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鳴鳳獅子會 

立山黑部、童話合掌村、輕井澤快樂泡湯五日遊  

東京時尚五日  



 

 

富士芝櫻祭 

首都圈最大 80 萬株芝櫻群。在 24000 平方公尺的栽植面積裡，大約

80 萬株的粉紅色芝櫻，將廣大的粉紅色美景，深刻地映入您的眼簾

裡！在這邊，粉紅春色、新綠的蒼林與以藍天為背景的富士山，成為

強烈卻又極為協調的對比，美得讓您忘了時間的流逝。深色淺的粉紅

色使您沐浴春風，融化在這一大片春色之中。 

暫訂日期：2015.4.15~2018.5.28。 

註：依開花狀，營業期間如有變更以官方網站內容為主，遇無法參觀

時，改安排山中湖花之都公園替代。 

 

【行程特色】 深入日本北陸及立山黑部，欣賞美景冠絕日本本州的立山風光，讓您深入了解當地歷史、文

化。安排前往日本阿爾卑斯山脈超人氣旅遊點、橫越【立山黑部】。 

註 1：第 25 回立山雪之大谷 WALK，4/15～6/22 開催。 

註 2：黑部立山位於海拔 2500 多公尺，山上溫度大都接近 0 度，請旅客要穿著禦寒衣物保暖。 

 

 

白川鄉合掌村：地處豪雪地帶，再加上山區地形阻絕、形成地域獨特

的風俗文化，至今仍完整保留為日常生活之用，其中以合掌型的茅草

家屋最為著名。1995 年 12 月聯合國文教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以來，

世界各國的觀光客蜂擁而至。 上三之町：有高山小京都之稱。三町是

一之町、二之町、三之町的總稱，是三條近乎平行的南北走向街道，

由數條街道組成的《古町並》，是稀有珍貴的古建築物群。 兼六園：

日本三大名園(金澤兼六園、水戶偕樂園、岡山後樂園)之一，亦是日

本式庭園的典範，三百多年前由前田利家所建，是江戶時代的築山、

林泉、迴遊式庭園代表作，占地約 10 萬平方公尺。 輕井澤：從舊輕

井澤圓環起，約 600 公尺商店林立的街道～輕井澤銀座通，這裡洋溢著宛如東京原宿街頭般熱鬧氣氛的，一

部份街道並列著外國人別墅時代就開業的老店鋪；這裡著名的風景勝地～聖保羅教堂，古典歐式建築佇立於

綠色林蔭街道。 台場：時下日本最富人氣的休閒渡假區域，享受逍遙自在歡樂時光的東京新景～東京臨海

副都心又稱《水上城市彩虹城》，每個區域均有獨自不同特色除了不定期舉辦的展示會外，更結合了不同的

主題樂園遊樂設施、美食廣場、購物廣場等。 本行程中因高雄小港機場無直飛日本中部及北陸地區的航

班，因此車程較一般由中部及北陸地區機場起降的行程遠，各位旅客敬請理解！  

 

 

 



 

 

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8/04/29 

〔星期日〕  
BR108  高雄  成田(東京)  07:00  11:45  

2018/05/03 

〔星期三〕  
BR107  成田(東京)  高雄  12:45  15:4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高雄／成田～富士芝櫻(或山中湖花之都公園)～石和溫泉(或河口湖)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 

富士芝櫻祭：首都圈最大 80 萬株芝櫻群。在 24000 平方公尺的栽植

面積裡，大約 80 萬株的粉紅色芝櫻，將廣大的粉紅色美景，深刻地

映入您的眼簾裡！在這邊，粉紅春色、新綠的蒼林與以藍天為背景的

富士山，成為強烈卻又極為協調的對比，美得讓您忘了時間的流逝。

搭配遠古的傳說，深色淺的粉紅色使您沐浴春風，融化在這一大片春 

                                                                  色之中！ 

暫訂日期：2018.4.15~2018.5.28。 

註：依開花狀，營業期間如有變更以官方網站內容為主，遇無法參觀時，改安排山中湖花之都公園替代。  

 

山中湖花之都公園：位於富士山腳下、山中湖畔，處於海拔一千米的高地，空氣清新，因此花兒開得特別

燦爛。佔地 30 萬平方公尺的花之都公園設有溫室、戶外花田及清流之里三部分，依照四季變換也可欣賞不

同的花卉，如向日葵、繡球花、小雛菊等，天氣好的時後，在藍天和富士山清晰的襯托下，更能突顯花園

景緻的絢爛繽紛。 

餐 食： (午餐) 花壽司點心+飲料(車上享用)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 宿： 
石和春日居 VIEW 溫泉飯店(飯店內自助餐) 或 石和 VIEW 溫泉飯店(飯店內會席料理) 或 河口湖

露櫻溫泉飯店(飯店內自助餐) 或 花石和(會席料理)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飯店～立山黑部(中部山岳國家公園．日本阿爾卑斯山上雪壁絕景)～搭乘六種高山交通工具遊覽

立山連峰～金澤(或富山) 



 

 

 

專車前往中部山岳國家公國的入囗玄關：立山車站，轉乘六種登

山交通設施，最高點到達海拔 2450 公尺的室堂，沿途高山四季

的綺麗景觀，以及工程建設的鬼斧神工之妙，保證令您嘆為觀

止。 

關電隧道無軌電車：扇澤～黑部水庫、黑部湖：從長野縣的扇澤

乘坐無軌電車越過赤澤嶽，就是黑部水庫車站。用於建設水庫工

程的關電隧道穿過山中。徒步 15 分鐘約 800 公尺抵達黑部湖。  

黑部地下電車：黑部湖～黑部平、黑部水庫：在建設暱稱為《黑四》的黑部川第四發電站(全部地下式)時，

攔截御前澤所形成的人工黑部湖。貯水量在 2 億立方公尺以上。西側有立山連峰，東側有後立山連峰，在

聳立的群山間隙中，延伸著翡翠綠湖面。與黑部湖之間用 5 分鐘可達的全線地下式黑部電車相聯結。約 5

分鐘 800 公尺。 

立山空中纜車：黑部平～大觀峰：從黑部平庭園可以望到後立山連峰，立山東壁的岩峰和田地平的樹林。

沿著立山東斜面，黑部平與大觀峰之間由立山空中吊車相聯結。位於室堂相反出口的大觀峰與黑部平之間

是用立山空中吊車聯結起來。從山頂附近向黑部谷一氣直下的生動有趣的立山空中吊車正是一個移動的眺

望臺。乘坐漂浮在空中的吊車可以一享廣闊空中散步。視野寬廣，長達 1.7 公里約 7 分鐘的立山空中吊

車，以無支柱直跨方式，長度為日本第一而自豪。 

立山隧道無軌電車：大觀峰～室堂：約 10 分鐘 3.7 公里。 

立山高原巴士合成巴士：室堂～美女平：在室堂平，被稱為《立山三山》的雄山、淨土山、別山聳立於眼

前。室堂平也是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觀光的中心地，作為立山登山的基點，時常因眾多的來訪者而

生機蓬勃。50 分鐘約 23 公里。 

立山纜車：美女平～立山：駛出立山車站的纜車 7 分鐘就可到達標高差約 500 公尺的美女平車站，由低山

帶到山地帶的森林變化生動地展現於車窗。這裡有美女杉樹，傳說在女人不得進入立山的時代，有破規登

山的尼姑觸犯神怒而被罰變為杉樹。還有被指定為：適於森林浴．日本百選之一的山毛櫸林，此外樹齡有

300 年的巨大立山杉樹等原生林生長於此。  

註：遇人潮過多、排隊時間較長時，則此段交通將彈性調整為巴士。 

註 1：第 25 回立山雪之大谷 WALK，4/15～6/22 開催。 

註 2：黑部立山位於海拔 2500 多公尺的高山，山上溫度大都很低，敬請旅客要穿著禦寒衣物保暖，建議旅

客帶防滑好走的鞋(或加防滑墊)方便行走，以策安全。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立山風味餐+火鍋(4～6 人 1 鍋)JPY1800 (晚餐) 燒烤風味料理 或 日式風

味定食 或 自助餐 

住 宿： 

金澤國際(飯店內自助餐) 或 金澤 EXCEL 東急 或 東急系列飯店 或 APA 富山站前 或 富山 OARKS 

CANAL PARK 或 加賀觀光 或 蘆原溫泉 或 HOTEL FUJITA FUKUI 或 冰見 GRANTIA 或 同級旅

館 



 

 

第 3 天 
飯店～金澤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白川鄉合掌村(世界遺產探索)～高山上三古町～諏訪湖溫泉

區(或孺戀高原或輕井澤) 

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金澤兼六園、水戶偕樂園、岡山後樂園，

亦是日本式庭園的典範，三百多年前由前田利家所建，是江戶時代的

築山、林泉、迴遊式庭園代表作，占地約 10 萬平方公尺。其名引自

宋代詩人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述，名園需兼具符合：宏大、幽

邃、人力、蒼古、水泉、眺望等 6 勝，因而被取名為《兼六園》。 

原本只是金澤城的庭園，後因歷代藩主的多次整建翻修而成為一座迴

遊林泉式庭園，園內小橋飛瀑、石燈籠、亭台水榭，若細心觀賞，將

可發現庭院中的花草樹木所反映的四季風情，春天的櫻花、夏天的蒼蒲、秋天的楓紅、冬天的松雪，每個

季節都有不同的美景。 

白川鄉世界遺產～合掌村：合掌屋是日本最著名的傳統建築之一，古樸的造形，對外國言有如童話中的薑

餅屋，對日本人而言，則是日本人對抗大自然的精神象徵。保留一百多間合掌屋的白川鄉荻町，因位處深

山，從古以來居民們歷經大自然在天氣變化上的考驗而集智慧之結晶，所形成之部落形式，值得以讚嘆的

角度去欣賞。地處豪雪地帶，再加上山區地形阻絕、形成地域獨特的風俗文化，至今仍完整保留為日常生

活之用，其中以合掌型的茅草家屋最為著名。為防積雪而建構的急斜面的茅草屋頂，有如兩手合掌的形

狀，目前尚有 113 棟，屋旁田地園圃交錯銜接，構成一幅濃厚懷古幽情、山間農村的田園景觀，於 1995

年 12 月聯合國文教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以來，世界各國的觀光客蜂擁而至。  

從陣屋步行三分鐘可抵達，有《高山小京都》之稱的上三之町，由數條街道組成《古之町並》，有著古老

的商店街、橋樑、傳統酒店等。在自然與歷史的保護下，每間店舖的外觀建築和內在陳設都保存江戶時代

以來的濃厚古早原味，屋齡大都在百年以上，是稀有珍貴的古建築物群。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定食 或 浦葉風味定食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

理 

住 宿： 
孺戀王子飯店 或 諏訪湖華乃井溫泉飯店 或 萬座王子 或 輕井澤 1130 溫泉酒店 或 輕井澤

GREEN PLAZA 溫泉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飯店～輕井澤銀座通～聖保羅教堂～露天咖啡+蛋糕～免稅商店～台場購物廣場(方便逛街晚餐

自理)～東京 

今早前往輕井澤鬧區，從舊輕井澤圓環起，約 600 公尺商店林立的街道～輕井澤銀座通，這裡洋溢著宛如

東京原宿街頭般熱鬧氣氛的，一部份街道並列著外國人別墅時代就開業的老店鋪。 這裡著名的風景勝地～

聖保羅教堂，古典歐式建築佇立於綠色林蔭街道，您更可以感受到歐風的度假感覺，彷彿置身於歐洲的度

假區一樣；特別安排露天咖啡+蛋糕，您有一整個上午可以暢遊輕井澤，輕盈的轉動、涼爽的清風，幫你

在露天咖啡館點一杯香濃的咖啡再加上一塊美味的蛋糕，讓您跟綠色的輕井澤來一趟美妙的森呼吸。 



 

 

註：遇下雨天或是天氣較冷無法在露天咖啡館時，則改為室內咖啡廳贈送輕井澤著名的摩卡咖啡一杯+蛋

糕。  

東京免稅商店：您可以在此選購您需要的商品。 晴空塔(車窗內欣賞

東京晴空塔)：位於東京都墨田區，矗立於東京灣隅田川口，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已被金氏世界記錄正式認證為世界最高的高塔。新

鐵塔高 634 公尺，比現在 333 公尺高的東京鐵塔幾乎高出一倍，成

為日本的新地標。東京晴空塔，施工工期約為 3 年半，初期的投資

金額為 600 億日圓，開業前還要再花 50 億以上裝修，總金額將高達

700 億日圓(約台幣 250 億元)左右。 

前往有《日本香榭大道》之稱的台場～時下日本最富人氣的休閒渡

假區域，享受逍遙自在歡樂時光的東京新景～東京臨海副都心又稱

《水上城市彩虹城》，每個區域均有獨自不同特色除了不定期舉辦的展示會外，更結合了不同的主題樂園

遊樂設施、美食廣場、購物廣場等，開幕到如今，從初期的乏人問津到現在人氣的匯集，現已成為年輕人

相約的所在地，其所散發出魅力，深深吸引了無數大眾，足以讓人流連忘返。 

DIVERCITY TOKYO PLAZA：以《劇場型都市空間》的設計理念，充分利用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地東京臨

海副都心地區的優越立地條件，為國內外顧客提供購物、休閒遊玩及舒適的空間，讓顧客親歷驚奇和感

動，因此而將成為東京的新景點。商場集結各種世界知名品牌、國內外的休閒品牌和充滿個性，獨創性品

牌等，各種對時裝潮流敏感的品牌以外，在購物之餘還能夠體驗各種大規模的娛樂設施。 

註：本日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 宿： 
東京灣希爾頓飯店(標準房) 或 東京灣喜來登 或 東京巨蛋(TOKYO DOME)飯店 或 新宿京王廣場

飯店 或 東京 PARK TOWER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東京～機場／高雄 

在與導遊約定好的時間地點集合，返回飯店領取行李，專車前往機

場，搭機返回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註 1：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保證行程會

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

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機上輕食 

住 宿： 溫暖的家 
 



 

 

高雄市鳴鳳獅子會 

★日本黑部立山輕井澤溫泉饗宴五日★ 

出發日期:107年 04月 29日(日) 
 

☆團費優惠價：44,800元☆ 
 

☆包含： 

一、 服務費：NT$ 1500元/人(司機+導遊) 

二、 特別安排入住 2晚溫泉飯店 

三、 ★特別安排~利用六種不同交通工具欣賞立山黑部  

 峽谷連峰之美★ 

四、 獨家提供耳機導覽，供貴賓使用 

五、 特別贈送：輕井澤特色摩卡咖啡一杯+蛋糕 

六、 安排飯店溫泉迎賓料理 或 迎賓總匯自助餐 

七、 保險(5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險+20萬醫療險) 

八、 機場稅+燃料費 

 

☆不包含： 

一、新辦護照費用$1500 元 

二、床頭小費、行李小費 

三、額外旅遊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