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5/16.23 團費：每人/NT39,900 元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單人房差：NT12,000 元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JL812 高雄 成田 09:30 14:10 

第五天 JL811 成田 高雄 18:00 21:10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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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成田機場 (約 3H)安曇野大王山葵園農場(山葵的家鄉，黑澤明電影

拍攝地) (約 1H)松代溫泉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都市～東京成田空港。 

【東京】這座國際大都市，近來成為亞洲流行文化的發源地。在很多亞洲年輕人的眼裡，東京是一座充

滿活力和時代感的城市，它總是走在流行的最前線。沿著不同路線來看東京，你會發現它的許多不同風

貌，街頭不斷創新造型的年輕人、一棟接一棟蓋起來的 Shopping Mall、一家又一家風格各異的店，會

讓你讚嘆不已。熱鬧之餘，東京也有文藝的、美麗的、古樸的各種風貌，想看遍各種東京還真不容易呢！ 

【安曇野大王山葵園農場】位處日本阿爾卑斯山麓田園景緻明媚的安曇野，如曾看過日本國寶級導演黑

澤明大作，該影片定會對那悠悠翻轉的水車小屋，夾道落英黃華交陳的田園風光，留下不可抹滅的深深

影像，而該片的拍攝的舞台便是在此，河流輕流溪水聲，鄉間優美的景色交織之處會讓您感覺如置身在

安祥的懷抱中，為您此次的旅遊憑添些許醉人的浪漫風情；往安曇野山葵園參觀，由於這裡的氣候及土

壤非常適合種植山葵（WASABI），所以山葵到處可見，特別是此處的山葵體形較大，有大王山葵之稱。 

(早餐) X X X  (午餐) 日式定食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松代 ROYAL 或同級 

第2天 松代(約 1H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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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H15 分)礪波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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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部的４個餐廳（立⼭餐廳、⼤觀峰餐廳、⿊部平餐廳、彌陀原飯店）⾏程中會在適當的場所和

時間內，提供午餐，"彌陀原飯店"無法提供與其他餐廳同樣的九宮格便當，但料理內容相同。 

【備註】： 

※【 雪の大谷】散策預定於 2019 年 4 月 15 日～6 月 22 日期間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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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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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立山九宮格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礪波 ROYAL 或同級 

第3天 礪波溫泉(約 40 分)金澤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約 1H15 分)白川鄉合掌村(世界

遺產)(約 1H)牧歌之里花田牧場(搭遊園火車賞四季花卉、牧場風光＋贈送鮮乳牛奶冰淇淋)(約

40 分)飛驒高山古街(三筋町小京都)(約 3H30 分)蓼科溫泉 

【金澤兼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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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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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歌之里花田牧場】位於標 1000 公尺的 HIRUGANO 高原，是以花田、牧場、工藝為主題的高原主



題公園，廣闊的高原，豐富的四季自然風光，嚴寒的冬季過後，春天至秋天盛開著不同花卉的花田，5

月～鬱金香、芝櫻、水芭蕉‧6 月～香草、花菖蒲、玫瑰花‧7 月～薰衣草‧8 月～俄羅斯鼠尾草‧9 月 10 月

～大波斯菊、千日紅。 

【飛驒高山古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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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高山飛驒牛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圍爐裏會席料理 

住宿：蓼科 PARK 或同級 

第4天 蓼科(約 1H30 分)鬼押出園(與義大利的維蘇威火山、鹿兒島的櫻島火山並稱世界三大奇勝)(約

30 分)輕井澤(東方小瑞士)～聖保羅教會(輕井澤最古老的教堂) (★贈送~騎自行車或歌劇咖啡二擇一) 

 (約 2H30 分)免稅店 (約 5 分)台場～(途經)彩虹大橋 (約 1H15 分)成田 

【鬼押出園】於天明 3 年淺間山所噴出的火山熔岩所形成的【鬼押出園】，此名稱是因火山口看起來就像

鬼所推出來的一樣，寬為 3 公里、長為 12 公里之熔岩地帶。在熔岩台地的高台上有一觀音堂為鎮護，

庇佑那些因淺間山噴火而亡的人們。與義大利的維蘇威火山、鹿兒島的櫻島火山並稱世界三大奇勝。園

內還有淺間火山博物館。 

【輕井澤】日本皇族保健修養勝地~輕井澤，優美的湖光山色零星的洋式豪邸，令遊客置身於中歐鄉間

的悠閒自在。輕井澤別名小瑞士，日本人一生夢寐以求的別墅區。許多日本文學家如川端康成、堀辰雄、

室生犀星等的作品都提及輕井澤的美，歷久不衰。更是明仁皇太子與美智子渡假時的邂逅之處。輕井澤

的主要街道─輕井澤銀座，在 600 多公尺的街道上沿途商店，餐廳並排，觀光客雲集。以此為起點，輕

井澤最古老的教會SHOW紀念禮拜堂、英國神父所設立的聖保羅教會，都在輕井澤銀座大街兩側的深處，

步行約 10 分鐘左右。這一帶幹松林立，秋天的紅葉相當美麗壯觀。 

※輕井澤騎自行車：是日本皇族保健修養勝地，優美的湖光山色零星的洋式豪邸，故別名東方小瑞士。

輕井澤的主要街道─輕井澤銀座，在 600 多公尺的街道上沿途商店，餐廳並排，觀光客雲集。騎乘自行

車漫遊輕井澤，優美的森林搭配洋式豪邸或古典教堂建築，形成浪漫唯美的畫面。 

【免稅商店】您可以在此選購您需要的商品。 

【台場】位於東京灣的人造陸地上的台場，可以展望彩虹大橋與東京鐵塔，自由女神像是台場的象徵，

為東京最新的休閒娛樂場所，也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觀光聖地。受到人們喜愛，尤其是年輕人的青睞。

台場的取名有這樣一段來由：1853 年，美國人貝利率船隊來到日本，當時東京還稱江戶，由於防衛上

的緊急需要，匆忙趕制了海上砲台設置在此禦敵，從此這裏便稱爲台場。 

【彩虹大橋】「彩虹大橋」銜接台場與芝浦的美麗橋樑，是台場的標誌，也是日本偶像劇的聖地，曾經以

此為背景的偶像劇真不知有多少，讓這座橫跨在東京灣的白色吊橋成了代表永恆不渝的定情橋。橋樑的

高速道路旁設有「彩虹散步道」，可以眺望東京港美景。每到黃昏，更會有 444 盞燈同時點亮，因季節

時間而風情萬種。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MARROAD 或同級 

第5天 成田小江戶佐原水鄉遊船房總村(日劇仁醫拍攝地，漫步 150 年前舊日本風景)成田

AEON 購物商城成田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佐原古街遊船】享有小江戶美稱的【佐原】，蜿蜒穿流過市鎮的小野川，河岸垂流綠意盎然，妝點著繽

紛花卉，來到佐原市中心區，宛如跌進古建築、老商店林立的時光隧道。佐原水鄉，根本就是一個活的

博物館，沿著老街徒步漫遊，佐原最具歷史的老商號，幾乎都築建在小野川兩岸街道，河上欣賞固然優

美，卻不如走進佐原歷史來得有味，古古的書店、家具店、販賣醬物的雜貨店，或釀酒廠，都很有特色，

至今仍然保持營運，也不乏以老建築經營的咖啡館。 

【房總村】再現 150 年前日本房總地方（包括成田機場的房總半島一帶的地區）的村莊情景、武士住家、

農民住家等當時 18 世紀~19 世紀之古代街道的原貌。商店的 2 層為陳列室，展出城鎮居民生活的有關

資料。(※逢周一或例假日之次日休園則取消參觀)。 

【成田 AEON MALL JUSCO 購物廣場】超大型綜合購物娛樂商城，各種吃喝玩樂設施與商電應有盡有。

包括大型 JUSCO 超市、日本品牌服飾店、鞋店、日用品雜貨店、唱片行、書店，台灣人熟悉的無印良品、

松本清藥妝店，各式餐廳、咖啡、點心店…等這裡皆有，在此可輕鬆舒適的享受 SHOPPING 樂趣。 

由專車前往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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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 機上輕食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及

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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