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野 RISONARE 山梨八岳-東京度假 6 日 

出發日期.售價:11/25  49,900 元       12/09、12/16、01/06  50,900 元 

※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東京成田班機，安全舒適又省時。 

※  保證入住星野集團飯店：Risonare 山梨八岳時尚度假飯店。 

※  輕小瑞士「輕井澤」愜意一日遊，悠閒走訪景點，享受慢活假期。 

※ 「川越」回江戶時期舊時光，來趟文青小旅行！ 

 

【Risonare 山梨八岳】 

位處八岳山高原的歐洲特色建築 ， 

遠離煩囂 擁抱自然  盡享受時尚度假風 感受另一個日本。 

以時尚設計的度假村以誠心款待每位賓客， 

提供精緻美味的意大利菜， 

山梨縣的葡萄酒，高級優雅的水療護理，及感受由著名建築師設計的獨特建築風格， 

為不同年齡的賓客留下難忘的旅遊回憶。 

 



 

 

 



 

 

 



 

 

【特色景點】 

★ 榆樹街小鎮/村民食堂(餐廳與商店) 

位於虹夕諾雅度假區入口，樹影搖曳的「榆樹街小鎮」種植了超過 100 株巨大春榆樹。集合了 15 間各式



各樣餐廳，咖啡座及商店。星野榆樹街小鎮上的村民食堂，是為所有遊客和本地人提供美味的餐食。在自

然的環境中，感受輕井澤的渡假氛圍。 

 

 

★ 輕井澤高原教堂 

有著超過 90 年的歷史，木造的室內，散發出溫暖氛圍，陽光從大大的窗戶內灑進。 



★ 石之教堂(內村鑑三紀念堂) 

以「神所創造的自然中,就是祈禱的場地」為思想中心的明治時代傳教士 內村鑑三的「無教會思想」概念

為設計藍圖,由美國有機建築大師 Kendrick Kellogg 設計而成。屋頂由石頭與玻璃交互而成，有如原本就是

自然的一部分。 

 

★ GINZA SIX 

  

  

  

 



【星野時光-集點活動】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11-25(日) BR196 桃園機場 15:20 成田 19:20 

2 2018-11-30(五) BR195 成田 20:20 桃園機場 23:2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成田機場→住宿飯店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長榮航空客機直飛東京，抵達後隨即專車前往住宿飯店，入個好眠，

迎接即將展開的旅程。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成田東武 或 成田日航 或 成田 VIEW 或同級 

第 2 天 【 江戶舊時光小旅行 】 

川越懷舊之旅 (藏造傳統建築．大正浪漫夢大道.菓子屋橫町．時之鐘)→GATEAU FESTA 

HARADA 人氣法式酥脆麵包→石階梯溫泉古街道散策～伊香保神社→登上山之上公園～見

晴展望→伊香保石段街 

https://www.everfuntravel.com/promo/special/hoshino-resorts/passport-pak/


 ●【小江戶川越】 

日本江戶時期為河運中心，建築受江戶風格影響最深，因此又

名「小江戶」。以完整保留日本江戶時期古老歷史、傳統文

化、許多文化遺產而聞名。此地以日本江戶時期青磚瓦片製造

的倉庫群及指定為文化財的古老風味的建築並排街道兩側為

首，世代相傳的百年老店林立，到處都充滿著古舊情懷。 

◎【GATEAU FESTA HARADA ～人氣法式酥脆麵包】 

1901 年由原田丑太郎創立以和菓子製造業發足，1946 年(昭和 21 年)戰後因糧食管制下投入麵包製造業

成為學校糧食供應商的重要角色。之後更跨足生產洋菓子，其中的人氣洋菓子即是 2000 年推出的薄片

酥脆洋菓子最為熱銷，隨即流竄全日本─據說連天皇都愛不釋手。因此我們特別安排前往法式酥脆麵

包工廠參觀，本館於 2004 年設立並命名為希望之館，希臘建築風的外觀一系列琳瑯滿目的洋菓子，可

參觀生產中的法式酥脆麵包，且還有機會試吃未開賣的新產品喔！ 

●【石階梯古街道】 

石階梯古街道是介於伊香保禦關所到伊香保神社之間浪漫的溫泉古街，位於古街中央的階梯都是由石

頭堆砌而成，層層疊上長約 300 公尺、共有 360 個階梯；石段街湯煙四溢，整條街道仍然瀰漫著日本

昭和 30、40 年代的復古氣氛，石階中央整排歐風路燈，更是襯托出伊香保獨特的風格；石段街兩端排

列各具特色的精品店及小吃店，泡湯遊客穿著浴衣沿著石階閒逛，形成一種傳統而典型的日本印象。 

★【伊香保空中纜車‧見晴展望台】 

搭乘伊香保空中纜車約 4 分鐘的空中漫步，直登標高約 1000M 山之上公園的見晴展望台，登高視野遼

闊，伊香保溫泉町甚或遠處赤城山、谷川岳及上信越群山美景盡入眼簾。 

PS.如逢纜車維修或臨時停駛，則改前往水澤觀音寺參觀，敬請見諒!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味自慢地元料理 

晚 飯店內季節食材迎賓料理 

夜宿  如心の里 ひびき野 或 伊香保雨情の湯 森秋旅館 或 伊香保天坊 或同級 

第 3 天 【 小瑞士「輕井澤」慢活の旅 】 

輕井澤秘境～白絲瀑布→星野渡假村～榆樹街小鎮→石之教會 . 高原教堂→雲場池→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夜宿輕井澤 

◆【輕井澤】 

位高海拔 1000 公尺的高原小鎮，有「小瑞士」美譽之稱，西

元 1886 年英國傳教士「亞歷山大」旅行至此，被輕井澤森林

與清新空氣所吸引，自明治時期就是文人雅士愛好的避暑勝

地，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人間仙境。日本天皇明仁與美智子也

邂逅於此。 

●【白絲瀑布】 



瀑布面積 70m 寬、落差 3m，水的透明度很高，有如日本庭園的盆景，從岩石中湧出地下水細如多層白

線而命名。淺間山泉水沿著蜿蜒岩壁，彷如數百條白絲飛流直下，清淨幽美、美不勝收。 

◎【星野榆樹街小鎮】 

位於虹夕諾雅度假區入口，樹影搖曳的「榆樹街小鎮」種植了超過 100 株巨大春榆樹。在這個樹影搖

曳的陽台上，這裡集合了 15 間各式各樣的餐廳，咖啡座及各式商店，在自然的環境中，感受輕井澤的

渡假氛圍，沿著淺渓邊的散步道漫步購物。 

●【高原教堂 ‧ 石之教堂(內村鑑三紀念堂)】 

「輕井澤高原教堂」，位於風景優美自然輕井澤中，有著超過 90 年的歷史，不間斷的守護著愛情誓

言。木造的室內，散發出溫暖氛圍，陽光從大大的窗戶內灑進。圍繞著教堂周遭的是廣大的庭園，您

可在此體驗市區沒有的清雅氛圍與四季更迭。 

「石之教堂  內村鑑三記念堂」，以「神所創造的自然中,就是祈禱的場地」為思想中心的明治時代傳教

士 內村鑑三的「無教會思想」概念為設計藍圖,由美國有機建築大師 Kendrick Kellogg 設計而成。屋頂

由石頭與玻璃交互而成，有如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依照時間的不同，伴隨著光影的變化，在此許

下永恆的誓言。 

PS.如逢石之教會/高原教堂當日有安排婚禮，無法前往參觀，則改為輕井澤 SHAW 紀念教堂及聖保羅

教堂參觀，敬請見諒! 

●【雲場池】 

雲場池素有“天鵝湖”的美稱。湖面映照出的四季景觀色彩斑斕，美輪美奐。綠意盎然的初夏和紅葉

紛飛的清秋是最佳觀賞時節。潺潺的清泉從附近的樹林湧入池中，讓池水如珍珠般飽滿、清澈。池周

圍鋪設了步行 20 至 25 分鐘即可環池一週的林蔭小道，是漫步於大自然的絕佳場所。 

◎【輕井澤 PRINCE SHOPPING PLAZA】 

有許多各式名牌及各種流行商品與新鮮的異國風味餐廳，您可以在一片綠意盎然的大自然中，呼吸著

輕井澤清新的空氣，悠閒地享受另類的購物樂趣。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村民食堂信州御膳 或 輕井澤異國風料理 

晚 和洋式百匯自助餐 或 西式套餐 

夜宿  輕井澤王子 或 輕井澤萬豪 或 淺間山王子 或同級 

第 4 天 【 「清里」高原深呼吸 】 

清里高原~童話森林．萌木之村→下一站幸福 ~ 搭乘高原列車小海線(自由席，清里車站~JR

最高車站→ 野邊山車站，途經日本鐵路 JR 最高點海拔 1375m)→宿 Risonare 山梨八岳 (甜椒

小路．葉之教堂．il mare 室內人造浪溫泉泳池) 



◆【清里高原】 

位於山梨縣西北部，與長野縣交界處的八岳山南麓，海拔 

1300 米左右的高原避暑勝地，有著媲美阿爾卑斯山林景緻，

可遠眺日本南阿爾卑斯山、富士山和秩父山脈。在小海線的清

里車站旁有數家外觀漂亮的餐廳和咖啡館，更增添小鎮異國風

情與渡假氛圍。 

◎【童話森林．萌木之村】 

彷彿童話故事的精靈森林，隨意漫步林徑小道，每間木造小屋都藏著不同的主題，有飯店、餐廳、咖

啡館、異國雜貨商店等（每間商店休館日不一）；盡頭更有座木造旋轉木馬，當音樂如夢似幻輕輕流

轉飛揚，腳步也跟著輕快跳躍起來，萌木之村就是如此讓人愛到忘記時間的地方。 

★【搭乘高原列車小海線(野邊站-清里站)】 

日本第一高原列車及世界第一商用油電混合環保列車，以「海拔最高的 JR 路線－最接近宇宙的鐵路」

聞名；沿線位於八之岳高原國定公園內，可自由欣賞八之岳群山的雄大。特別安排從 JR 海拔最高的車

站-野邊山站搭車前往充滿歐風的街道，並有 JR 海拔第二高車站(標高 1275M)的清里站。 

【日本星野集團旗下 RISONARE 山梨八岳】 

位於山梨縣小淵澤的高原渡假飯店，RISONARE 是義大利文，意思是「to resonate」也就是共鳴，取這

個名字的原因是希望人類的居住能與這片自然美景調和在一起。佔地約七萬平方米，由義大利建築師

Mario Beillini 所設計，如義大利山岳都市的幻想世界，為日本南阿爾卑斯山與八岳環抱，海拔近千米，

還可遠眺東南方的富士山。整個飯店融合在大自然森林中，充滿了療癒的氛圍。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清里異國風料理 或 清里有機套餐 

晚 YYGrill 自助餐 (贈送每人一杯紅酒) 

夜宿  保證入住 星野集團 Risonare 山梨八岳 

第 5 天  【 遇見「富士山」】 Risonare 山梨八岳→勝沼．葡萄之丘(酒窖見學．紅酒試飲)→河口湖富

士山瞭望纜車→遇見富士山~大石公園．河口湖自然生活館→東京 

★【勝沼．葡萄之丘】 

位於山梨縣甲州市的山丘上，擁有酒窖、餐廳、烤肉場地、美

術館、旅館及溫泉的複合性設施。山梨縣盛產葡萄、桃子、李

子等水果，其中又以從 17 世紀就開始種植的葡萄最為出名。

在勝沼地區一帶有數十間葡萄酒莊，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們前來參觀酒莊、試飲葡萄酒及體驗採葡萄。 

★【河口湖富士山瞭望纜車】 

以太宰治的童話名作「KatiKati 山」的背景舞台，觀景台上，到處都有狸貓和小白兔的裝飾雕像，迎接

各位賓客的光臨。抵達山頂眼前呈現著日本第一的富士山和河口湖全景。展望台上設著與富士山相對

立的心型「Kachi Kachi 山•天上之鐘」，並成為眺望富士山的展望園地。 



 ◎【大石公園．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位於河口湖北岸,從公園能一覽富士山和河口湖的美麗景色。園內的「河口湖自然地生活館」,是富士山

和河口湖的最佳外景拍攝景點，出產藍莓相關應有盡有的土特產商品。 

餐點 早 特色當地早餐 

中 古民家爐端燒 或 四季旬彩御膳 

晚 日式握壽司定食 或 居酒屋風味餐 

夜宿  東京大倉 或 東京新大谷 或 台場日航 或同級 

第 6 天 時尚東京半日遊(銀座 GINZA SIX、銀座大街、銀座並木大街、銀座晴海大道、丸之內 Brick 

Squar)→成田機場/桃園機場  

【GINZA SIX】 

2017 年 4 月 20（週四），複合設施「GINZA SIX」在此誕生！

集合了 241 個品牌，是銀座區域品牌最多的商場，不僅有高級

品牌，更包括讓生活多采多姿的生活雜貨，乃至於做工精巧的

漆器、銅器、和服等等，有許多追求日本傳統與革新的店家。 

【東京銀座大街、銀座並木大街】 

以中央大街和晴海大道相交叉的銀座四丁目十字路口為中心，三越、松屋、松板屋、和光、等高檔百

貨店、高級珠寶店、各種高級餐廳鄰次櫛比。銀座既有百年倉桑的老店，又有最新流行的時代氣息。

晴海大道南側的並木街道、五番街一帶，來自世界的頂級名牌時裝店 CHANEL、愛馬仕、Christian 

Dior、GUCCI、Louis Vuitton 皆集中於此，充滿時尚豪華氣息，入夜五顏六色的霓紅燈為銀座更增添幾

分魅力。 

【銀座晴海大道】 

往東不遠過昭和大道，一座古老傳統建築即在眼前，是著名的日本歌舞伎座。往西走，過銀座四丁目

路口的高檔手飾店和光至數寄屋橋十字路口，法國瑪克西姆西餐廳、阪急百貨店、瑪麗奧商廈內的瑪

麗奧阪急百貨店等。 

【丸之內 Brick Square 丸之內 Brick Square 丸之內 Brick Square】丸之內 Brick Square 

此商業設施內有許多走在時尚尖端又講究的流行服飾、雜貨、美食名店，以紅磚打造的建築充斥著獨

特風情。這裡還有忠實重現綠意盎然的一號館廣場與噴水池，以及丸之內首棟辦公大樓「三菱一號

館」當年樣貌的美術館等，宛若商業區內的一處綠洲。 

隨後於成田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精彩難忘的關東之旅。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本行程最低成行人數為 15 人(含)、團體人數最多為 40 人(含)。 

 如貴賓為單 1 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則需另補單人房差額，敬請見諒。 

 團於出發後，在日本當地不可任意更改房型或取消，且無法退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 休假、

住宿飯店調整及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有所更動。為配合觀光點和餐廳營

業時間，行程有時會有所變動，但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所以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

權利；如遇中途自行脫隊或自動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

如靠窗、靠走道或是同行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

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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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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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照領隊說明。 

 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入日本為免簽證。但護照需在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六個月以上，在此特別

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如為役男或接近役齡男子，請向所屬兵役管轄機構，加蓋

允許出境兵役章。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如吃素、兒童餐...等，請於開票前通知業務員，以便代為安排。 

 至國外旅遊均有付小費的習慣，以表示對服務提供者的致意與感激，這是一種禮貌；由於各地

區小費的習慣不一，請遵照領隊說明．(此行程不進免稅店，故基本服務費導遊及司機每人每天

共約台幣 300 元整)(服務費是各位貴賓給予領隊、導遊、司機等人員之肯定與鼓勵，感謝您的嘉

許)。 

 電壓：日本為 100 伏特 AC，不過日本東部地區的頻率為 50 赫茲，西部的京都、大阪、名古屋

的頻率為 60 赫茲，各大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 100 伏特和 200 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一般只能夠

插入雙腳插頭；琉球為 100 伏特雙腳插頭。 

 時差：日本比台灣時間快一小時。 

 電話： 

「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01+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日本到處都有公用電話，特別是在車站和商業區周圍，共分紅、黃、粉紅和綠四種顏色。打公

共電話可使用 10 日圓和 100 日圓的硬幣以及電話卡。市內電話費為每分鐘 10 日圓，使用預付電

話卡是最方便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