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0415 立山 NGO(CI)5 日 

華虎假期 

        日本黑部立山雪壁 名古屋城  

                    世界遺產合掌村五日 
出發日期：2018年 04月 15日 

 
【特色景點】 

 

 

 

 

＜第 25 回 立山‧漫步大雪谷 預定＞2018 年 4 月 15 日～6 月 22 日 

【立山黑部】日本最後祕境－北陸立山連峰、黑部峽谷，只有於每年 4 月下旬～11 月下旬這段

期間開山，其它均被大雪所掩蓋，交通阻絕無法通行，原始自然景觀壯麗，有『日本阿爾卑斯

山』之美譽，初開山的春末雪壁奇景及初秋滿山楓紅尤其令人難忘。全程必需換乘高原巴士、

高山鐵道、空中纜車…等６種交通工具方能通過，高山險峻之程度可想而知。 

http://www.alpen-route.com/_event/event-000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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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斷阿爾卑斯之路完全體驗】黑部立山最大的魅力就在於壯觀蓋世的「雪之大谷」雪壁奇景，

沿途我們搭乘六種登山交通工具，帶您盡賞雪壁及立山美景。 

【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荻町合掌村】1995 年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白川鄉荻町合掌集

落、鄰近的白山全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成為觀光焦點，平均一年的觀光人

數超過 110 萬人次。 

【名古屋城】是位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的城堡。江戶時代是尾張藩藩主居城，別稱「金城」、

「金鯱城」。日本 100 名城之一。前身為織田氏居城那古野城。在以名古屋城為中心開闢的名

城公園中，一年四季，名花異草爭奇鬥豔，不少市民樂於在此散步休閒。 

【郡上八幡博覽館】博覽館於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所建築之稅務署，是一處保有當時的外

觀,並結合現代的主題館，博覽館的名稱為「博物館」與「博覽會」的合成語，將郡上八幡的魅

力分成水、歷史、工匠技藝、郡上舞蹈四個專區，淺顯易懂的展示介紹。除此之外還特別贈送

各位貴賓美食商品兌換券，可兌換迷你抹茶霜淇淋、飛驒牛可樂餅、食品手機吊飾，真是精采！

兌換券內容以現場發放為主，敬請見諒！ 

 

【飯店安排】 ●下呂溫泉：小川屋或望川館或下呂亞美利亞或同級 

●諏訪湖或穗高溫泉：華乃井或穗高 VIEW 或四季之鄉或同級 

●富山或金澤：金澤國際或東急或 KKR 金澤或皇家系列或同級 

●名古屋：名古屋國際或 MIELPARQUE HOTEL 或名古屋城堡或岐阜都或同級 
●全程住宿兩人一室(含溫泉區)。報名本產品請以雙數為單位；若報名人數為奇數，則需補單人房差。 

※如遇日本連續假期.則行程和飯店公司保有更改同等飯店之權利.期許讓客人更能輕鬆愉快享受渡假的樂趣。 

 

【風味餐食】 ‧享用飯店內溫泉料理～讓您享受舒適泡湯用餐樂趣 

‧北陸立山日式定食+熱騰騰火鍋(四人一鍋)、正宗飛驒牛陶板燒、日式涮涮鍋或燒烤或日式定

食…等豐富美食。 

 

【交通航班】 ‧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機飛往名古屋，享受舒適的空中旅程。航班時間最優。 

‧全程使用安全合法綠牌營業巴士；專業、親切的資深領隊隨團服務。 
 

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台北－名古屋 中華航空 CI154 桃園機場 07:30 中部空港 11:15 

名古屋－台北 中華航空 CI155 中部空港 12:15 桃園機場 14:30 
 

第一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中部國際機場─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名古屋城─郡上

八幡博覽館~當地美食商品兌換券─下呂溫泉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領隊協辦搭機手續之後，搭機飛往日本中部第一大城【名

古屋】。抵達後展開今日美好的旅程。 

【名古屋城】是位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的城堡。江戶時代是尾張藩藩主居城，別稱「金城」、「金

鯱城」。日本 100 名城之一。前身為織田氏居城那古野城。在以名古屋城為中心開闢的名城公園中，

一年四季，名花異草爭奇鬥豔，不少市民樂於在此散步休閒。 

【郡上八幡博覽館】郡上八幡有效利用水資源的日常生活風景，令海內外遊客讚不絕口，保存這種

生活樣式的城市，如今在日本已經不多見，所以郡上也被稱為『日本的故鄉』。來到郡上不禁為『水』

『舞蹈』『美食』『城下町文化』所吸引，領人心平氣和，精神獲得紓解。而博覽館於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所建築之稅務署，是一處保有當時的外觀,並結合現代的主題館，博覽館的名稱為「博物館」

與「博覽會」的合成語，將郡上八幡的魅力分成水、歷史、工匠技藝、郡上舞蹈四個專區，淺顯易

懂的展示介紹。除此之外還特別贈送各位貴賓美食商品兌換券，可兌換迷你抹茶霜淇淋、飛驒牛可

樂餅、食品手機吊飾，真是精采！兌換券內容以現場發放為主，敬請見諒！ 

http://www.gero-ogawaya.net/
http://www.bosenkan.co.jp/
http://www.armeria.co.jp/
http://www.hotaka-view.co.jp/
http://www.holiday-you.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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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機上精緻套餐／午：日式定食／晚：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宿：小川屋或望川館或下呂亞美利亞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惠那峽─日本江戶時期古驛站～馬籠宿─諏訪湖大社‧諏訪湖散策─諏

訪湖或穗高溫泉 
【惠那峽】水壩湖形成的人工觀光景點─惠那峽。受大自然侵蝕而形成的斷崖絕壁，綿延 12 公里

的兩側山壁陡峭，倒映於深谷流水，是難得一見的美景，猶如刺入地面的傘岩(日本指定天然記念物)、

屏風岩、軍艦岩等奇岩巨石是這裡的特色 

【馬籠宿】是日本江戶時期因商人往來頻繁而繁盛的驛站，這裡有許多客棧以提供長途跋涉的旅客，

一直到現代交通工具興起後才逐漸沒落，不過仍保有昔日的街道景像，是日本著名的觀光景點。馬

籠宿是中山道第 43 號驛站，位於中山道難關的木曾路 11 宿的最南端。馬籠宿全長約 600 公尺，整

條貫穿南北的石板街道沿著山坡而建，以日本罕見的「坡道驛站」及日本著名的小說家、詩人「島

崎藤村」的故鄉聞名，馬籠宿也是他的名作《拂曉前》(夜明け前)的舞台。 

【諏訪湖大社‧諏訪湖散策】諏訪大社是在全國擁有超過一萬座分社的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有上

諏訪的上社、下諏訪的下社，分別供奉著武神、農耕神、狩獵神、風神，深受信徒崇拜。參觀完大

社，沿著湖岸邊漫步，欣賞美麗的湖岸景觀，諏訪湖差不多位於長野縣的中央，是湖面海拔 759 米，

周長 16.2 公里的該縣最大湖泊。 

 
早：飯店內享用／午：日式定食／晚：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宿：華乃井或穗高 VIEW 或四季之鄉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雲上之旅完全體驗～立山雪之大谷~搭乘六種交通工具－扇澤－黑部峽

谷大壩－黑部湖－黑部平－大觀峰－室堂－美女平─富山或金澤或礪波 

 

http://www.gero-ogawaya.net/
http://www.bosenkan.co.jp/
http://www.armeria.co.jp/
http://www.hotaka-view.co.jp/
http://www.holiday-you.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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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電隧道電軌車 

扇澤－黑部大壩 

6.1公里／16分鐘 

黑部隧道電纜車 

黑部湖－黑部平 

0.8公里／5分鐘 

立山空中纜車 

黑部平－大觀峰 

1.7公里／7分鐘 

立山隧道電軌車 

大觀峰－室堂 

3.7公里／10分鐘 

高原巴士 

室堂－美女平 

23公里／50分鐘 

立山電纜車 

美女平－立山驛 

1.3公里／7分鐘 

【立山黑部】立山連峰和黑部峽谷連成的阿爾卑斯之路，是國際級的山岳觀光路線，群山幾乎都是

3000 公尺級的連峰，構成日本北阿爾卑斯山的屋脊。日本是春夏秋冬（季節）變化分明的國家。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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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通時能見到具有動感的雪牆，大雪融化時能見到百花盛開的高

山花叢，秋天楓葉會以每天 30 米的速度，從山頂染紅到山腳，在一瞬間染紅整個山峰，白雪皚皚

的山頂和滿山楓葉的山腰，會形成鮮明的對比，猶如一幅美麗的風景畫。由於冬季積雪太深，高山

雪封時間長達４個月，每年四月下旬至十一月中下旬才可全線行車。四月開始通車之前，雪車在積

雪中挖出一條雪道，穿越兩旁二十公尺高十分壯觀的雪壁，震懾之餘，也感受到另一種自然之美。

因此每年春天山路再開之時，都會引起轟動。阿爾卑斯之路最迷人的地方在它大山的開闊、登高的

景色變化，還有它多樣的交通工具，藉由不同交通工具讓您輕鬆翻山越嶺，飽覽高山狹谷之景，瀑

布溪流之美，還有人工水壩的宏偉壯觀，特別能帶來旅途的興奮。 

★備註：本日行程前往海拔 2500 公尺高山地區，約停留 3 小時左右，9、10、11 月份出發的貴賓，

請務必攜帶禦寒衣物、手套、圍巾。 

★4 月 16 日～5 月 8 日因逢開山祭及黃金周假期關係，立山黑部預約客滿時於室堂==立山區間之

美女平==立山的單軌電車改搭高原巴士 

★於上山的任何一個餐廳之午餐內容皆由立山公司安排(九宮格或是日本幕內便當+4人一鍋的熱湯)

無法指定敬請見諒 
 

早：飯店內享用／午：北陸立山日式定食+熱騰騰火鍋(四人一鍋)／ 

晚：日式燒肉吃到飽或日式定食 
宿：金澤國際或東急或 KKR 金澤或皇家系列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荻町合掌村─高山陣屋─飛驒高山老街上三之

町自由散策─免稅商店─名古屋 或 岐阜 
【白川鄉荻町合掌村】1995 年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白川鄉荻町合掌集落、鄰近的白山全登錄

為世界文化遺產。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成為觀光焦點，平均一年的觀光人數超過 110 萬人次。站在制

高點城山上(荻町城跡)眺望，極目盡是水田，河流靜靜流過，百多棟三角形茅草屋頂的民家點綴其

間。樸實不張揚又聲名遠播的合掌造集落，和四周大自然構成一幅迷人的田園風景畫。如有幸目睹

猶如童話故事薑餅屋般夢幻迷離的合掌造雪夜風情，或許正是人生夢寐以求的一大快事。 

【合掌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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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陣屋】在江戶時代進行統治管理的地方。在這之中有官員的府邸以及包括收納稅收的倉庫、

總稱為陣屋。過去曾在日本國內有 60 處以上、可是現存只有高山一處。高山陣屋共有 2 棟收藏年

貢米(當時用米繳交稅金)的糧倉，全是於 1695 年(日本元祿 8 年)從高山城的三之丸移築過來的但現

在僅保留 1 棟。高山陣屋的糧倉經歷了 400 年的歷史被認定是日本全國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倉庫。 

【飛驒高山老街三之町自由散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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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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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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飯店內享用／午：正宗飛驒牛陶板燒／晚：日式涮涮鍋或燒烤或日式定食 
   宿：名古屋國際或 MIELPARQUE 

HOTEL 或名古屋城堡或岐阜都或同級 

 

第五天 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專車接往中部國際機場搭機返國，在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結束此次旅程，在此感謝您的選擇參

加，並且期待擱再相會，敬祝您旅途愉快，萬事如意，謝謝！ 

早：飯店內享用／午：機上餐食／晚：溫暖的家 宿：溫暖的家 

 

■旅遊注意事項│ 

★備註: 

1. 本旅遊團由數家旅遊業者共同聯營銷售，並以《華虎假期》名稱出團，特此告知。 
2.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3.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候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 
象，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4. 如遇季節性的變化，將隨著季節性變更餐食內容，本公司將保有變更餐食內容之權利。  
5. 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  
6.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7.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個月以上。  
8.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本 2007年 11月 20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
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9. 自 2008年 6月 1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量，所有乘客（包含後座）均需繫
上安全帶。 
10.本行程所訂定之飯店費用皆以持"台灣護照"旅客為報價，若您是外籍人士或持外國護照參
團，報價另加台幣 2000。(join tour同等之) 。 
11.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人以上(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12.若單人報名(或產生單人房情況)需補收單人房差台幣 1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