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特別企劃】

星野 RISONARE 山梨八岳‧紅酒與富士山時尚度假 5 日
森林中海洋游泳池、甜椒小路、星野榆樹街小鎮、保證入住星野集團飯店

【特色安排】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東京成田班機，安全舒適又省時。
保證入住 星野集團飯店：Risonare 山梨八岳時尚度假飯店。
瑞士「輕井澤」愜意一日遊，悠閒走訪景點，享受慢活假期。
Risonare 山梨八岳

位處八岳山高原的歐洲特色建築 ，遠離煩囂
擁抱自然 盡享受時尚度假風 感受另一個日
本。以時尚設計的度假村以誠心款待每位賓客，
提供精緻美味的意大利菜，山梨縣的葡萄酒，
高級優雅的水療護理，及感受由著名建築師設
計的獨特建築風格，為不同年齡的賓客留下難
忘的旅遊回憶。

【特色景點】
榆樹街小鎮/村民食堂(餐廳與商店)

位於虹夕諾雅度假區入口，樹影搖曳淺溪旁的「榆樹街小鎮」内，種植了超過 100 株巨
大春榆樹。在這個樹影搖曳的陽台上，有多間備受當地人喜愛的餐廳，咖啡座及各式商
店。沿著淺渓邊的散步道漫步購物，品嚐以輕井澤時令食材烹製的各式異國菜餚。
輕井澤高原教堂

有著超過 90 年的歷史，木造的室內，散發出溫暖氛圍，陽光從大大的窗戶內灑進。
石之教堂(內村鑑三紀念堂)

以「神所創造的自然中,就是祈禱的場地」為思想中心的明治時代傳教士 內村鑑三的「無
教會思想」概念為設計藍圖,由美國有機建築大師 Kendrick Kellogg 設計而成。屋頂由
石頭與玻璃交互而成，有如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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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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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1

桃園國際機場東京成田機場→伊香保石段街~夜宿伊香溫泉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帶著興奮的心情集合於 桃園國際機場，待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 日本「成田空港」
接下來即將在此展開此次之 東京星野 RISONARE 山梨八岳五日。

●【石階梯古街道】是介於伊香保禦關所到伊香保神社之間浪漫的溫泉古街，位於古街中央的階梯都
是由石頭堆砌而成，層層疊上長約 300 公尺、共有 360 個階梯；石段街湯煙四溢，整條街道仍然瀰漫著
日本昭和 30、40 年代的復古氣氛，石階中央整排歐風路燈，更是襯托出伊香保獨特的風格；石段街兩端
排列各具特色的精品店及小吃店，泡湯遊客穿著浴衣沿著石階閒逛，形成一種傳統而典型的日本印象。

●【伊香保温泉】據傳發現於 7 世紀前後，因泉水中含有硫酸鹽和碳酸而聞名，而有黄金の湯與白金
の湯美稱。如宿「如心の里 ひびき野」擁有 15,000 坪の敷地的庭園，隨著四季變化展現不同的風情，
每當風輕輕吹過，閉上眼，彷彿就能聽見大自然心跳的聲音。
早餐 Breakfast

X

午餐 Lunch

機上享用

晚餐 Dinner

飯店內季節食材迎賓料理

住宿 Hotel
保證入住 伊香保旅館 如心の里 ひびき野

【小瑞士「輕井澤」慢活の旅】

Day02 伊香保温泉→星野渡假村~榆樹街小鎮→石之教會‧高原教堂→雲場
池→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夜宿輕井澤溫泉區
◆【輕井澤】
位高海拔 1000 公尺的高原小鎮，有「小瑞士」美譽之稱，西元 1886 年英國傳教士「亞歷山大」旅行至
此，被輕井澤森林與清新空氣所吸引，自明治時期就是文人雅士愛好的避暑勝地，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
人間仙境。日本天皇明仁與美智子也邂逅於此。

◎【星野榆樹街小鎮】
位於虹夕諾雅度假區入口，樹影搖曳的「榆樹街小鎮」種植了超過 100 株巨大春榆樹。在這個樹影搖曳
的陽台上，這裡集合了 15 間各式各樣的餐廳，咖啡座及各式商店，在自然的環境中，感受輕井澤的渡
假氛圍，沿著淺渓邊的散步道漫步購物。

◆【高原教堂‧石之教堂(內村鑑三紀念堂)】
「輕井澤高原教堂」(館外見學)，位於風景優美自然輕井澤中，有著超過 90 年的歷史，不間斷的守護著
愛情誓言。木造的室內，散發出溫暖氛圍，陽光從大大的窗戶內灑進。圍繞著教堂周遭的是廣大的庭園，
您可在此體驗市區沒有的清雅氛圍與四季更迭。
「石之教堂

內村鑑三記念堂」(館外見學)，以「神所創

造的自然中,就是祈禱的場地」為思想中心的明治時代傳教士 內村鑑三的「無教會思想」概念為設計藍
圖,由美國有機建築大師 Kendrick Kellogg 設計而成。屋頂由石頭與玻璃交互而成，有如原本就是自然
的一部分。依照時間的不同，伴隨著光影的變化，在此許下永恆的誓言。
PS.如逢石之教會/高原教堂當日有安排婚禮，無法前往參觀，則改為輕井澤 SHAW 紀念教堂及聖保羅教
堂參觀，敬請見諒!

●【雲場池】
雲場池素有“天鵝湖”的美稱。湖面映照出的四季景觀色彩斑斕，美輪美奐。綠意盎然的初夏和紅葉紛
飛的清秋是最佳觀賞時節。潺潺的清泉從附近的樹林湧入池中，讓池水如珍珠般飽滿、清澈。池周圍鋪
設了步行 20 至 25 分鐘即可環池一週的林蔭小道，是漫步於大自然的絕佳場所。

◎【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
有許多各式名牌及各種流行商品與新鮮的異國風味餐廳，您可以在一片綠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呼吸著輕
井澤清新的空氣，悠閒地享受另類的購物樂趣。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方便遊玩，發代餐券￥1000

晚餐 Dinner

飯店內和洋式百匯自助餐

住宿 Hotel
輕井澤 1130 度假溫泉飯店 或 輕井澤 GREEN PLAZA
或 萬座王子 或 輕井澤 President Resort 或 同級

【輕井澤→清里高原→山梨】
輕井澤秘境~白絲瀑布→清里高原~童話森林.萌木之村→下一站幸

Day03 福~搭乘高原列車小海線(自由席，清里車站~JR 最高車站→野邊山
車站，途經日本鐵路 JR 最高點海拔 1375m)→宿 Risonare 山梨八岳
(甜椒小路.葉之教堂.il mare 室內人造浪溫泉泳池<自備泳衣.泳帽>)

●【白絲瀑布】
瀑布面積 70m 寬、落差 3m，水的透明度很高，有如日本庭園的盆景，從岩石中湧出地下水細如多層白
線而命名。淺間山泉水沿著蜿蜒岩壁，彷如數百條白絲飛流直下，清淨幽美、美不勝收。

◆【清里高原】
位於山梨縣西北部，與長野縣交界處的八岳山南麓，海拔 1300 米左右的高原避暑勝地，有著媲美阿爾
卑斯山林景緻，可遠眺日本南阿爾卑斯山、富士山和秩父山脈。在小海線的清里車站旁有數家外觀漂亮
的餐廳和咖啡館，更增添小鎮異國風情與渡假氛圍。
\

◎【童話森林．萌木之村】
彷彿童話故事的精靈森林，隨意漫步林徑小道，每間木造小屋都藏著不同的主題，有飯店、餐廳、咖啡
館、異國雜貨商店等（每間商店休館日不一）
；盡頭更有座木造旋轉木馬，當音樂如夢似幻輕輕流轉飛揚，
腳步也跟著輕快跳躍起來，萌木之村就是如此讓人愛到忘記時間的地方。

PS.如逢冬季期間，童話森林．萌木之村臨時休館，則改前往鬼押出園，敬請見諒!

◐【鬼押出園】
由淺間山爆發時噴出來的熔漿、猶如大塊岩石互相重疊凝固而得的自然風景，劇烈的火山爆發讓當地居
民恐怖的聯想到鬼在火山口鬧事將岩石往下推，因而得名。如今被列為世界 3 大奇景之一，也成為了位
於上信越高原國立公園內的淺間高原的知名風景名勝。

◐【搭乘高原列車小海線(野邊站-清里站)】
日本第一高原列車及世界第一商用油電混合環保列車，以「海拔最高的 JR 路線－最接近宇宙的鐵路」聞
名；沿線位於八之岳高原國定公園內，可自由欣賞八之岳群山的雄大。特別安排從 JR 海拔最高的車站野邊山站搭車前往充滿歐風的街道，並有 JR 海拔第二高車站(標高 1275M)的清里站。

【日本星野集團旗下 RISONARE 山梨八岳】
位於山梨縣小淵澤的高原渡假飯店，RISONARE 是義大利文，意思是「to resonate」也就是共鳴，取這
個名字的原因是希望人類的居住能與這片自然美景調和在一起。佔地約七萬平方米，由義大利建築師
Mario Beillini 所設計，如義大利山岳都市的幻想世界，為日本南阿爾卑斯山與八岳環抱，海拔近千米，
還可遠眺東南方的富士山。整個飯店融合在大自然森林中，充滿了療癒的氛圍。12 月 1 日至 12 月 25 日
期間，佈置成紅酒度假村聖誕城，150 公尺的甜椒小路滿滿的閃耀的霓彩燈飾結合音樂讓您感受濃厚聖誕
節氣氛。
PS.如您欲使用 il mare 室內人造浪溫泉泳池設施，請自備泳衣、泳褲、泳帽 、泳鏡、毛巾、等個人清
潔用品。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清里信州有機料理風味餐

晚餐 Dinner

YYGrill 自助餐 (贈送每人一杯紅酒)

住宿 Hotel
保證入住 星野集團 Risonare 山梨八岳

【山梨→河口湖→東京】

Day04

Risonare 山梨八岳→河口湖富士山瞭望纜車或西湖合掌村→遇見富
士山~大石公園.河口湖自然生活館→東京~免稅店→汐留霓彩聖誕
點燈 Caretta Illumination 2019

★【河口湖富士山瞭望纜車】
以太宰治的童話名作「KatiKati 山」的背景舞台，觀景台上，到處都有狸貓和小白兔的裝飾雕像，迎接各
位賓客的光臨。抵達山頂眼前呈現著日本第一的富士山和河口湖全景。展望台上設著與富士山相對立的
心型「Kachi Kachi 山•天上之鐘」，並成為眺望富士山的展望園地。
PS.如逢纜車不定期檢備或維修期間無法搭乘時，則改前往西湖合掌村參觀，敬請見諒!

◎【大石公園．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位於河口湖北岸,從公園能一覽富士山和河口湖的美麗景色。園內的「河口湖自然地生活館」,是富士山和
河口湖的最佳外景拍攝景點，出產藍莓相關應有盡有的土特產商品。

【汐留霓彩聖誕點燈 Caretta Illumination 2019】
2019 年日本各地的聖誕點燈資訊已陸續公佈，而一年一度的東京聖誕點燈首推，即是人氣第 1 名的【2019
東京 Caretta 汐留點燈活動】！今年在東京汐留舉辦最夢幻的東京聖誕夜，25 萬顆閃耀的霓彩燈飾與令
人陶醉的色彩、音樂和濃厚佳節氣氛的交織。
早餐 Breakfast

特色當地早餐

午餐 Lunch

古民家爐端燒或溶岩燒風味餐

晚餐 Dinner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Hotel
保證入住 池袋大都會 或 台場日航

Day05 東京自由活動(交通費自理)→東京成田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餐後自由活動(交通費用，敬請自理)，您可到處欣賞東京的各種風貌。隨後於飯店準時集合整理
行裝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東京星野 RISONARE 山梨八岳五日。
早餐 Breakfast

飯店內早餐

午餐 Lunch

機上享用

晚餐 Dinner

X

住宿 Hotel
甜蜜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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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10

團

$39,900 元

費

訂金: $10,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200 萬旅行業責任
費用包含

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自行前往機
場者 或 限桃園以北；超過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500 元)。

費用不含

護照、床頭、行李小費、禮貌性質小費等、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