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銷活動 3/10前付訂送小費★ 

北陸黑部立山雪之大谷.上高地.白川鄉五日 

4月 22日出發 售價:42,900元 
行程特色：                               

★漫步大雪谷( 予定期間：2018/04/15-5/31)，4 月上旬天氣回暖以後，立山黑部觀光鐵道會派人利

用巨型剷雪車，開出室堂至美女平之間 20 多公里的「阿爾卑斯之路」，您可在高約 20 公尺的雪谷間

散步，觀賞高聳壯觀的立山雪牆。讓來此的遊客置身其間，觸摸雪壁，感受立山冬盡春來的喜悅；漫

步「雪壁」其中，感受大自然的壯闊雄大，只有不斷的驚訝聲與讚嘆聲。 

阿爾卑斯山～黑部立山：親臨日本海拔最高之國家公園淨土，乘坐 6 種交通工具，橫越日本屋脊-日本

阿爾卑斯山【立山】雄山峻嶺，沿途大刀闊斧壯麗山色，只待您細細品味與感受，欣賞它變化多端的

四季奧妙。 

 

★欣賞世界文化遺產也是末代武士拍攝地【白川鄉合掌村】。 

★【日本三大名園之一～金澤兼六園】兼六園名字來字於它的設計兼具「宏大、幽遂、人力、蒼古、

水泉、眺望」等六項名園的條件，讓它成為金澤最著名的景觀。 

★【郡上八幡博物館】傳統舞蹈表演．城下町懷舊街道散策，贈送～可樂餅。 



 

 

 

★【天

皇最

愛秘

境、

神所賜予的禮物～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 】信州自然景緻的精華，沿著梓川，一路都是絶佳山色及

各種生態旅遊步道，體驗清流與湖泊相映，交織成詩畫般的景觀。 

 

參考航班:（若班機時間有異動時,依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航班 行程 起訖時間 

出發 國泰航空 CX530 桃園～名古屋 11:45～15:40 

回程 國泰航空 CX531 名古屋～桃園 15:50～19:0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 名古屋(中部國際空港)－岐阜或下呂或小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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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位於東京與大阪之間，故又有〞中京〞之稱。名古屋是戰國三英傑德川家康、豐臣秀吉、

織田信長出身及完成統一霸業的地方，但卻無緣成為日本首都。街道整齊林立，呈現棋盤狀的並排交

錯，給人似乎單調平凡的印象；可是走在其中，卻又發現其中許多獨特的魅力，隱隱透出一股溫和樸

實的城市風格。今晚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 

【下呂溫泉】和草津、有馬並列為日本三大著名溫泉之一 春、秋季分別舉行業餘歌舞伎上演 位於岐



阜縣中東部與長野縣交界處的下呂溫泉，從 10 世紀就是知名的溫泉治療地，有衆多遊客來訪。該泉

被列入日本三大名泉，對風濕性疾病和運動功能障礙有療效。 

餐食：早：XXX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飯店迎賓料理或自然食自助餐或和風御膳 

住宿：岐阜華盛頓或下呂小川屋溫泉或 或 東急 REI 或 小牧格蘭蒂雅 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合掌村－飛驒高山三之町古街散策

(莊川櫻 4月中～4月下旬)～日本天皇最愛造訪的秘境、神所賜予

的禮物～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 －國寶松本城（賞櫻名所）－松
代或長野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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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成為觀光的焦點，平均一年的觀光客人數超過 110 萬人次。站在

制高點城山上(荻町城跡)往下眺望，極目盡是水田，河流靜靜地流過，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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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三之町古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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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上高地另一層意思是〔此等美景是神賜予我們的禮物〕。因長期與外界隔

離，蘊藏了極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成為大自然良好的生態棲息地。信州自然景緻以上高地為精華，沿

著梓川走，一路上都是絕佳山色及各種特別為遊客設計的生態旅遊步道，上高地是日本阿爾卑斯山”

穗高岳”山腰上的台地，擁有與瑞士不分軒輊的仙境，體驗清流與湖泊相映，交織成詩畫般的景觀。

大正池是於大正 4 年(1915 年)由燒岳噴發而成，直至今日已是日本遊客抵達上高地之後必定前來觀賞

的精采景點之一。爾後再沿著梓川經由田代橋前往上高地的象徵～河童橋；您將會看到自唐朝傳進的

落葉松與此地的山水景色交織成一遍如詩如畫的景致。 

松本城（賞櫻）：以日式建築中典型的連立式平山城，是日本目前少數僅存的古城，此地已被日本政府

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產。松本城表面的黑色灰泥和白色灰泥的絕妙組合使整座城堡顯得優雅諧和。當春

天櫻花季到來，城廓一帶約 600 多株櫻花綻開，如此優雅風情，景致相當迷人。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定食御膳  晚餐：飯店外和風料理或飯店內迎賓料理 

住宿：長野 JAL CITY 或 長野東急 REI 或 松代皇家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立山黑部.雪之大谷(搭乘六種交通工具)－金澤或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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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富山縣間的

中部山岳國家公園主脈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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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優美

地變化，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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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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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年替天山路再開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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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的晾色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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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公尺高山地區，約停留 3 小時左右，4、5、6、9、10、11 月份出發的貴

賓，請務必攜帶禦寒衣物、手套、圍巾。 

 

 

      

立山電纜車 

立山驛－美女

平 

1.3 公里／7 分

鐘 

高原巴士 

美女平－室堂 

23 公里／50 分

鐘 

立山隧道電軌車 

室堂－大觀峰 

3.7 公里／10 分

鐘 

立山空中纜車 

大觀峰－黑部平 

1.7公里／7分鐘 

黑部隧道電纜車 

黑部平－黑部湖 

0.8公里／5分鐘 

關電隧道電軌車 

黑部大壩－扇澤 

6.1 公里／16 分

鐘 

連結立山驛和

美女平驛間的

爬坡纜車，兩站

間高低落差 500

公尺， 但電纜

車只需要 7 分

鐘，坡度上升的

很快很快，俯瞰

的景觀當然與

眾不同。 

行走於美女平

至室堂間的巴

士，長 23 公

里、不到 1 小時

的車程，這條景

觀道路又叫

Park Line，窗外

景致從中海拔

林相變為高海

拔林相，景色變

化豐富。 

這條專供電軌巴

士行走的隧道，

是日本高度最高

的隧道，標高

2450 公尺。隧道

貫穿立山主峰雄

山的中腹，行走

期間是以電力為

動力，以改過去

的柴油，為的是

環保。 

長 1710 公尺的

纜車，是日本第

一長的纜車，而

且中間一根支柱

都沒有，加上大

觀峰和黑部平的

標高落差 500 公

尺，這個纜車坐

起來很刺激，再

加上它的四面大

全景可是千金難

買，難怪有移動

的展望台的稱

號。 

日本唯一一條走

在隧道中的爬坡

電纜車，長 872

公尺，蓋一條隧

道專給電纜車

走，為的是不破

壞自然景觀和防

止冬季大雪造成

的危險，黑部平

和黑部湖高低落

差有 377 公尺，

電纜車的坡度大

概有 30 度，坐在

椅子上都像要坐

不住了呢。 

隧道坡度是小了

點(10 度左右)，

一樣是電力為動

力的，電軌車因

為要爬坡所以都

很耗電，但這款

巴士有個特殊設

計，就是爬坡時

氣壓和電力並

用，以便能省

電，所以坐在車

上，感覺微微地

頓了一下，就是

氣壓和電力在用

力了。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餐：北陸立山日式御膳  晚餐：飯店內宴會料理或北陸風味餐 

住宿： 金澤 MYCITY HOTEL 或 富山東急或 和倉溫泉或 同級飯店 

 

第四天 飯店－金澤兼六園‧金澤城－牧歌之里花園牧場－郡上八幡（博物



館．傳統舞蹈．贈送可樂餅）－免稅店－名古屋或岐阜或豐田 
【日本三大名園～兼六園】兼六園名字來字於它的設計兼具「宏大、幽遂、人力、蒼古、水泉、眺望」

等六項名園的條件，讓它成為金澤最著名的景觀。名園的四季景色很難看盡，晨昏晴雨各有氣氛，真

的是魅力無限。 

【牧歌之里】，以「花、動物、物品製作與溫泉」為主題的高原主題公園，位於標高 1000 公尺的ひる

がの(Hirugano)高原。園內隨著季節更替，可見到薰衣草、向日葵、波斯菊等各式植物盛開的美景，還

能和農場裡的動物們親近接觸。春夏兩季是以花田、牧場、工藝為主題的高原主題公園，擁有景色廣

闊的高原，豐富的四季自然風光。 

【郡上八幡】郡上藩的城下町而繁榮的郡上八幡，是 4 萬 8000 石的城鎮，紅殼格子住家林立並列。流

經城鎮的吉田川是昔日的 取水道，到處都有清淨的水流出。由於第六代城主遠藤常友全力整建發展，

奠定了今日八幡町的基礎，郡上八幡也 有水城之稱，城內到處有湧泉的古老街道．更是散發出其獨特

的風味。郡上舞蹈是日本的三大民謠之一。 

【免稅店】店內有馳名豐富的禮品，琳瑯滿目的物產供您選購。 

【榮商圈】名古屋最熱鬧的購物商圈不夜城，酷似東京鐵塔的「名古屋電視塔」就佇立在榮町的久屋

大通公園內，和光彩奪目的「希望之泉」遙遙相對，相當顯眼。周邊除了大型百貨公司、購物商場、

精品店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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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式餐館和

紀念品店，從逛街購物到品嚐美食，這裡都可以一次滿足您。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餐：日式季節料理或鍋物套餐  

              晚餐：涮涮鍋風味餐或自助餐或名古屋味噌豬排定食或和風御膳 

住宿：KURETAKE INN 納烏橋 或 小牧 ROUTEINN 或 常滑 SPRIING 或同級 

 

第五天 飯店－【名古屋～市區自由活動】商圈自由逛街購物－中部空港  台北              

      CX531  1650/1900 
早餐後，自由活動～以下為【建議行程】您可自行搭乘電車前往。 

【名古屋車站】車站前有各種酒館餐廳、電玩店和保齡球場，還有許多名品店、百貨公司等，如高島

屋百貨、名鐵百貨等。而名鐵百貨內有著知名的巨型模特兒－NANA 醬。NANA 醬身高高達 6 公尺，

身上穿的衣服會依季節、節慶、活動等更換，NANA 醬的變裝也是當地人的一大樂趣。 

【大須商店街】有 400 多年的歷史，是一條以大須觀音為中心的繁華街道。大須商店街擁有各種飲食

店、服裝店、雜貨店、電器店等，包羅萬象的商品是大須商店街最大的魅力之一，不妨去發掘一些有

趣的商店吧！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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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

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

諒。 

                                                           ～*～敬祝您 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