北亞 

旅遊國家： 日本  

旅遊城市： 名古屋  

進  出  點： 名古屋/名古屋  

出境機場：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主要特色： ＊立山黑部雪之大谷 ＊上高地 ＊白川鄉合掌

村 ＊高山古街 
   

 

★ 特色介紹： 

★安排北陸著名觀光景點：郡上八幡、上高地或兼六園、郡上舞、高山古街、白川鄉合掌村、

惠那峽谷、名古屋塔…等。 

★日本米其林三星景點～【高山上三之町古街】為昔時商家聚集的城下町中心，保存其傳統古

宅，有小京都之美稱。 

★日本米其林三星景點～【白川鄉合掌村】欣賞至今仍保存著日式古色蒼然的合掌造。飛驒地

區由於嚴寒，以有如兩手合掌成三角形合掌頂遮蔽擋風抗大雪。樸實不張揚又聲名遠播的合掌

造民家，和四周大自然構成一幅田園風景畫，並於 1996 年 12 月 9 日登錄為世界遺產。 

★郡上八幡古城區巡禮～名水百選宗祇水～郡上博覽館．郡上舞見學 

★惠那峽(水壩湖百選+絕美峽谷)特別贈送搭乘遊覽船 

★上高地(上地的恩賜美景)上高地若開山前或因天氣因素無法進入時，行程改至日本三大名園之

一的金澤兼六園參觀 

★★★何謂【日本米其林三星景點】：2010 年三月時在法國發行了一本介紹日本觀光地區的書

籍，法國人和日本共 12 人的編輯小組，耗費數個月走遍日本全國各地，將每個觀光地區用星級

去評分，三顆星代表著【有特地前往的價值】，兩顆星代表【如果到附近可以順道遊覽】，一

顆星代表【特別的地方】，給予日本特色景點最高評價。 

    

 

 



★ 特別安排： 

 

 

 



 

【登山路線月平均氣溫】 

 

 

★ 團票說明： 

※ 依航空作業規定「團進團出」，不得延回，個人延回者加收機票差價金額不等或以開立 FIT

機票處理，依照各航空公司規定為準。 

※虎航團票包含每人一件拖運行李：去程 15 公斤、回程 25 公斤；隨身行李：體積不得超過

54x38x23 公分，不得超過 10 公斤。不可加購行李公斤數。若超重，罰金依照虎航現場公告為

準。 

※虎航團票包含機上餐點(特殊餐只有:不吃牛、素食)，不提供兒童餐；未滿 2 歲之嬰兒，機上

亦不提供任何餐點及搖籃，所有需求需開票前完成。 

※虎航請旅客遵守航空公司規定,需起飛 2 小時前報到,機場櫃檯起飛前一小時關櫃無法再辦理任

何登機手續。 

※虎航團體票成行率 100%無法退票轉讓。若取消直接收取全額票款 10000 元再收取消費。 

※虎航團體票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自行請改訂個人票。 

※機上禁帶外食。 

★ 出團備註： 

★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

飯店、景點、餐食，本公司保留班機航班及行程先後順序和內容變動權。 

★若遇遊樂區娛樂設施，不定期輪流保養維修，敬請見諒！ 

★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 

★敬請貴賓攜帶有效之護照。(例如：曾報遺失之護照請勿攜帶)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

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

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

之交通狀況。 如因塞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行車時間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制訂之法規有相

抵觸情況時，以日本國土交通省法規為主。如有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資料來源：日本國土

交通省)。 

 



 

《特別提醒》： 

1.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

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接

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2.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

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

不悅與困擾。 

3.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

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

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

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

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4.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

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5.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

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

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6.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

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

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7.若為包(加)班機行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

書中第二十七條規範，如因旅客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訂金將不予退

還，請注意您的旅遊規劃。 

★此團為包(加班)機，如因個人因素付訂後取消，需沒收訂金全額 NT$10,000，敬請見諒。 

★此包(加班)機航班時間需依航空公司通知為準，如有異動本公司保留有變更之權利，敬請了解。 

8.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

我們將為您向飯店提出需求。但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敬

請見諒！ 

9.日本飯店房間坪數較小，多為 18～21 ㎡不等，故少有 3 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

是：。 (1)一大床+一行軍床 (2)二小床+一行軍床 (3)一大床+一小床。 

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

敬請見諒！。 
 



 

天數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日期-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2017/04/25  09:00 2017/04/25  12:45 TPE/NGO 台灣虎航 IT2206 

第 5 天 2017/04/29  11:05 2017/04/29  13:15 NGO/TPE 台灣虎航 IT2207 
 

 

出發日期：2017/04/25  

★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中部國際空港→惠那峽峽谷展望台～贈送搭乘

遊覽船→長野溫泉鄉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名古屋。 

名古屋：位於本州中部的愛知縣。古時名古屋有「那古屋」的寫法。由於位處東京和大阪之間，

因此亦有「中京」之稱。憑著地理位置的優勢加上水力發電，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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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那峽】：惠那峽的美，使得惠那峽被挑選上水壩湖百選，惠那峽是受大自然侵蝕而形成

的的斷崖絕壁，兩側山壁陡峭，倒映於深谷流水，是難得一見的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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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日本的天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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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那峽春天的櫻花、杜鵑

花和秋天的紅葉在巨岩的相襯下顯得更加美麗，前來賞景的遊人絡繹不絕。(特別安排遊覽船觀

賞峽谷之美) 

住宿：白樺湖 池之平、蓼科溫泉 PARK、蓼科溫泉 東急、上諏訪溫泉 RAKO、白馬溫泉或

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O：機上餐食 
晚餐 O：飯店內日式御膳或日式

旬味會席料理或季節總匯自助餐 
 

 

★ 第 2 天 長野溫泉鄉－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扇澤(無軌電車)～

黑部水壩(徒步)～黑部湖(地下電車)～黑部平(立山空中索道纜車)～大觀峰

(無軌電車)～室堂(高原巴士)～美女平(立山電纜車)～立山黑部＞－富山或

石川 ※ 立山雪壁奇景：【雪の大谷】散策暫訂於 2017 年 4 月 16 日～6 月

22 日期間開放  

◎【立山雪牆絕景】預訂 2017 年 04 月 16 日開山！山上溫度約 -5℃~16℃沿途層層的高山草

原風光令您處身於油畫的風景裡，在海拔 3000m 的高山地區約停留３~４小時左右。立山黑部

阿爾卑斯登山路線的大自然景色，更是隨季節優美地變化，還可在海拔高度差不同的各處能觀

賞到別開生面的風景。4、5 月份剛開通時能見到具有動感的雪牆，大雪融化時能見到百花盛開

的高山花叢，9 月中旬~10 月中旬秋天楓葉會以每天 30m 的速度，從山頂染紅到山腳，在一瞬

 



間染紅整個山峰，11 月中旬白雪皚皚的山頂和滿山楓葉的山腰，會形成鮮明的對比，猶如一幅

美麗的風景畫。您不要錯過了這一閃而過的美麗景色。→於大町專車前往扇澤。→續乘座關西

無軌電車至世界四大高山水壩『黑部峽谷水壩』，並涉步水壩上游。→搭乘黑部地下電纜車抵

達黑部平。→搭乘立山空中纜車穿越 3000m 立山山脈瞭望立山下欣賞終年不融雪景至大觀峰。

→再換搭立山隧道無軌電車至室堂，乘坐立山高原巴士經由彌陀原欣賞雪之大谷．雪牆（約

04/19~6/22）與高原景緻，沿途可補捉難得一見的雷鳥蹤影，並可眺望雄偉壯麗之高山景色。

於海拔 2450m 的秘境之湖散步，山與湖尤其天氣晴朗時眾山岳倒映在湖面上更是壯觀。→從美

女平乘坐立山電纜車至北陸之終點立山。 

【特別報告】立山連峰需搭乘６種交通工具門票￥ 12,990.-(已內含)。請於 04、05、10、11

月份出發的貴賓，務必攜帶禦寒衣物、手套、圍巾。 

●扇澤－黑部水壩【關西無軌道電車 6.1km 16 分鐘】海拔 1433m 

●黑部水壩－黑部湖【徒步走過水壩上方 0.6km 15 分鐘】海拔 1470m  

●黑部湖－黑部平【黑部地下電纜車 0.8km 5 分鐘】海拔 1455m  

●黑部平－大觀峰【立山空中纜車 1.7km 7 分鐘】海拔 1828m ●大觀峰－立山主峰－室堂【立

山隧道無軌電車 3.7km 10 分鐘】海拔 2316m  

●室堂－天狗平－彌陀原－美女平【立山高原巴士 23km 55 分鐘】海拔 2450m  

●美女平－立山車站【立山電纜車 1.3km 7 分鐘】海拔 977m  

【立山雪之大谷活動】１。漫步大雪谷：0416-0622.２。雪之迷宮：0510-0601 ３。雪之溜

滑梯：0604-0622 

備註:立山漫步大雪谷開山 0416~0622 (天候 積雪狀況等 無法確保安全的情況 有可能中止) 

※立山車站~美女平車站之間的索道客滿時,將改巴士取代。 

註:九宮格餐盒不足時,將提供等值餐食,敬請見諒。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備註】： 

※【 雪の大谷】散策暫定於 2017 年 4 月 16 日～6 月 22 日期間開放 (此為暫訂時間，若有變

動將以立山黑部官網公告為主；倘若天候 積雪狀況等 無法確保安全的情況 亦有可能中止) 

※立山車站~美女平車站之間的索道客滿時,將改巴士取代。註:九宮格餐盒不足時,餐廳會提供相

同的內容呈現,敬請見諒。  

※如遇預約登山時間較早，早餐則改安排外帶餐盒或發放代金每位日幣 1000 円 ，敬請見諒！ 

住宿：金澤 NEWGRAND、金澤 NEWGRAND ANNEX、氷見 ROUTE INN、金澤國際、或

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早餐 
中餐 O：立山風味九宮格料理+

小火鍋(四人一鍋)或日式膳食 

晚餐 O：日式燒烤料理或日式

和食料理 
 

 

★ 第 3 天 金澤(石川縣或富山、福井) －【日本米其林三星觀光景點】白

川鄉合掌村(世界遺產)～【日本米其林三星觀光景點】高山三之町古街(三筋

町小京都) －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被日本人視作神的故鄉，秘境首選，

宛如人間仙境) －歧阜溫泉鄉  

●【白川鄉合掌村】：欣賞至今仍保存著日式古色蒼然的合掌造。飛驒地區由於嚴寒，以有如

兩手合掌成三角形合掌頂遮蔽擋風抗大雪，利用茅和蒿等飛驒特有的建材，遂而形成目前合掌

造的基本型態。在 40 年代，德國建築學者就說白川合掌造是最合理、最理`性、最天人合一的

建築。1996 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白川鄉的荻町合掌集落、鄰近的白山全登錄為世界文化

遺產。樸實不張揚又聲名遠播的三角形茅草屋頂的民家，和四周大自然構成一幅田園風景畫。 

●【高山三之町古街】（櫻花期：約 4 月中旬至 4 月下旬）：為昔時商家聚集的城下町中心三

之町古街，保存其傳統古宅，有小京都之美稱；黑木格、低屋簷、白紙障的舊式民家一間接一



間，在這裡散步，可以體會為何日本女性會為高山市著迷。從江戶末到明治初年建的町家是庶

民、商賈活動的地方，高山老街古樸的街道，兩側賣小東西的古舖、家具店、味噌店、酒藏十

分發人思古幽情，彷彿回到了江戶時代。 

●【上高地】：被日本人視作神的故鄉，上高地是標高約 1500 公尺的小盆地，四周被燒岳、

常念山脈、穗高連峰等高山環抱，屬於中部山嶽國立公園。古時被稱為 "神鄉地"，相傳是神居

住的地方。經 19 世紀之英國傳教士兼登山家沃思特•威斯頓的介紹而廣被全世界的登山家所

知，成為日本著名的風景勝地。這一帶被白樺、落葉松等的原始森林環繞，大正池、田代池、

明神池等分佈在其間，與高聳的各山群的雄姿一起構成了極美的景色。大正池是 20 世紀初由於

燒嶽的噴火、梓川受堵所形成的池。其藍色的水面上突顯的枯樹與周圍構成一種獨特的風景。

而搭建在梓川上的河童橋現已成為上高地的標誌；河童橋長 36.6M、寬 3.1M，為木制的吊橋。

站在橋上看著眼前聳立的穗高連峰，遠眺南面燒岳嫋嫋上升的白煙，被稱為上高地最好的風景

勝地，真是宛如人間仙境。 

PS~＊上高地若開山前或因天氣因素無法進入時，行程改至金澤兼六園參觀（櫻花期：約 4 月

中旬至 4 月下旬）。（二擇一） 

★【金澤兼六園】：號稱日本三大名園之一，它形體格局完備，符合中國宋朝《洛陽名園記》

文中「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泉、眺望」等六勝，因而被命名為「兼六園」。佔地近 10

萬平方公尺，是江戶時代日式庭園代表，造景中最受歡迎的石燈籠「徽軫燈籠」也成為兼六園

甚至是整個金澤的代表印記。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住宿：下呂小川屋、下呂 BREEZBAY HOTEL&RESORT、下呂 ARMERIA、下呂彩朝樂、高

山寶生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早餐 
中餐 O：飛驒牛日式和食料理或

上高地鄉間日式和食料理 

晚餐 O：飯店內日式御膳或日式

旬味會席料理或季節總匯自助餐 
 

 

★ 第 4 天 岐阜-郡上八幡古城區巡禮～名水百選宗祇水～郡上博覽館．郡

上舞見學－名古屋電視塔－免稅店－名古屋自由活動-愛知或名古屋或三重  

★【郡上八幡】：位居吉田川與小馱良川會流要津，群山環繞、景色綺麗，是岐阜縣著名的水

鄉。 

★【宗祇水】當地最負盛名的天然湧泉是郡上八幡的象徵，此地三百餘年來始終保存完好如昔

的古宅及商舖，您將可在此漫步於洋溢著古色古香氛圍的舊市街道，體驗小鎮的古色風情及水

鄉風光。 

★【郡上八幡博覽館】：郡上八幡博覽館的博覽館是意謂者博物館跟博覽會的結合，這棟建築

物正是大正時代充滿歷史的舊稅務署，現在則改裝成展現郡上八幡的「名水」、「歷史」與「技

藝」、「郡上舞」的博覽館，在此您可以了解到當地的歷史，如城鎮的來歷、宗祇水的典故、



漁民生活用具等。 

★【郡上舞】它與山形縣的“花笠舞”和德島縣的“阿波舞”並稱全國三大民謠舞蹈，有 400

多年的歷史，現在已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非物質民俗文化遺產。每天會上演的舞蹈表演，包括

名為「春駒」、「貓之子」的舞步，您可仔細欣賞專業工作人員為您呈現的郡上舞蹈，也可入

境隨俗的跟隨工作人員一起共舞，留下難忘美好的回憶。 

★【名古屋電視塔】開工於 1953 年 9 月 19 日。於 1954 年 6 月 19 日竣工，設計者是內藤多

仲，是名古屋市中心的地標之一。現在 NHK 名古屋放送局（NHK 綜合頻道、NHK 教育頻道）、

中部日本放送（CBC）、東海電視台（THK）、名古屋電視台（NBN）等 4 家 VHF 地面電視台

均在此發射類比電視電波。但是隨著位於瀨戶市的瀨戶數位塔的完工，名古屋電視塔將在 2011

年結束其廣播電塔的使命。現在變身為觀光必遊勝地。※特別安排登上鐵塔觀賞市區景色。 

★【名古屋市區自遊逛街】 ：建議自由前往「驛前廣場」，有各種酒館餐廳、電玩店和保齡球

場，還有許多名品店、日常用品店、大型百貨公司等；站前的地下街市也有各種專賣店、精品

店和日、西式餐廳，可盡情享受逛街購物的樂趣，也可趁此機會大肆採購一番！ 

 或「榮地下街」位於名古屋久屋大通公園街道底下的「榮」地下街，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地下街，

集合了許多店家與百貨公司，商店街上店舖林立，為名古屋地區最熱門的逛街購物地點之一。 

住宿：名古屋 SUNROUTE、名古屋 ROYAL、名古屋國際、名古屋榮東急 REI、名古屋 CASTLE 

PLAZA、名古屋 LEO PALACE、名古屋 MIELPARQUE、小牧 ROUTE INN、小牧 GRANDIA、

小牧名鐵、歧阜都、豐田 CASTLE、半田 CANDEO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早餐 
中餐 O：日式和食料理或日式

燒烤料理 
晚餐 O：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 第 5 天 愛知或歧阜或三重－日本海上機場～【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

機場內大正建築飲食商店街－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由專車前往日本三大海上國際機場之一的『中部國際海上空港』，是一個利用高科技、環保概

念、填海造地所打造而成的機場。可到四樓的空中之城，右邊是仿日本大正或江戶古街道的和

風商店街，左邊是歐風街道的洋式商店街，中間則是表演的場地；向外延伸出去則是空中觀景

台，於木材構築的長廊上的觀看飛機的起降，或在走道盡頭欣賞海景、吹吹海風。 

悠閒來到尾聲，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

好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住宿： 

早餐 O：飯店內用早餐或簡餐 中餐 O：機上餐食 晚餐 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出發日期：2017年 4月 25日(星期二) 

每人團費：12足歲以上 39,000元、 

          2~12足歲孩童佔床 38,000元、不佔床 36,000元 

每人訂金：10,000元 

【團費內含：1.兩地機場稅、燃油費、責任險  2. 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 

3.新竹~桃園機場團體來回接送(外縣市另議或不接送減 500元)】  

【團費不含：新辦或重辦護照費 1,500元、腎友洗腎費用】 

        

  【行家旅遊】美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民生路 81號  TEL:03-5354989 (代表號)  FAX:03-5354886  

http://www.atours.com.tw 
交觀甲字第 6560號、旅品保新 0038號 

 

http://www.atour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