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加賀屋楓彩、立山上高地合掌村、兼六園彥根城購物 4
日
彥根城、玄宮樂樂園、帝皇之宿加賀屋、金澤兼六園

【行程特色】
 【長榮航空小松包機僅 4 席
（商務艙座位+經濟艙餐食服務）
，優惠來回加價 NT3000
元/人，不適用貴賓室、無里程累計及無行李加重，如有需要請與客服人員洽詢。】
 極緻和風溫泉旅館“和倉溫泉加賀屋”，38 年榮獲百選溫泉旅館冠軍寶座，“日本第
一” 封號。 擁有百年歷史，更是日本天皇每年指定泡湯度假之地，故又有『帝王
之湯』的美譽。帶您一起深入日本文化、體驗貴族般享受，領略它的魅力所在。享
用日式懷石豪華料理美食，特別安排鬼面太鼓 SHOW。
 於 2009 年 3 月發行「Le Guide Vert」旅遊指南日本篇『米其林．綠色響導．日
本』，將日本全國多處景點列入評鑑，其中約有 100 處被評鑑為三顆星【得專程前
往遊訪】的主要觀光景點地。
 遊覽日本中部、北陸地區，內容豐富且具休閒性質，不論初訪或重遊均為首選。
 全程包含 3 次早餐於飯店及旅館內享用，3 次午餐（包含輕食便當）
、1 次晚餐（包
含發餐費）。
 飯店住宿條件：名古屋市區之 B 級飯店 1 晚。
 日本地區獨有的溫泉文化，因此住宿飯店變成是旅遊中一大特色。溫泉區採用百選
溫泉和倉加賀屋、白馬溫泉鄉之 A 級飯店 2 晚，因此等級與料金都會比較高，是
希望讓貴賓住的更享受舒適（非市場上只接受外國團體之平價飯店）
。
 特色美食料理： 飛驒牛燒或合掌村鄉土餐、飯店內享用豪華自助餐，日本百選和
風旅館加賀屋之豪華懷石晚餐。
 重點旅遊景點： 日本四大國寶城‧彥根城&玄宮園、層層楓紅立山黑部‧日本阿
爾卑斯風光、神鄉上高地渡假勝地、米其林三星地～名園之首兼六園及世界遺產合
掌村。
 北陸地區週間氣侯預報

 【紅葉之國】日本所謂的「紅葉」是指楓紅，日本位處溫帶地區，因此在秋天有許
多樹木都會變紅。 《紅葉》是日本人對秋日裡由綠轉黃、由黃變紅之變葉林的泛
稱，這些樹木總在秋天裡施展滿身繽紛，使日本的天然景緻更詩情畫意。每年的 9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紅葉以飛快的速度由北而南地變換了衣裳，在秋意襲人之際，
色彩層次深淺繁複的「紅葉」營造出如詩如畫的景緻。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1天

桃 園

小松市

長榮航空

BR1126

09:10

13:00

第4天

小松市

桃 園

長榮航空

BR1125

14:00

16:20

Day01

桃園日本北陸地區‧小松空港→彥根城【日本四大國寶
城】、玄宮樂樂園【近江八景】→榮町&名古屋車站‧百貨
公司精品店地下街（自由逛街購物）→住宿飯店

今日帶著一顆興奮的心，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日本北陸地區的石川縣，抵達「小松空港」。
→出關後，首先搭乘專車前往屬於日本僅存四座木造城堡之一的【彥根城】
，別名為金
龜城，是日本指定的國寶與國家古蹟。1987 年開幕，展示彥根城城裡的文物，藏有約
6 萬 5 千件重要文物，包刮井伊家歷代征戰所用的朱紅盔甲、刀劍。以及能劇面具、茶
道具、書畫等藝術品；最重要的是也保存了彥根城自興建至今所能找到的繪圖和文獻。
由水戶市贈送的黑天鵝群也開始在彥根城的護城河中生活，成為民眾餵養、觀光客取
景的一角。井伊直弼童年在彥根城中居住之地被稱為「埋木舍」也是保存的史蹟之一。
並參觀位於彥根城東北部的大池泉回游式舊大名庭園，
【玄宮樂樂園】被指定為國家指
定名勝。模仿中國的瀟湘八景而建成了近江八景。將樹木和岩石巧妙分佈，位於中心
部位的池塘中有四座小島和九所小橋，池畔林立著臨池閣、鳳翔台、八景亭等富有情
趣的建築物。巧借彥根城之美麗景色，春賞櫻花，夏有菖蒲和蓮花，秋季更是楓葉似
火。鳳翔台原本是為了招待彥根藩賓客的客殿。
→安排前往【榮町百貨公司名牌精品店、地下商店街】位於名古屋市區的中心點，是
購物與夜生活的主要地區。附近幾家大型百貨公司諸如：三越百貨、松阪屋百貨…等
以及各國名牌精品店林立，廣大的榮町公園下方是整片的地下商店街，以及各式餐館
和紀念品；是名古屋著名的購物天堂，現代商品一應俱全。 或 【名古屋車站百貨公

司、地下商店街】是名古屋商業中心的所在地，周邊有廣受好評的 JR 高島屋百貨及近
鐵百貨，車站內還有數家大型家電量販店及新幹線地下街，另外與車站相連的四大地
下街區，美食、雜貨、時裝、配件等，商品種類豐富，齊聚一堂。
今晚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
早餐 X
午餐 飛機上精緻套餐
為方便逛街～每人餐費 2000
晚餐 日圓

住宿 Hotel
名古屋 城堡 PLAZA HOTEL 或同級

免稅店購物→白川鄉合掌村【米其林評鑑三星景點、世界
文化遺產】→神之故鄉上高地（路經大正池、眺望穗高連
Day02 峰、河童橋）
早餐後，專車前往免稅店，您可以自由選購您所需要的物品或禮品餽贈親友。
→爾後前往【白川鄉合掌村】白川鄉遺世而立的古老村莊，至今仍保存著古色蒼然的
合掌風格，古建築之純樸典雅之美，有如童話般的浪漫村落已然成為遊客流連忘返的
世外桃源，更是攝影愛好者拍照首選。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登錄為世界文
化遺產，保有日本傳統建築技術與聚落文化的合掌村因此聲名大噪。
→接著前往有阿爾卑斯美譽的聖地【上高地】（約 4/17～11/15），被日本人視作神的
故鄉，因長期與外界隔離，蘊藏了極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成了大自然良好的生態棲息
地。位於長野縣西部的景點，是標高約 1500m 的盆地，被指定為國家文化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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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本阿爾卑斯
美譽的聖地，成為日本著名自然景觀豐沛的休閒勝地。而搭建在梓川上的河童橋，現
已成為上高地的標誌，為木製的吊橋；站在橋上看著眼前聳立的穗高連峰，遠眺南面
燒岳裊裊上升的白煙，被稱為上高地最好的風景。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住宿 Hotel

飛驒牛燒料理／合掌村鄉土

穗高 VIEW 或同級（入住溫泉溫泉飯店以 2 人一
餐
室為主）
飯店內享用豪華自助餐 或
晚餐 日式會席料理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七樣交通工具體驗）
：扇澤→
黑部水壩【觀光放水 6/26~10/15】→黑部湖→黑部平→大
Day03 觀峰→室堂【秘湖散策】→美女平→立山→帝皇之宿加賀
屋（鬼面太鼓秀）
早餐後，專車前往立山國立公園（約 4/15～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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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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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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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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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讓您感受不同的立
山風貌。→於大町專車前往扇澤。→續乘座關西無軌電車經過全長 6 公里東洋第一的
山洞隧道，至世界四大高山水壩『黑部水壩』
，其建構之宏偉，令人瞠目結舌，並涉步
水壩上游。→搭乘黑部地下纜車抵達黑部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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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千年積雪及原始森林至大觀峰。→再換搭立山隧道巴士
至室堂，乘坐立山高原巴士經由彌陀原欣賞高原景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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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安排夜宿於【帝皇之宿‧加賀屋】與能登島遙遙相望的和倉溫泉。逾有百年歷史，
耗資數百億日幣興建之其各種美崙美奐的硬體設施，佳評如潮的親切服務絕非一朝一
日浪得虛名，日本第一，其來有自。特別安排：晚宴時觀賞日本鬼太鼓 SHOW
【入住百選加賀屋特別報告】
●同組旅客之配房不論性別將以 4 人～5 人一室做安排，無法落單 1 人與他組團員配
房，敬請見諒！
●若為單人報名且無法與同性團員配房時，將會特別安排本陣/客殿房型單人入住&請
補差額 NT7000 元，無法接受此條件的旅客請勿單人報名。
●不論房型皆安排 4 人～5 人一室，若您有需求加價升等 2 人或 3 人一室（依訂單需
求順序而非報名順序），本公司會於出發前 7 天告知業務是否需求成功。

早餐 飯店內早餐
住宿 Hotel
立山黑部御膳+山菜鍋(4~6 人 帝皇之宿 加賀屋-客殿 (溫泉飯店以 4 人～5 人
午餐
一鍋)
一室為主) 【38 年榮獲日本和風百選飯店第一
名】 需求 3 人一室，每人加收 NT1000；需求
飯店內享用鮑魚跳舞燒之豪華
2 人一室，每人加收 NT2500；不接受需求單人
晚餐
懷石料理+鬼面太鼓 SHOW
房

Day04

金澤兼六園【米其林評鑑三星景點、日本名園之首】→小
松空港台北

1. 早餐後，整理行裝。→專車前往日本三大名園之首的【兼六園】
，可以說是江戶時代
的林泉回遊式庭園的代表，亦是日本式庭園的典範。名為兼六，其實是取自於中國
宋朝詩人李格非所著的「洛陽名園記」所述，因園中兼具有《宏大、幽邃、人力、
蒼古、水泉、眺望》等六大優點而著名；與曲折流水相映之美及冬季的傘松更具代
表性。
→安排前往小松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溫暖的家－台北，結束此次在日本愉
快難忘的 4 日遊。～ SWEET HOME ～
住宿 Hotel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車上享用）日式輕食 附飲料

晚餐

飛機上精緻套餐

甜蜜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內陸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年 10 月 01 日

每人團費

$31,900 元

訂金：8,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
費用包含

旅責險+20 萬意外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足 70 歲貴賓,只能投保
200 萬+20 萬)。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
費用不含

開銷、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250 元)、機
場來回接送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