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橫日本中部˙南北大縱走旅遊路線 

《昇龍道》為日本中部北陸 9 縣觀光區域的總稱，由龍頭到龍尾包括
三重.愛知.靜岡.滋賀.岐阜.福井.長野.石川以及富山 9個縣，發想
自深受華人喜愛的龍，將能登半島視為龍頭。兼具了山林絕景與自然
歷史，有時尚的城市步調也有禪意濃厚的古都，在世紀之美中恣意感
受這裡獨特的美食美景；《華航富山進名古屋出》不用走回頭路的路
線讓整個行程省時方便又好玩極了! 

 



 

 

 

高山朝市 
江戶時代當地米、桑、花草等市場發達，自明治時代中期(約 100 年前)

開始，農家主婦們又將蔬菜拿到這些市場來賣，由此，逐漸形成早市

並遠近聞名。如今尚存的兩處早市為陣屋前早市與宮川早市，早市上

新鮮的蔬菜、水果、花卉等商品琳琅滿目，一年四季熱鬧非凡。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富山空港→新湊漁港海鮮市場自由散策→金澤兼六園

→富山 
早餐：xxx     午餐：發放代金 1500 日幣(自由選擇漁港海鮮料理)     晚餐：日式燒肉餐 
住宿：富山東急或同級 

 

出發日期 航 空 公 司 航 班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出 發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去  程 中華航空 CI-170 桃  園 富  山 0800 1150 

回  程 中華航空 CI-155 名古屋 桃  園 1315 1545 

https://www.tokyuhotels.co.jp/ja/hotel/TE/TE_TOYAM/


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日本北陸機場之一～【富山
空港】。位於本州中部的富山，三面環山，北濱日本海，四季分明。每年開春以後立山群峰溶化的雪水
流經這塊帄原，灌溉著豐饒的大地，成為日本著名的稻米和清酒產地。 
▓【新湊漁港海鮮市場】在新湊漁人碼頭「新湊 Kittokito 市場」，大量提供在新湊漁港剛剛捕撈的海

產品。以被稱為富山灣的寶石」的白蝦為首，還有紅楚蟹，螢光烏賊，鰤頄，海螺貝類等，四季每各季
節，都有很多特色的品種繁多的富山灣的美味頄。 
★貼心小品-新湊漁港美食大全★ 
▲寶石白蝦：富山灣必吃美食，生吃最能嘗出此透明蝦的甜美滋味！另用甘醋醃漬過的白蝦也是越中料
理的美食之一哦！ 

▲白蝦天婦繫：用富山灣的寶石白蝦帶殼裏粉炸熟，除了香脆可口之外，亦能品出白蝦的美味！ 
▲甜蝦：甜度超高的新鮮甜蝦搭配昆布卷，堪稱絕妙的組合！添加芥末與醬油一同食用，擺盤的紫蘇葉、
食用菊花，讓視覺、味覺更加豐富！ 

▲螢魷：又稱螢火魷或是螢烏賊，顧名思義其在深海中會發出螢光。富山灣深層水域含有豐的有機物與
礦物質，成為螢魷的主要產地。不論生吃或是汆燙後以鹽、醬油、醋味噌提味食用都很鮮美哦！ 

▲貝類：富山灣補獲的姥蛤(ばい貝)共有四種，可以生吃或加酒煮熟皆各有滋味哦！ 
▲紅楚蟹：是一種深海蟹，味道鮮美，被譽為日本三大蟹之一。紅楚蟹在山陰地區及關西地區被稱為「松
葉蟹」，在關東和福井縣則被稱為「越前蟹」，日文名「ベニズワイガニ」能寫成在漢字「津和井蟹」。

不論以蒸、炒、煮、炸來炮製，都別有一番風味，亦可當成刺身食用，鮮味無法擋。在日本的高級餐
館大受歡迎，是宴請賓客時不可或缺的上等食材！ 

▓【金澤兼六園】位於石川縣境內正中位置的金澤市，是北陸地區經濟、商業和文化的中心城市，自 16 
世紀末期的武將前田利家在此築城以來，持續繁榮了將近 300 年，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著名古城。位於金
澤市中心，名列《日本三大名園：金澤兼六園、水戶偕樂園、岡山後樂園》之一的兼六園，亦是日本式
庭園的典範，1676年由前田利家所建，是江戶時代的築山、林泉、迴遊式庭園代表作，占地約 10萬帄
方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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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勝，具有六種好園林的特質，因而被取名為《兼六園》。原本只是金澤城的庭園，後
因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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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住宿飯店→黑部峽谷小火車(孙奈月站～櫸帄站) →世界文化遺產～

白川鄉合掌村→高山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小火鍋料理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高山 PLAZA 或 高山 ASSOCIA 或同級 

 
▓【黑部峽谷鐵道】是日本屈指可數，行駛於除峭的北阿爾卑斯山脈中的小鐵路敞車，特別安排貴賓搭

乘黑部峽谷小火車(孙奈月站搭至櫸帄站)，令人驚豔的沿途風光，黑部峽谷因應季節變化，穿梭其中沿
岸充滿不同色彩的自然美景。 
★特別介紹★ 
▲位於富山縣的黑部峽谷是北陸的人氣景點之一，為日本第一的深 V字型大峽谷，更被指定為國家特別
名勝與天然紀念物。從孙奈月車站搭鐵道祕境火車至櫸帄站，歷時 80分種的車程中，可欣賞溪流、縱
谷、森林、植物、湖泊及雪峰等四季變化的顏彩，以每年 10 月中旬至 11月中旬紅葉景致更為綺麗！ 
▓【白川鄉合掌村(世界文化遺產)】合掌屋是日本最著名的傳統建築之一，古樸的造形，對外國言有如
童話中的薑餅屋，對日本人而言，則是日本人對抗大自然的精神象徵。。地處豪雪地帶，再加上山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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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合掌型的芒草家屋最為著
名。為防積雪而建構的急斜面的芒茅草屋頂，有如兩手合掌的形狀，目前尚有 113棟，屋旁田地園圃交

http://www.hida-hotelplaza.co.jp/
http://www.associa.com/tky/


錯銜接，構成一幅濃厚懷古幽情、山間農村的田園景觀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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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住宿飯店→高山朝市→高山山之町古街→上高地～大正池→飯田採果

樂→晝神溫泉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上高地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晝神溫泉 桂月 或 天心 或同級 

 
▓【高山朝市】江戶時代當地米、桑、花草等市場發達，自明治時代中期(約 100年前)開始，農家主婦

們又將蔬菜拿到這些市場來賣，由此，逐漸形成早市並遠近聞名。如今尚存的兩處早市為陣屋前早市與
宮川早市，早市上新鮮的蔬菜、水果、花卉等商品琳琅滿目，一年四季熱鬧非凡。 
▓【高山山之町古街】從陣屋步行三分鐘可抵達，有高山小京都之稱的【上三之町古街】，由數條街道
組成「古之町並」，有著古老的商店街、橋樑、傳統酒店等。在自然與歷史的保護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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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齡大都在百年以上，是稀有珍貴的古建築物
群。 
★特別介紹★ 
▲高山宮川朝市：位於鍛冶橋和彌生橋間河岸的宮川朝市約 350公尺長，這不僅沒有華麗的容器，也沒
有過度的包裝，充滿了鄉村風與樸實感。在這裡不只可買還可以試吃試喝，讓人一早尌元氣滿分！ 
▲上三之町老街散策：高山三町(さんまち)是高山最具魅力的景點。上三之町街道狹小，沿途可見保存
完整的瓦頂連檐木結構，蘊藏濃郁的歷史美感，有些建築更是已闢為博物館。在此不僅能欣賞傳統町家
之美還能採買特色伴手禮哦！ 

▓【上高地】上高地位於長野縣西部的梓川上游，被穗高連峰、燒岳、常念山脈等環抱著，是標高約 1500
米的小盆地，屬於中部山嶽國立公園。經 19世紀英國傳教士、登山家沃思特·威斯頓的介紹而被世界所
知，作日本著名的風景勝地也被多的登山家所知曉。這一帶被白樺、落葉松等的原始森林環繞，大正池、
田代池、明神池等分佈在其間，與高聳的各山群的雄姿一起構成了極美的景色。大正池是 20世紀初由
於燒嶽的噴火、梓川受堵所形成的池。其藍色的水面上突顯的枯樹與周圍構成一種獨特的風景。被稱“薄
綠的霧”的白樺樹嫩芽初萌的 6月和紅葉最旺的 10月來訪的遊客特別多。梓川上長 36.6米、寬 3.1米
的木製吊橋【河童橋】成上高地的標誌。河童橋的眼前聳立著穗高連峰，遠處可以眺望南面燒嶽嫋嫋上
升的白煙，被稱感受上高地最好的照相地點。 
★特別介紹★ 
▲上高地：長野縣最具代表性的風景名勝。1975 年開始為了保持純淨的大自然，禁止一般車輛駛入，於
每年 4月下旬至 11月中旬開山(2017 年開山時間：4/27-11/15)。上高地是海拔約 1500 公尺的盆地形峽
谷，1877 年 7月，英國冶金工程師更在雜誌上將此處形容為「日本的阿爾卑斯山」，爾後英國傳教士兼
登山家沃思特、威斯頓著作的「日本阿爾卑斯的登山與探險(Mountaineering and Exploration in the 

Japanese Alps)」更提升了上高地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飯田採果樂－時令水果】南信州以出產水果而聞名，尤其是信州蘋果更是招牌名產。然而事實上，
南信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出產，包括草莓、水蜜桃、葡萄、水梨、柿子等高級水果，且一整年都有觀光
果園開放，讓旅客無論何時到訪，都能盡情享受採果樂趣。 
▓【晝神溫泉】位於中央阿爾卑斯南端的網掛山麓的阿智川沿岸。1973年隧道施工中偶然湧出溫泉水而
設立溫泉。這而有大小不一的 22 個住宿設施，很多遊客來此靜養。溫泉街中心地帶毎天早上開設的早
市，可以購買當地產的時令蔬菜和山野菜等。 
 

第四天 住宿飯店→木曾˙馬籠宿→惠那峽→名古屋免稅店→熱田神宮→名古

http://hirugamionsen.jp/blog/accommodation/keigetsu
http://hirugami-tenshin.jp/


屋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自助餐料理或涮涮鍋吃到飽     晚餐：方便遊玩，請自理 
住宿：名古屋東急 或同級 

 
▓【木曾˙馬籠宿】將彷彿走進時光的隧道，沿著石塊造的坡路，欣賞 300年前江戶時期的街景，在當
地仍保存有格子模樣的古風民家，古色古香，且至今所有電線都被仍被埋在地底下，地面上是完全看不
到一根電線的！以江戶日本橋為起點的第 43號的宿場【馬籠宿】從江戶時代一直保持著的狹窄的中山
道兩側旁，連成排的屋簷形成的村落面影，讓人與馬可輕鬆通過的小石路及為防止敵人侵入宿場的街道
也飄逸著當時的氣氛。 

★特別介紹★ 
▲木曾：17-19世紀東國江戶與西國京都的連結孔道。中山道沿途驛站多達 69宿，其中木曾十一宿以妻
籠宿及馬籠宿最為有名。連結兩地的中山道、沿著木曾川迤邐穿越深谷山底；江戶時代的浮世繪常以描

繪「木曾路」代表舊中山道，是研究日本央料的學者及古道旅人喜歡的探索路線，橫跨長野與岐阜兩個
縣市。木曾路原為被遺忘的古道，1968年以後，古町全體持續展開保存運動，終於恢復沿線宿場和街道
風貌，1976 年成為日本國家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馬籠宿：在木曾路最南端，是中山道第四十三號宿場。馬籠宿最吸引人的是周遭變化無窮的山巒景致，
襯托歷史敤敤的建築群。此處亦是日本近代文豪島崎藤村的存鄉，多本著名小說的創作舞台！ 
▓【惠那峽】受大自然侵蝕而形成的斷崖絕壁，綿延 12公里的兩側山壁除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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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自費搭乘遊覽船欣賞。惠那峽豐富多樣的大自然風貌不限於壯麗山水：微波公園約 200珠櫻花、杒鵑
花及紫藤花在春天齊放；深綠又通紅的惠那峽大橋在夏天特別顯的耀眼；秋天，楓葉彩繪帄靜的湖面，

如詩如畫的世界呈現眼前；冬天可以觀察到風韻迷人的鴛鴦及活潑可愛的白頭翁等野生動物。由此可見，
一年四季都可享受到惠那峽的魅力，使前來賞景的旅客絡繹不絕。 
【名古屋免稅店】可自由選購所需之商品。 
▓【熱田神宮】熱田神宮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相傳自公元 2世紀由景行天皇所建。至今已有 1900
年的曆史。熱田神宮大殿供奉武尊和宮簀媛、以及天照大神、素盞鳴尊、見稻種命 5 位神明，在日本曆
代都極受重視，在民間更是有著極高的威嚴。日本曆代的當權者都以各種形式表達對熱田神宮的尊敬，
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亦有大修神社之舉。近年日本天皇和皇后還曾到此參拜。 
 

第五天 住宿飯店→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精緻餐點 
住宿：溫暖的家 

今日充分休息過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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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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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agoya-h.tokyuhotels.co.jp/j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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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報馬仔】 
＊本行程特色造訪日本中部五縣市-富山縣、歧阜縣、長野縣、愛知縣及石川縣各地人氣景點！ 

▓中部˙北陸昇龍道 10月中旬~11 月中旬賞楓名所： 

▲金澤兼六園： 

 

▲黑部峽谷： 

 

▲白川鄉合掌村： 

 

▲上高地： 

 

▲馬籠宿： 



 
▲惠那峽： 

 
▲名古屋城： 

  
 

▓2017年 04月 11日《名古屋樂高樂園》慶開幕！欲參加者每人團費另加 NT$2,500元； 
行程將異動於第四天行程刪除惠那峽與熱田神宮。 

 
▓【樂高主題樂園】繼迪士尼、環球影城後，世界知名大型主題樂園「樂高樂園」也將進駐日本，在 2017



年 4月，於名古屋開幕。名古屋的樂高樂園位於名古屋港，佔地大約 9.3公頃，總共分為 7大區，成為
世界第 8座樂高樂園。從入口開始，所有設施都是用樂高積木打造，尌像是把家裡的樂高放大一樣，有
多達 40 種以上遊樂設施。園內劃為樂高 City、迷你樂園、海盜區、樂高王國、冒險樂園、樂高工廠與
商店街 7區域，因為位在名古屋的原因，更利用 22萬多塊樂高堆出高達 2公尺的名古屋城，此外，亦
有樂高造型的遊樂設施、雲霄飛車等等。 
▲Miniland 迷你樂園 獨家展現日本微縮景區： 
想用一天便看盡東京、大阪、名古屋和京都？如今不再是夢！Miniland 將展現 10個日本名勝地點的風
光，從城市天際線跨至海岸線一一呈報在大家眼前！當中不能錯過的是 2.1米高，用上 22萬顆積木製
作的名古屋城模型。屆時想必又成為一個日本新地標呢！ 
▲LEGO® CITY 樂高城市： 
身處於 LEGOD CITY，我們可以學習在駕駛學校取得官方 LEGOLAND®的駕駛執照，並且駕駛電動汽車！在
陸地還未盡興？還有飛機、船隻讓你選擇呢！ 
LEGO造型的小船在駕駛學校拿到牌照後，便可駕駛著 LEGO 造型的車輛、飛機、汽車！ 
▲PIRATE SHORE 海盜區： 
在這個區域，先經歷海盜船的磨練，在Ｕ形的軌道上來回擺動，為一場即將展開的大戰先熱身。接著，
可以加入 Captain Goodbrick 的團隊，挑戰高繩索網和滑梯。說起海盜，又怎能不提水槍呢？當通過受
海盜侵擾的水域時， 瞄准你的水槍作出攻擊啦！ 
▲Knight’s Kingdom LEGO 王國： 
這是一個代表中世紀的國度，最具代表性的必定是龍！區內的過山車（The Dragon 及 Dragon’s 
Apprentice）均採用龍的造型，由飛龍帶你穿越中世紀的小鎮街道！The Dragon 軌道的長度還是坡度
的大小都比 Dragon’s Apprentice 高得多！可以說是其的進階版！而另一具特色的是 Merlin’s 
Flying Machines，機器會把騎手射向空中，帶來飛躍的快感！ 
▲ADVENTURE 日本獨有冒險樂園： 
在 ADVENTURE 內，我們能化身成潛水員在一艘潛艇內展開冒險之旅！在水底遊歷古廟遺址，尋回法老被
盜的寶藏！這個水底探險更是整個名古屋 Legoland 的大賣點，是亞洲首個 Submarine Adventure 可
潛進海底探索海洋生物！而園區另一特色是 S.Q.U.I.D. Surfer（烏賊衝浪者）以鴨子和潛水為主題，
而水底中更埋下會「爆炸」的水炸彈呢～保証會殺你們一個措手不及！ 
▲BRICKTOPIA 不受限制的想像力： 
在這個主題園區裡，我們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樂高車，或是跳上一個樂高旋轉木馬！運用想像力，單車
都可變摩托車！提醒我們只要敢想敢做，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另外，還有 Cat Cloud Busters，我們可
以把自己拉高追逐周圍的小老鼠！ 
▲FACTORY 亞洲最齊全 LEGO 工廠： 
在 LEGO 工廠中，你可以一睹積木的製作過程，並將「剛出爐」的 LEGO作為樂園的紀念品！同時，名古
屋的 LEGOLAND 亦是擁有亞洲最齊全的 LEGO玩具商店，LEGO 迷萬萬不能錯過啊！ 
 
▓飛驒古川-古川祭：每年 4/19-4/20 兩天舉行的古川祭，為日本三大祼祭之一，由祼身的壯丁們擊響
太鼓、激烈競技遊行，為整座城鎮掀起高潮。 

 
 
▓高山祭：與京都祇園祭、秩父夜祭合稱為日本三大美祭的高山祭，是秋天八幡祭(於每年 10/9-10/10



兩日舉行)與春天山王祭(於每年 4/14-/15兩日舉行)的總稱。兼顧華麗、絢爛、哀愁、玄幽意境的屋
台車，是日本指定的文化財產。當屋台車一年一度被拉出來展示時，吸引日本國內外的觀光客，連國
外媒體都經常現場連線直播祭典的進行呢！ 

 
▲高山夏季點燈：於 7月下旬至 8 月中旬月中橋周邊夏季點燈活動。 
▲高山秋季點燈：於 10月下旬至 11月上旬夜間點燈活動，10中旬時另有舞獅隊巡行。 
▲高山冬季點燈：於 12月下旬至 1月上旬月中橋周邊冬季點燈活動。 
 
▓富山縣-風の盆祭(越中盆舞)：於每年 9/1-9/3共三天的富山縣越中八尾町的「おわら風の盆祭」是
全日本最有魅力、最唯美的祭典。「風の盆」指的是舞蹈，而配合舞蹈吟唱的「おわら」則是歌調，也
是祭典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以胡弓為主角，加上三味弦，奏出哀愁又清徹的樂音。男女舞者皆戴著用稻
草編織的人型斗笠，往前傾的戴法，遮住視線，露出後頸背，讓人不禁想一窺舞者們的盧山真面目呢！
越中盆舞的醍醐味在各條垿道上進行稱之為「おわら町流し」的活動，各町的男女舞者、演奏隊伍、歌
人在街道上前進、演出一直持續到深夜。 

 

 
▓富山縣惠比壽祭+濱海花火大會：於每年 7/27-7/28兩日舉辦的惠比壽祭是當地漁民祈求帄安以及豐
收的傳統祭典，第一天的夜晚，漁民會從神社請出惠比壽以及大黑天神的神像，安置在漁船上，繞行海
域 1小時。接著，町內的小學生會從家中取出燈籠，流放於水中，祈求帄安。 

 

 
▓能登半島和倉港-花火祭：於每年 8/1及 8/30舉辦的能登花火祭是北陸最大規模的煙火秀。直徑可達
一公尺的花火，極具魄力。而數千發花火打在水面，因為與水面互相映照，同時達到氣勢與絢麗之美，
這場水上花火盛會，可說是日本各式花火大會的人氣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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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