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閃亮北陸～名花彩燈季、新穗高纜車、童話合掌村六日遊 

【航班說明】 

星悅航空(連續九年日本旅客滿意度第一名)：日本精品級航空公司，以奢華黑與極致白為主色調並以

此為飛機形象標識，因此機隊也以黑和白為主的低調奢華風格。 

★星悅航空提供 30 公斤免費托運及 10 公斤手提行李。 

★為提高搭乘舒適度，特別加大寬敞的座位間距，讓您旅途更加輕鬆自在。 

機上設備：斜躺座椅、可調式枕靠、電源插座、耳機插孔、USB充電孔、LCD觸控螢幕。機上餐食以

展現日本四季的和風餐點，並以「低調奢華」的原創容器盛裝，讓您在搭機的途中，也能有全新的感

受。機上座椅間距增加到 91-94公分(比國籍航空多出 9公分)，讓您搭乘得舒適又輕鬆。 

 

 

 



 

 

【行程特色】 

名花之里冬華競演彩燈季 

期間：2019年 10月 19日～2020年 5月 6日。 

占地 23萬平方米，面積非常寬廣，內有 1萬 2千株花草經年競艷的安第斯的花園、秋海棠花園。隨

著夜間燈綵的展現，幻化成冬季的美麗城堡。名花之里是以四季花草風情為傲的大型戶外主題公園。

引領期盼的超人氣日本國內最大型冬季彩燈活動。 

★特別安排：日本最大的秋海棠花園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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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纜車裡邊賞雪一覽裡日本中部山岳壯麗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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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神田家或和田家或長瀨家，擇一入內參觀。 



 

 
兼六園：與水戶偕樂園、岡山後樂園並稱為《日本三大名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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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遊式庭園代表作，占地約 10萬平方公尺。 

 



東茶屋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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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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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為接待客人的宴會客廳，走進深處小巷，便像迷宮一樣的細路延伸相通。 

 
 

上三之町：有《高山小京都》之稱的上三之町，有古老的商店街、橋樑、寺廟與釀酒廠。在刻意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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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朝市：岐阜縣飛驒的高山朝市，與千葉南部的勝浦朝市跟石川縣的輪島朝市並稱為日本三大早市。

日本江戶時代當地的稻米、花草...等市集發達，自明治時代始，農家婦們將蔬菜拿到市場販賣，因而

形成遠近馳名的早市。 

 

馬籠宿漫步：德川幕府時代在木曾地區設的 11個宿場，作為旅人歇腳和運送貨物的驛站，一走進彷

彿進入了時光隧道，連接這兩地的中山道，蜿蜒曲折，兩側都是木造的平房，中間還夾著許多紀含品

店、旅店，至今仍保存良好。 



德川園：位於愛知縣名古屋市東區德川町的日本庭園，原本是尾張德川家的宅邸。在庭園裡，溪流從

瀑布流下再流向如海一般的池塘裡，象徵性的將日本的自然景觀濃縮於此。 

 
 

 
 
 
 
 



熱田神宮：位於名古屋周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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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井 OUTLET爵士之夢長島：於 2011年重新開幕，整個 OUTLET以歐美風城鎮為背景所設計，又以音

樂為主題，隨時都播放著輕快的音樂伴隨著各位，另外因為擁有 240間左右的商店，店的數量也為日

本店舖數最大型之商場。 



 

榮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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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安排】 

 

 
【溫馨提醒與建議】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或行動不便之貴賓，若

無親友陪同者，請務必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

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

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



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

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

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

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

需。  

6.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

行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7.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

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

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9.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

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10.日本政府根據法令，規定自 2005年 4月 1日起，凡在日本國內無住所的外國人在投宿時，除必須

填寫姓名、地址、職業外，還有務必填寫國籍及護照號碼，並出示影印護照，敬請予以理解協助。  

11.【因日本國情習俗不同，多數日本溫泉飯店之泡湯區，皆有張貼禁止身上有刺青或紋身之旅客進

入泡湯之標識及警語，再請旅客見諒！如您不確定自身是否符合以上狀況，為避免被飯店人員勸導離

場，請於進場前務必詢問本公司隨團服務人員作確認。】  

12.如果貴賓是搭乘中華航空提醒您: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CI/AE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

上限，報名時請先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13.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領

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

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14.現行日本法律規定，在飯店或溫泉旅館內的公共場所實行禁煙，而飯店或溫泉旅館內的客房目前

多為禁煙客房，通常設有指定吸煙區，請注意飯店內的禁煙和吸煙標識，遵守飯店的規定與公共道德。

在非吸菸區及禁菸客房內吸煙，每間飯店將會收取 10000-50000日幣不等之清潔費用。敬請知悉。 

15.有關飛機與行程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3個工作日前向業

務提出需求，若在出發的 2個工作日以內臨時提出需求而有產生費用時，將會跟貴賓收取改餐費用，

由該景點、飯店或餐廳實報實銷收取，敬請知悉。 

PS.飯店資料傴供參考，請以實際說明會資料為主。 

 

出發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20.02.18 星悅航空 7G810 桃園機場  名古屋機場 18:30 22:10 

2020.02.23 星悅航空 7G811 名古屋機場 桃園機場 08:30 11:00 

 

航 班 資 訊 



 
 

第 一 天 桃園／名古屋(中部國際海上空港)～名古屋 

上午集合於桃園機場航空公司團體櫃檯，由專人辦好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專機飛
往中部國際海上空港，是日本三大海上國際機場之一，為利用高科技、環保概念、
填海造地所打造而成的機場。名古屋是中部第一大都市，也是日本中部工業重鎮。 
專車接往酒店休息，明日有更具新奇的行程，等待您去探索與造訪。 
註 1：餐食多為當地食材，如特殊餐食需求：不吃牛、生魚片、素食等，最遲請務
必於出發前三日告知。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J-HOTEL 或 東橫 INN國際空港 或 COMFORT HOTEL 或 榮東急 REI 或 
名古屋國際 或 ROUTE INN名古屋榮 或 名古屋 CASTLE 或 D-CITY 或 
名古屋 LEO PALACE 或 同級旅館 

第 二 天 飯店～白川鄉合掌村(入內參觀)～兼六園～東茶屋街～飯店 

白川鄉合掌村：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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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神田家或和田家或長瀨家，擇一入內參觀。 
★1995年 12月聯合國文教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合掌村分布在岐阜縣大野郡白川鄉，富山縣東礪波郡帄村與上帄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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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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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金澤兼六園、水戶偕樂園、岡山後樂園》，亦是日本式庭園
的典範，三百多年前由前田利家所建，是江戶時付的築山、林泉、迴遊式庭園付表
作，占地約 10萬帄方公尺。其名引自宋付詩人李格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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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勝，因而被取名為《兼六園》。 
原本只是金澤城的庭園，後因歷付藩主的多次整建翻修而成為一座迴遊林泉式庭
園，園內小橋飛瀑、石燈籠、亭台水榭，若細心觀賞，將可發現庭院中的花草樹木
所反映的四季風情，春天的櫻花、夏天的蒼蒲、秋天的楓紅、冬天的松雪，每個季
節都有不同的美景。 
東茶屋街：茶屋是日本傳統的遊藝，飲食場所，在江戶時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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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為接待客人的宴會客廳，走進深
處小巷，便像迷宮一樣的細路延伸相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葉燒牛肉料理 或 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
百匯自助料理 或 燒烤自助料理吃到飽 或 飯店內用 或 和風涮涮鍋 

住  宿： 
金澤國際 或 金澤 WING 或 金澤 D-PREMIUM 或 光樂苑 或 加賀八污 
或 NEW MARUYA湯快 或 喜多八 或 冰見 GRANTIA 或 富山東急 或 富

行 程 內 容 



山 ANA 或 礪波皇家 

第 三 天 飯店～新穗高纜車～滑雪場(雪盆體驗)～上三之町～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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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高原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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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帄車站(標高
1308M)到千石帄之西穗高口車站(標高 2156M)。讓您在纜車裡邊賞雪一覽裡日本中
部山岳壯麗冬色。 
註 1：北陸山區為 2000多米高度的山地，氣溫很低，與帄地有很大的差別，請準備
適當保暖衣物。 
註 2：如第 2段無法搭乘時，則搭乘第 1段纜車後，退費每人￥1,000日幣(不含嬰
兒)，敬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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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天候或雪量不足、其它因素…等，無法玩雪時，將調整為贈送「冰淇淋」
每人乙支，盡請見諒。  
上三之町：有《高山小京都》之稱，《三町》是一之町、二之町、三之町的總稱，是
三條近乎帄行的南北走向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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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以來的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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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日式和風定食 或 日式御膳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會席料理 或 飯店內用自助餐 或 日式風味料理 

住  宿： 
高山 GRANTIA 或 穗高莊 或 HIDA PLAZA 或 龍 RESORT 或 寶生閣 或 
下呂溫泉 或 歧阜都 或 歧阜 GRAND 或 同級旅館 

第 四 天 
飯店～高山朝市～馬籠宿漫步～免稅店～榮町(晚餐自理)～名
古屋 

高山朝市：岐阜縣飛驒的高山朝市，與千葉南部的勝浦朝市跟石川縣的輪島朝市並
稱為日本三大早市。日本江戶時付當地的稻米、花草...等市集發達，自明治時付始，
農家婦們將蔬菜拿到市場販賣，因而形成遠近飿名的早市。裡面有多達 60多個攤位
聚集於此，賣著水果蔬菜、醃醬菜、各式粿和手工製品等，並有各式懷舊的生活用
品，可一窺明治的老街風情。 
馬籠宿漫步：德川幕府時付在木曾地區設的 11個宿場，作為旅人歇腳和運送貨物的
驛站，一走進彷彿進入了時光隧道，連接這兩地的中山道，蜿蜒曲折，兩側都是木
造的帄房，中間還夾著許多紀含品店、旅店，至今仍保存良好，旅客可以感受到江
戶時期繁榮的景像，這裡已經被日本政府列為《國家重要傳統的建築物群》保護區，
到此一遊，可以感受舊日本獨有的風情。 
免稅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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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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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日式和風定食或日式特色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榮東急 REI 或 名古屋國際 或 ROUTE INN名古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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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級旅館 

第 五 天 
飯店～熱田神宮～德川園～三井 OUTLET爵士之夢長島～名花之里(冬華
競演彩燈季)～名古屋 

熱田神宮：位於名古屋周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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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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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於奉祀歷付天皇承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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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園：位於愛知縣名古屋市東區德川町的日本庭園，原本是尾張德川家的宅邸。
在庭園裡，溪流從瀑布流下再流向如海一般的池塘裡，象徵性的將日本的自然景觀
濃縮於此。另外，江戶時期主要的大名庭園大多都是這種形態。除此之外，德川園
裡的高低交錯的地形，原始的樹林以及立體奇異的岩石組合等等，將這些變化豐富
的景觀，大膽地替換重組，駐足鑒賞能夠讓人回味無窮。 
註：若遇休館日或其他原因等之故，無法前往時，則改前往「名古屋城」參觀，造
成不便，盡請見諒。 
三井 OUTLET爵士之夢長島：於 2011年重新開幕，整個 OUTLET以歐美風城鎮為背景
所設計，又以音樂為主題，隨時都播放著輕快的音樂伴隨著各位，另外因為擁有 240
間左右的商店，店的數量也為日本店舖數最大型之商場，匯集了精品之最的暢貨中
心，除了各式服飾之外，也有販賣家庭日用品的部份，美食也是您不容錯過的！讓
您在逛街之餘，也能填飽肚子，元氣滿滿的享受購物之樂。  
名花之里(冬華競演彩燈季)：占地 23萬帄方米，面積非常寬廣，內有 1萬 2千株花
草經年競艷的安第斯的花園、秋海棠花園。隨著夜間燈綵的展現，幻化成冬季的美
麗城堡。名花之里是以四季花草風情為傲的大型戶外主題公園。引領期盼的超人氣
日本國內最大型冬季彩燈活動。以大自然為主題使用 700萬顆燈泡交織成壯麗的景
緻～日本最大水波彩燈與長達 200公尺的光之迴廊、青之光花壇、光之雲海，還設
置了散發櫻花色光芒的櫻花隧道。 
★特別安排：日本最大的秋海棠花園入內參觀。 
註 1：名花之里～冬華競演彩燈季期間為 2019年 10月 19日～2020年 5月 6日。 
註 2: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巴士使用時間由車庫出發至返回車庫不得超過 10小時，
以避免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交通狀況，預計晚上 19:00左右離開園區返回住宿飯
店，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敬請自理（晚餐）敬請自理 

住  宿： 溫暖的家 

第 六 天 名古屋～機場(大正江戶時付的建築商街)／桃園 

早餐後，專車前往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離境搭機手續，機場中規劃有
歐式餐飲點心街與大正〃江戶時付的建築商店街，並且為全世界唯一設有溫泉的國
際機場；如時間許可，可自行前往機場商店街自由逛街、購物。  
帶著五天滿滿的回憶和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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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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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簡易餐盒(或發餐費 1000日幣)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溫暖的家 

住  宿：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

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或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如遇氣候影響、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
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50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飯店不能指定，如需指定請另補價差，造成不便敬請了解及諒解。 
◆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 
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行程飯店及文字敘述、圖片都謹供參考，依出發日說明會資料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