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冬北陸致青春～新穗高纜車、童話合掌村
最美兼六園、高山溫泉鄉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9/1/1、8

2/9、11、14、16、18、23、25、26
3/2、4、5、7、9、10、11、12、14、
16、17、18
現金優惠價：24888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新穗高纜車：纜車共可分為兩階段，第一段先從新穗高溫泉車站(標高 1117M)到鍋平高原車站(標高 1305M)
共 573M，搭乘有大片落地觀景窗的纜車來欣賞雄偉的壯麗山岳景色；第二段距離 2598M，您將搭乘日本最早
的雙層纜車，從白樺平車站(標高 1308M)到千石平之西穗高口車站(標高 2156M)。讓您在纜車裡一覽裡日本中
部山岳壯麗秋冬景色。
註：阿爾卑斯山脈地區為 2000 多米高度的山地，氣溫很低，與平地有很大的差別，請準備適當保暖衣物，冬
天下雪機率頻繁，建議旅客帶防滑好行走的鞋子(或加防滑墊)，較方便行走以策安全。
※白川鄉合掌村：地處豪雪地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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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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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六園：為日本三大名園之首，是兼備：廣大、幽深、人力、蒼古、水泉、眺望等六個景緻而被命名。梅
林、櫻花、燕子花、吊防雪草繩，四季應時風情都使遊客留連忘返。
※熱田神宮：是日本第二大神社。另一個意義是它的寶物館蒐藏有極為珍貴的陵王舞樂面具。這個神宮早在
七世紀編纂的日本最古的史書"古事記"裏就有記載，是歷史久遠的大社。
※東茶屋街：被國家指定為文化遺產，茶屋是日本傳統的遊藝、飲食場所，在江戶時代是個可以觀賞藝妓舞
蹈和聆聽音樂的地方。
※滑雪場(雪盆體驗)：特別安排精彩的雪上活動，滑雪盆、打雪仗、堆雪人，雪盆藉由斜坡慢慢的滑下來，是
老少皆宜的雪上活動，體驗不同於滑雪的歡樂氣氛。
※上三之町古街散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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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上八幡博物館：位於岐阜縣中央的奧美濃的中心，長良川上游與支流吉田川會合之處。郡上八幡最有名
的就是郡上舞。
※名水百選宗祇水：郡上八幡鎮也以名水聞名日本全國，城鎮四處可見泉水湧出，其中宗祗水是大約 500 年
傳統的泉水。
※小矢三井 OUTLET 購物商城：這裡彙集了日本國內外具有高知名度的時裝名牌與體育名牌、時裝雜貨、美食
等，應有盡有。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I170

台北(桃園)

富山

08:00

11:50

回程

CI171

富山

台北(桃園)

12:50

15:4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富山～金澤兼六園～東茶屋街～金澤(或富山)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北陸～富山。
富山：是日本的一個縣，位於本州中部日本海沿岸的北陸地區，轄區範圍相當於令制國時的越中國。縣廳所
在地為富山市。富山縣地形一面環海三面環山，縣內高低差極大。
金澤兼六園：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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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遊式園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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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等六勝，因而被取名為《兼六園》。
東茶屋街：日本傳統的遊藝，飲食場所，在江戶時代是個可以觀賞藝妓舞蹈和聆聽音樂的地方，金澤的茶屋
位在城市的中心，其中最大的一處是東茶屋街，茶屋的特徵：1 樓的外側木重的細緻精美格子，2 樓為接待客
人的宴會客廳，如果走進深處小巷，像迷宮一樣的細路延伸相通。
註：此行程贈送耳機導覽。
註：此行程餐食多為當地食材，如有特殊餐食需求：不吃牛、素食、…等，最遲請務必於出發前三日告知。
餐食 :早餐 : X
住宿 : 金澤國際

第二天

或

午餐: 日式風味料理 或 北

晚餐 : 百匯自助料理 或 燒烤自助料理吃到飽 或

陸風味定食

日式風味定食 或 飯店內用

白山 GRAND 或

富山東急

或

光樂苑 或 礪波

或同級旅館

飯店～新穗高纜車～滑雪場(雪盆體驗)～上三之町古街散策～高山溫泉

新穗高纜車：纜車共可分為兩階段，第一段先從新穗高溫泉車站(標高 1117M)到鍋平高原車站(標高 1305M)
共 573M，搭乘有大片落地觀景窗的纜車來欣賞雄偉的壯麗山岳景色；第二段距離 2598M，您將搭乘日本最早
的雙層纜車，(白樺平)車站(標高 1308M)到千石平之西穗高口車站(標高 2156M)。讓您在纜車裡一覽日本中部
山岳壯麗冬景色。
註：北阿爾卑斯山脈地區為 2000 多米高度的山地，請務必準備適當衣物保暖。
滑雪場(雪盆體驗)：特別安排精彩的雪上活動，滑雪盆、打雪仗、堆雪人，雪盆藉由斜坡慢慢的滑下來，是老
少皆宜的雪上活動，體驗不同於滑雪的歡樂氣氛。
註：遇天候或其它因素、雪量不足…等無法玩雪時，將視當團狀況調整其他行程或贈送冰淇淋。
上三之町古街散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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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兒有各具特色的商店、倉庫、酒廠、味噌工廠、也有茶屋、
藝品店、骨董店及料理店。在國家及當地居民刻意的維護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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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齡大都在三百年以上，是稀有珍貴的古建築物群。
傍晚前往高山溫泉區，晚上您可以想用溫泉料理與享受泡湯的樂趣。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住宿 : 高山 GRANTIA

或

午餐: 日式和風定食 或

晚餐: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用自助餐

日式御膳料理

或 日式風味料理

HIDA PLAZA

或

龍 RESORT

或

穗高莊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飯店～郡上八幡博物館～名水百選宗祇水～熱田神宮～免稅店～榮町(自由活動)～
名古屋
郡上八幡博物館：位於岐阜縣中央的奧美濃的中心，長良川上游與支流吉田川會合之處。郡上八幡最有名的
就是郡上舞，郡上舞蹈起源於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期，當時的籓主遠藤慶隆為促進士農工商
的融洽，所以在節慶夜晚首例推行這種舞蹈，現在是日本指定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郡上舞的特徵是如同阿
波舞，不只可以觀賞別人跳舞，也是可以自由參加。輕鬆的節奏和簡單的動作任誰也能輕鬆的跳舞。
名水百選宗祇水：郡上八幡鎮也以名水聞名日本全國，城鎮四處可見泉水湧出，其中宗祗水是大約 500 年傳
統的泉水，在競選日本全國名水百選時，宗祗水是第一個被選上的《天下名水》
，城裡城外都悠淌著涓涓流水
的郡上八幡，是岐阜縣著名的水鄉，許多前往高山一帶的旅客，一定會造訪這個優美的小城，欣賞美麗的水
鄉風光。
熱田神宮：位於名古屋周邊，除了本宮、別宮外，還有八個社殿，社殿外的樹齡都約有千年以上了，這兒的
神木乃是神宮的鎮宮之物。在過年或祭祀的時後，來參拜的人數都一定會有 900 萬人，是當地的著名神宮。
另一個意義是它的寶物館蒐藏有極為珍貴的陵王舞樂面具。這個神宮早在七世紀編纂的日本最古的史書《古
事記》裏就有記載，是歷史久遠的大社，是用於奉祀歷代天皇承傳的、象徵皇位繼承的三件大寶、三種神器
之一的草薙神劍的地方。
免稅商店：商品五花八門、琳瑯滿目，可自行選購些餽贈親友的小禮物。
榮町(自由活動)：榮町是著名的購物天堂，在這兒有百貨公司、藥妝店、電器街，一點也不輸東京都！名古屋
榮地下街位於名古屋市中心，周邊還有大型地下街，裡面有服飾、名品、書籍、文具唱片等商品專賣店。您
可盡興的在此逛街、購物，體會大都市的人來人往，絕對滿足您的購買慾，附近閃閃發亮的摩天輪，會依照
不同主題，綻放五彩繽紛的霓虹燈光表演，讓名古屋的夜～越夜越美麗。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日式風味定食 或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日式特色料理
住宿 : 榮東急 REI 或 名古屋國際

或

名古屋 LEO PALACE

或

J HOTEL

或

名古屋 CASTLE

或同級旅

館

第四天 飯店～白川鄉合掌村(世界文化遺產)～小矢三井 OUTLET 購物商城～富山或金澤
白川鄉合掌村：因為深山圍繞，古人累積的智慧，當地人使用茅草合掌形的方式來建築屋頂，加上厚實的中
央屋，可使嚴冬多雪下，嚴苛的自然環境裡，維持安全。合掌造型這種傳統冬暖夏涼的建屋方式，後來因德
國建築學家一本《日本美學的再發現》內的介紹而廣為世人所知；聯合國教文組織並特別把白川鄉的荻町合
掌集落，鄰近的神山地區等，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遺產「合掌村」分布在岐阜縣大野郡白川村(白川鄉)，富山縣東礪波郡平村與上平村(五箇山)。目前白川
鄉內共有 5 座合掌村落，其中荻町的規模最大也最有名，至今完整保留 113 棟合掌造。荻町在觀光方面最充
実，有超過 20 間民宿及旅館、約 50 家特產店、餐廳、重要文化遺產和田家、明善寺鄉土館、生活資料館等
是欣賞合掌村的最佳景點。
小矢三井 OUTLET 購物商城：這裡彙集了日本國內外具有高知名度的時裝名牌與體育名牌、時裝雜貨、美食等，
應有盡有。另也有北陸地區當地特有的物產店等，可以讓您感受到北陸的魅力！且不受雨雪等氣候影響的室
內型商城，可以愉快地購物。另外，這裡還併設了高度約 50m 的摩天輪及適合孩子們的室外廣場，在購物之
外還可以享受其他不同的娛樂。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蒲葉燒牛肉定食 或 日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式風味料理
住宿 : 富山東急 或 東急系列
GRANTIA

或

富山第一 或 金澤國際

或

白山 GRAND 或 礪波

或

冰見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飯店～富岩環水公園～機場／桃園
富岩運河環水公園：不但周圍擁有廣大的青草地以及運河風光，更是野鳥群集的鳥類保護區，恬淡閒適的愜

意氛圍，吸引眾多遊客到訪。而坐落在公園內河畔的星巴克富山環水公園店，被整片綠油油大樹及草地包圍、
更有情人浪漫的天門橋為點綴，無論日與夜都能吸引眾多人在這裡造訪，成為都市裡一片綠洲，讓民眾感受
此處的優閒氣息。
續專車前往機場，由導遊辦理離境搭機手續，飛返台灣。
註 1：預定賞雪期間，如遇天候因素影響，其積雪程度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註 2：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3：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機上餐食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