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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白川合掌村點燈之夜五日遊 
《全程無購物行程、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購物行程，節省旅遊時程，安排新式遊覽巴士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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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 新特麗亞飯店 或同級 

    

富山：EXCEL 東急飯店 或同級 

    

高山：奧飛驒平湯溫泉岡田旅館 (Okada Ryoka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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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縣：恵那峽格蘭飯店 或同級 

    

●旅遊參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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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名古屋 

參考航班：台灣虎航 IT268 13:25/17:25【每週三、六飛】 

行       

程         

內

容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長榮航空直飛航班飛往日本

中部都市—【名古屋】。 

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日式涮涮鍋 

/住宿飯店：中部國際空港 新特麗亞飯店 或 榮東急 REI 或 名古屋國際  或  名

古屋 CASTLE 或 D-CITY 或 名古屋 LEO PALACE  或  名古屋 MYSTAYS 或 名

鐵格蘭飯店  或 名古屋 VISTA  或  名古屋王子  或 名古屋東急  或 名古屋

HILTON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飯店→《約 203公里，車程 3小時》→高山・三之町江戶古街散策 (米其林

評鑑三星景點)→《約 50 公里、車程 1.2小時》→特別企劃・世界文化遺產

・白川鄉合掌村點燈 Light Up！(米其林評鑑三星景點) 欣賞一年一度合

掌村點燈秀→《約 203公里，車程 1.3小時》→富山或金澤飯店 

行       

程         

內

容 

【飛驒高山三之町古街】高山的美，美在簡樸有特色。像是綿延約 400 公尺長的三

町古街，就散發著一股無與比擬的好味道。黑色木製的格子窗櫺、有點古意的店家、

穿梭於巷弄間的人力車....再再營造出此地才有的氛圍。實際上三町是過去高山的老

城中心，環境古雅、建築老式，一長排細方格屋簷下，小水溝流水潺潺，造酒屋前

掛著杉葉球的酒林，百年老店比比皆是，充滿著情趣的舖子鱗次櫛比，各式各樣的

傳統陶瓷手工藝品、餐廳、喫茶店應有盡有，靜靜等候您觀賞品味。逛一圈三町古

街，一路上又吃又喝又逛，還可以買齊高山所有的工藝品和特產；悠閒地散著步，

很愜意也很古意，可以體會為何高山會如此令人深深著迷。 

【漫步童話世界－合掌屋聚落散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白川

鄉荻町合掌村」(可點選此處進入連結)保留了完整的日本古老文化，同時仍然實際

擁有居民，被旅人列為此生必遊之地。有 200～300 年前所留的合掌式造作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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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地可了解文化歷史背景的來源。 

【合掌造】因德國建築學者布魯諾陶德的著作日本美的再發現，而引起全球驚艷，

書中讚譽合掌造為「極合乎邏輯的珍貴日本庶民建築」。何謂「合掌造」顧名思義就

是聚落住屋的頂部，整齊畫一地呈陡削的三角造型，避免凍結沈重的積雪壓垮屋頂

甚至破壞建築結構。飛驒地區由於嚴寒，過去的人多穴居，出口再以有如兩手合成

三角形的合掌遮蔽，後來脫離穴居後，雖改住小屋，但在考慮擋風抗大雪的情形下，

三角形合掌頂利用茅和篙等飛驒特有的建材，漸漸形成目前合掌造的基本形態。頂

覆茅草的合掌造家屋，雖堅固實用，但每隔三、四十年就必須更換老杇的屋頂茅草，

而換茅草屋頂可不只是一家人的事，而是出動全村人來幫忙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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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2020 年白川鄉點燈之夜】 

●【已公佈】白川鄉合掌村點燈日期如下~1/13、19、26、2/02、09、16。 

今晚重頭戲，一年一度白川鄉合掌村點燈之夜，站於高處看著雪白美景下的恬靜村

落，在精心打造的燈光投射下絕對讓您驚喜感動，不管你是不是攝影人張張照片都

令人稱讚，也難怪白川鄉合掌村被稱為「北國白色童話世界」。 

★★★參觀點燈注意事項，敬請了解與配合，如有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1. 點燈時間：17:30∼19:30★因天候與日落時間等因素影響，有時可能提前、延後或

取消點燈秀! 

2. 服裝穿著注意：請務必準備防寒、防水性能佳的衣物，以及防滑的鞋子與手電筒。 

3. 隨身必備物品：手套、毛帽、圍巾、雨具（雨傘或便利雨衣），貼心提醒您，怕

冷的旅客可另攜帶暖暖包，在冬季下雪時，因為路面非常變得容易滑，請準備好

走的鞋子或止滑鞋。 

4. 個人注意事項：白川鄉因嚴格維護周邊環境，合掌屋是不耐火的建築物，嚴禁路

邊抽菸或亂丟菸蒂。請尊重當地禮儀，在指定的吸菸場所吸菸。 

5. 合掌聚落內並未設置垃圾桶，請遊客將垃圾自行帶回。 

6. 雪(冰)上行走，請小心使用嬰兒車、腳踏車、輪椅等工具；同時小心注意冰柱掉

落及道路兩旁之水溝蓋。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飛驒牛壽喜燒御膳￥2000  

晚餐：合掌村~白川鄉忠兵衛鄉村日式套餐 

/住宿飯店：富山 EXCEL 東急飯店 或 富山 DORMYINN 飯店 或 富山 APA 或 金

澤國際飯店 或 金澤 WING 飯店 或 金澤 DORMYINN 飯店或金澤 vista 飯店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約 65 公里，車程 1.2小時》→金澤市~【日本三大名園】兼六園‧

冬季雪吊松為特殊景觀、石川門(贈送金箔冰淇淋每人一只)→近江町海鮮市

場→東茶屋街→《約 137 公里，車程 3 小時》→平湯飯店 

行       

程         

內

容 

【兼六園】位於日本石川縣金澤市的兼六園，是日本極少數兼具寬廣腹地及美景的

林泉迴遊式的大庭園，原是 17 世紀中期加賀藩藩主前田家在金澤城外郭建造的私

人庭園，名為「蓮池庭」。這座庭園占地約 3 萬坪，耗時 180 年才建成，隨處可見的

創意與巧思，映襯著春夏秋冬的不同風情，是江戶時期的代表性庭園，與石川縣水

戶市的偕樂園、岡山縣岡山市的後樂園並稱日本三大名園，也是日本國家指定的特

別名勝。 兼六園之名出自中國宋朝詩人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其內述的「宏大、

幽邃、人力、蒼古、水泉、眺望」正好是兼六園的 6 種特質，然而這座園林不僅此

而已，它會隨天氣晴雨、四季變換而產生不同景觀，如春櫻、夏綠、秋楓、冬雪，

而初春時競相綻放的梅花也是一絕，逾 5000 株花木與小橋、飛瀑、石燈籠、亭台、

曲水、霞池…等，都值得一一細賞。 

【金澤城遺址～石川門】位於【兼六園】的對面，是百萬石大名前田家模仿豐臣秀

吉的大阪城建造而成。壯麗的天守閣在 1602 年因遭雷擊而焚毀，其後雖然又修造了

5 層的箭樓，但卻沒有再造天守閣。後來屢遭火災，特別是 1881 年的大火，將城內

建築幾乎全部燒光。現存的只有城牆和石川門等少數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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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近江町海鮮市場】位於金澤市中心，近江町市場從 18 世紀中期開設以來，超過

280 年的歲月支持著金澤的飲食文化。這裡有賣日本海新鮮魚產、「金澤蔬果」的蔬

菜水果店、乾貨海產店，以及日常用品的雜貨店、飲食店等 170 家的店舖在此營業。

每當 11 月時，店家會擺滿產於日本海的螃蟹、鰤魚、甜蝦等等，都是在日本國內得

到高評價的魚產，市民與觀光客在這個時期絡繹不絕。特別在此安排自由食，您可

自由選擇喜愛的海鮮風味料理，品嘗日本海產的美味。營業時段：～早上 8 點至～

傍晚 6 點（根據店家不同） 

【東茶屋街】茶屋是日本傳統娛樂飲食場所，在江戶時代是個可以觀賞藝妓舞蹈及

聆聽音樂的地方，讓上流社會流漣忘返之地。茶屋的特徵是在當時僅有最高級官員

家宅邸才能建的二層式木造竹建築和成排的細格子門窗，讓整條街顯得古色古香，

靜靜遙想昔日歌舞昇平的年代。東茶屋街以具有歷史價值的茶屋街之姿與京都祇

園、主計町茶屋街齊名，被指定為日本國家文化財。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近江町海鮮市場自理~發現金券￥1000 

晚餐：飯店旬彩會席料理 或 和洋百匯自助料理 

/住宿飯店：平湯溫泉 岡田旅館 或 平湯溫泉 中村館 或 穗高莊 山 HOTE 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約 18 公里，車程 30 分鐘》→奧飛驒高山屋脊．新穗高空中纜車~

季節限定．北阿爾卑斯．雪之迴廊．千石園地 →滑雪場(雪盆體驗)→《約

122公里，車程 3小時》→木曾古道・妻籠宿→《約 33公里，車程 50分鐘》

→惠那峽展望台→惠那峽溫泉 

行

程

內

容 

【新穗高空中纜車】是日本最早的雙層纜車，共分為 2 段，全長 3200 公尺、落差

1039 公尺的纜車道，為亞洲第一。第一段從新穗高溫泉至鍋平溫泉約 5 分鐘，此段

最大的特色為有大片落地觀景窗來欣賞雄偉的山岳；第二段從白樺平至千石平的西

穗高口約 7 分鐘，於空中漫步感受巍巍聳立的山峰，充滿神秘不可思議的魔力。從

西穗高口的展望台能 360°眺望槍之岳和西穗高岳等北阿爾卑斯的群山，宛如身置雲

端，壯觀的飛驒山脈奇景堪稱一絕！位於山頂標高 2165 公尺的【千石園地】，有超

過 2 公尺高的雪壁迴廊（1 月上旬～3 月中旬）；位於鍋平高原的【白銀雪遊廣場】，

自由體驗雪盆體驗、堆雪人及打雪仗的樂趣（1 月上旬～3 月中旬） 

【妻籠宿古道】是中山道第 42 番的宿場（中山道六十九次），領先於全日本，此處

是最先開始保護古街道的小鎮，所以與其他驛站街道相比，江戶時代的情趣與氣氛

更濃。保管完好的建築分列於街道兩旁，如漫步於驛站內，則有種時間停留於江戶

時代的感覺。 

【惠那峽展望台】惠那峽由地理學者志賀重昂命名，是一巧妙調和自然與人工之美

的峽谷。豐富多樣大自然風貌不限於壯麗山水：細波公園約 200 株櫻花、杜鵑花及

紫藤花在春天齊放；深綠又通紅的惠那峽大橋在夏天特別耀眼；秋天，楓葉彩繪平

靜的湖面，如詩如畫的世界呈現眼前；冬雪時周邊染成一片銀白的樹林襯以湛藍的

川水，亦令人讚嘆。一年四季都可享受到惠那峽的魅力。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御膳料理￥1600  

晚餐：飯店旬彩會席料理 或 和洋百匯自助料理中式合菜 

/住宿飯店：惠那峽 格蘭飯店／ 湯快度假集團 惠那峽國際酒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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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飯店→《約 84 公里，車程 1.3 小時》→名古屋榮町都會區逛街購物、金鯱

橫丁→《約 89公里，車程 1.3 小時》→名古屋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台灣虎航 IT269 18:15/21:10【每週三、六飛】 

行       

程         

內

容 

【名古屋榮町都會區逛街購物】榮是名古屋最具指標性的時髦都會區；這裡匯集了

三越、松板屋等近 10 多家日本知名百貨公司，以及 PALCO、太陽城榮(SUNSHINE 

SAKAE)、NADYA PARK 等大型購物中心；結合了購物、飲食、交通與觀光等多重功能

的名古屋知名摩登建築「綠洲 21」(OASIS21)更是位於由榮車站近在呎尺的位置；引

領名古屋尖端時尚款式及流行風潮盡集中在這個區域，加上，近年來歐美高級品牌

相繼開幕，也讓榮成為日本國內數一數二的高級品牌區；超過 50 家的商店及餐廳

聚集於廣闊的地下街，東西精緻又便宜，是名古屋購物及享受美食的人氣地點，使

得此地人聲鼎沸、川流不息，非常的熱鬧。 

【金鯱橫丁】2018 年 3 月開幕的名古屋最新景點～「金鯱橫丁」，是重現江戶時代

城下町繁榮景象的美食街，由正門和東門附近兩條美食街構成。「義直街」位於正門

附近，德川義直是尾張德川家的初代藩主。這裡以“傳統・正統”為主題，傳統的

具有江戶風情的木造長形房屋內，進駐了鰻魚三吃、味噌燉煮烏龍麵等 12 家代表

性名古屋美食餐廳和禮品店。「宗春街」位於東門附近，主題是“創新・變化”。名

字取自以喜愛奢華著稱的第七代藩主德川宗春。緊貼主題的現代風格建築內進駐了

金箔冰淇淋、使用自產自銷的創意菜餐廳等 7 家新銳料理店。有的店鋪還在大津通

側和名古屋城側設有露台餐位，景觀相當不錯！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金鯱橫丁自理~現金券￥1000  晚餐：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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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台灣虎航之注意事項 .★ 

1.每位旅客含有 20 公斤托運行李 + 10 公斤隨身行李(註 1) 

註 1:每位乘客皆可攜帶 1件手提行李，三邊尺寸小於 54cm x 38cm x 23cm (上述尺寸

包含輪子及手把等外部突出物)與 1件個人隨身物品，如：手提包、電腦或免稅商品等，

共計 2 件，總重量不得超過 10 公斤。惟自 2018 年 10 月 28 日起出發的旅客，將於登

機口接受檢查，若手提行李超過上述限額，且未於機場報到櫃台進行託運者，需於登

機口支付登機門託運行李費用，每件收取新台幣 NT$1,000元整。 

2.機票費用含機上餐食費用 

3.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更改日期，無退票價值，亦不可改名或換人  

4.請旅客務必提供正確護照拼音、效期、號碼、性別、出生年月日及其中一位旅客的聯

絡電話若提供錯誤資料造成費用產生需自行負擔 

5.旅客需於起飛前 2.5 小時至地面代理航空櫃台辦理報到手續，地面代理櫃台會於起

飛前 1小時關櫃，不受理報到，敬請留意機場報到時間 

6.台灣虎航通知若非人為因素，例如：颱風、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因而航班時間變動

或取消，台灣虎航不承擔賠償旅客損失責任遇此狀況，台灣虎航將協助旅客更改航次，

以利行程順暢。台灣虎航保留航班時間調整及辯更之權利 

7.台灣虎航公告：因飛行安全考量及法規限制，台灣虎航規範每航班嬰兒人數上限為

10名。 

如欲攜帶 2 歲以下嬰兒同行〔以參加之行程返國日計算〕，煩請提供嬰兒及同行者名

單，待服務人員與台灣虎航回覆   

訂 OK後，方完成訂位。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敬請留

意。 

 【行李加購】： 

＊單程加價行李：5公斤每人 NTD$ 200 元；10公斤每人 NTD$ 500 元；15公斤每人

NTD$ 800 元；20公斤每人 NTD$ 1,150 元。 

￭台灣虎航自 2018 年 10 月 28 日起將取消預購 50-80 公斤的大額度行李託運服務，每

位旅客的最高預購行李託運上限為 40公斤， 

每公斤的超重行李費率，將由現行的每公斤新台幣 700元調降至每公斤新台幣 500元。 

*以上費用說明若有異動，將依航空公司最新公佈消息為準* 

*請於開票前告知，恕不接受開完票再告知，逾時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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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9 年 02 月 08 日‧星期六 

◎每人費用：40,600 元，現金優惠價 39,8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 元 

※報名人數未超過 25 人以上，則安排中型巴士搭乘，不需再補車資。 

▲費用包含：  

1.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三百萬旅遊責任險、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3.膳食：早餐四餐、午餐四餐、晚餐四餐。 

4.全程飯店安排二人一室住宿。 

5.行程表中所列門票 

6.全程司機、導遊隨團服務費，每日NT:250*5天=1,250元。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NT$：1400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3.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請

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10,5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不

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滿十四歲請附身分證正本。 

6.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7.初次辦理護照者請申請者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8.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