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山雪牆雙溫泉螃蟹 6 日(含稅) 

出發日期.售價:05/01、05/08、05/15   49,999 元 

05/22   48,999 元 
行程特色 

★【漫步立山大雪谷】 

每年入冬之後，國立公園因為積雪過深而選在十一月底的時候封山，到了翌年四月中五月初才開山，讓民眾再度重遊這片

淨土。轉換六種不同的交通工具，方完成遊歷立山黑部的阿爾卑斯之路，嘗試了最多元化的玩法。而初春的立山，有超過

二十公尺高的「雪壁」景觀，漫步其中，感受大自然的壯闊雄大，一趟行程走下來，只有不斷的驚訝聲與讚嘆聲。 

 
 

★【利用六種不同交通工具登上立山黑部峽谷連峰】 

1.立山車站→美女平【立山電動纜車 1.3KM，7 分鐘】 

2.美女平→彌陀原→天狗平→室堂(海拔 2450公尺)【立山高原巴士 23KM，50 分鐘】 

3.室堂→立山主峰→大觀峰【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3.7KM，10分鐘】 

4.大觀峰→黑部平【空中纜車 1.7KM，7分鐘】 

5.黑部平→黑部湖→黑部水壩【黑部登山纜車 0.8KM，5 分鐘＋徒步 0.6KM 走過水壩上方，15分鐘】 

6.黑部水壩→扇澤【關電隧道電氣巴士 6.1KM，16 分鐘】 

立山至室堂區間交通如卡旺季時期，會依行程流暢度為主，改為搭乘【臨時直通巴士】 

 



★視覺享宴～牧歌之里～鬱金香與芝櫻協奏曲～★特別安排～搭乘遊園小火車～★

 
※園內約有 20萬株花朵，規模壯觀，鬱金香與芝櫻開花期間預計為 5月上旬~5月下旬。※ 

 

★日本三大名園推薦～兼六園★ 

 
 

★米其林三星景點推薦～白川鄉（特別安排合掌屋～入內參觀）★ 



 
 

★上帝之禮～如癡如醉的仙境～上高地★ 

 
  

★日本最大招財貓博物館～手繪專屬自己的招財貓(一人一隻)★ 



 
 

★特別安排大啖美食★ 

 
 

★特別安排嚐鮮～贈送新鮮帆立貝～現烤的喔(一人一個)★ 



 
 

★再加碼～特別贈送金箔冰淇淋(一人一支) ★ 

 
 

＊因逢黑部立山開山旺季期間，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人潮及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

或互換觀光點或住宿地區順序調整，如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

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並請於報名時特別留意。 

＊如遇飯店客滿，在無法安排雙人房的情況下，本公司將吸收房間差價讓每位旅客個別入住單人房。 



 

＊＊ 品質保證 ＊＊ 

★ 貼心安排全程二人一室，提供您享受舒適而又無負擔的休閒旅遊環境。 

★ 專業、親切、貼心的資深導遊，全程服務。 

★ 全程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每日行程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台北 小松空港→石川 

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直飛日本北陸小松機場。2007年 6月開航的

小松機場，大幅縮短旅客前往金澤、加賀溫泉鄉等觀光勝地的距離，包括了石川縣、富山線和福井縣，鄰近日本

海，向來就以擁有豐富的海鮮漁獲及眾多舒適的溫泉著稱，同時最富有和風氣息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在北陸地區

處處能夠感受，因此吸引許多旅客造訪，成為最讓人期待的觀光地。抵達後專車前往享用豐富的晚餐。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飯店內用 或 外用風味餐  

旅 館：石川  金澤國際飯店 或 金澤 VISTA飯店 或 金澤 DORMYINN飯店 或 金澤亞帕飯店 或 Route-Inn Gr

antia 小松  或同級 

第 2

天 

★特別安排：利用六種不同交通工具欣賞立山黑部峽谷連峰之美★ 

★特別安排：螃蟹吃到飽  

立山連峰【電動纜車】→美女平【高原巴士】→室堂（立山主峰）【隧道無軌電車】→大觀峰【空中纜車】→黑

部平【黑部登山纜車】→黑部湖【徒步】→黑部水庫【關電隧道電氣巴士】→扇澤 

今日進入北陸旅程的精華重點，早餐後即驅車前往立山國立公園，乘車經由【富山】，前往享有「日本阿爾卑斯

山」美名的【立山黑部】，將近 9 公里的路程，全程使用各式環保交通工具翻山越嶺，讓您在清淨的空氣中，感

受時時刻刻變化的立山風貌。首先從立山驛搭乘【電動纜車】到美女平，從立山車站搭乘電動纜車，約七分鐘即

可到達標高差 502公尺的美女平車站；在這裡有被稱之為美女杉的杉樹，傳說在女人不得進入立山的時代，有位

尼姑因破壞規定強行登山觸怒了神明，後被降罪懲罰變成了杉樹。隨後改搭【高原巴士～電力車】到室堂，在高

原巴士行駛的五十分鐘間，您可沿途欣賞原始森林與高原廣大景色，抵達室堂後，立山三山的雄山、淨土山、別

山將聳立於眼前。室堂平也是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觀光的中心地，因眾多慕名而來的遊客或登山客而生機

蓬勃。在室堂還可品嚐日本名水之一的立山水，此處也是照相留影的最佳之處。再經由堂室改搭【隧道無軌電

車】，穿越海拔三千公尺的立山連峰至大觀峰，於此瞭望山谷美景；隨後乘坐【空中纜車】至黑部平，長達 1.7

公里約搭乘 7 分鐘的立山空中纜車，以無支柱直跨方式，聯結兩大山岳。接著乘坐【黑部登山纜車】至黑部峽

谷，與黑部湖之間用 5分鐘可達的全線地下式黑部電車相聯結。抵達後可徒步觀賞日本最高的黑部水壩（高 186

公尺、長 492公尺的日本最大級水庫），其建構之宏偉，令人瞠目結舌；6 月至 10月之間，不時還有水庫洩

洪，水勢非常壯觀；再轉搭【關電隧道電氣巴士】經過全長 6.1公里，東洋第一的山洞隧道到達扇澤站，完成這

一趟精彩的立山黑部之旅。 

。 

＊＊＊【特別說明】＊＊＊ 

＊於 4、5、6、9、10、11 月份出發的貴賓，請注意本日行程會在海拔約 3000公尺左右的高山地區停留約 2 小

時，請務必攜帶禦寒衣物、手套、圍巾等。 

2019年，立山上各項活動的預定開放期間如下：(確實日期， 官方網站公告請以為主) 

＊【雪之大谷 WALK】預定開放期間為 4月 15日～6 月 22 日。 

＊【雪之迷路】預定開放期間為 5 月中旬〜6 月上旬。 

＊【戲雪廣場】預定開放期間約為 4月中旬〜5月上旬。 

＊【雪之滑梯】預定開放期間約為 6月上旬〜6月中旬。 

在不同活動的預定開放期間中，有機會可親身體驗一下不一樣的樂趣。 

https://www.alpen-route.com/tw/


＊為保護黑部立山的自然生態環境，在交通及用餐部份多受限制。立山上所提供的餐食，皆以精緻簡僕的山菜料

理為主。 

＊如遇旺季，以行程流暢度為主，午餐將會改為山下用餐或簡易式餐盒帶往山上用餐，敬請了解。 

＊旺季期間，立山至室堂間之交通依據官方的調度狀況，會有可能改為搭乘【臨時直通巴士】，敬請了解。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立山山菜料理+丸子火鍋(4~8人一鍋)或風味料理或車用簡易餐盒  晚餐／

飯店內總滙自助餐 或 和膳會席套餐(特別贈送螃蟹吃到飽)  

旅 館：長野  黑部觀光飯店 或 立山王子飯店 或 安曇野 AMBIENT 飯店 或 黑部 KUROYON飯店 或 白馬溫

泉 白馬溫泉飯店 或 白馬 ALPS飯店 或 白馬 GREENPLAZA  或同級 

第 3

天 

★特別安排上高地散策 

 

知名導演黑澤明之電影「夢」拍攝場景～水車小屋～【大王山葵葉農場】→神賜予我們的禮物～【上高地】～途

經大正池～河童橋散策→途經高山陣屋→飛驒高山【上三之町古街散步】→高山飛驒溫泉鄉 或 長野溫泉鄉 

●【大王山葵葉農場】位於日本阿爾卑斯山麓的大王山葵葉農場，為日本規模最大，使用農場附近 , 位列「名水

百選」之一，來自北阿爾卑斯山水泉湧出的清泉來灌溉山葵。山葵田都是一排排並列的土堤，堤與堤之間清澈的

小澗涓涓細流，使周遭的空氣變得清新怡人。農場外圍的水車小屋，成了古樸的點綴，像一道碧玉帶輕輕流動，

把清澈無染的萬川水，引到山葵農田作灌溉之用。因一年四季氣候涼爽，適合栽種生魚片的酌料「WASABI」，

為安曇野著名的觀光景點，同時亦以日本國寶級導演黑澤明之電影大作「夢」拍攝地點聞名日本全國，片中那悠

悠翻轉的水車小屋，交錯著美麗的田園風光，必然讓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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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說明】『上高地』預定開放期間為 4月中下旬～11月中旬。若逢『上高地』未開放期間或因天候、路況

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影響，而無法前往時，行程將改為前往【松本城】參觀，敬請了解。 

 

◆途經【高山陣屋舊跡】高山陣屋，原為高山城主金森氏的宅邸之一。金森氏左遷後，高山成為德川幕府的直轄

地區，幕府在此設置了辦公機構，以管理飛驒地區的行政。這個辦公場所，被稱為“高山陣屋”，官員們在此下達

命令、通知以及辦理納貢事宜等。在日本，代官所（地方政府）之建築物保留至今的，唯此一處。(不入內) 

 

●【上三之町，古之町並】從陣屋步行三分鐘即可抵達有「飛驒高山小京都」之美稱的【上三之町】，由數條街

道組成「古之町並」，為高山代表散策名所，亦為國家選定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區。這裡有古老的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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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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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此街道中彷彿回到三百年前日本的時代中，並有當

地之民俗產品，您可漫步在古街道上帶著懷古之情尋找飛驒之匠的手藝。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上高地風味餐 或 平湯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總滙自助餐 或 和膳會席套餐  

旅 館：高山飛驒溫泉鄉 或 長野溫泉鄉  奧飛驒燒岳飯店 或 穗高莊 或 高山飛驒 PLAZA飯店 或 岡田旅館 或

 安曇野 AMBIENT 飯店 或 穗高景觀飯店 或 紅屋   

第 4 日本四大國寶城～松本城(★安排上天守閣)→保留江戶時代原貌～木曾八景～古道木曾路【馬籠宿】→名古屋～



天 免稅店→自由夜訪【榮町商圈 或 名古屋車站商圈】 

◎【國寶松本城】建於 1504年，直到 1593年石川康長被推為城主時，才成為五層天守閣。松本城是日本現存

五層天守閣中最古老的一座，以高 30公尺的天守為中心，加上旁邊的月見樓、辰己附樓、渡樓及乾小天守複合

為五果樓城。樓城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窗戶極少，反而發射弓箭及鐵炮的地點很多，可見當時的武裝力量已強化

到這個程度。整個城也是開放給人參觀的，另外天守二層更展示了火箭等的資料。 

 

●【馬籠宿】，高山峻嶺圍繞的木曾路，是 17～19 世紀連結江戶（現在的東京）與京都間的交通要道之一。沿著

石塊造的坡路進入馬籠宿，300 年前的江戶時期的街景，在你眼前有如穿越時空般的出現，而當地建築仍保存有

格子模樣的古風民家，因為所有電線都被埋在地下，所以地面上看不到一根電線。德川幕府時期在木曾地區曾經

設有１１個宿場，作為旅人歇腳和運送貨物的驛站，【馬籠宿】即為其中之一。目前驛站的功能雖已不復存在，

但在當地的居民對於沿路的農地及山林嚴守著「不賣、不借、不破壞」三原則下，此處依然保持著原有風貌，也

因此成為「國家重要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至今仍有八十多家旅店和紀念品店等在當地營業。 

 

◎【免稅店】(停留約一小時)店內擺設有各式各樣的商品，品項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禮品，您可在此盡情參觀選

購喜愛的物品。 

 

隨後，您可自由前往名古屋繁華市區逛街購物。 

【提供參考】 

【名古屋中央塔樓】高 245公尺，51層樓，是名古屋中部地區最大的購物商城，有高島屋百貨，三省堂書店，

東急手創館，著名餐廳街等；到了晚上，這裡的夜色就像是一幅 360度的廣角圖，讓人彷彿置身於散發著寶石光

芒，多彩絢麗的海洋中，極具魅力。同時也是是遊樂休閒中心，有各種酒館餐廳、電玩店、保齡球場、名品店、

日常用品店、大型百貨公司等，著名的地下街有各種專賣店、精品店、日式及西式餐廳。 

或【榮町商圈】周邊有許多大型百貨公司、各式餐廳、專賣店，並有名古屋最大型的地下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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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總總的商店，種類繁多應有盡有，並可遠

望名古屋塔。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馬籠宿風味餐 或 田園風味餐  晚餐／方便逛街～發放代金 2000日幣  

旅 館：愛知或岐阜  名古屋榮東急 REI飯店 或 DORMYINN名古屋榮飯店 或 名古屋 VISTA飯店 或 名鐵小

牧飯店 或 名鐵豐田飯店 或 中部國際機場 Comfort飯店 或 歧阜 MIYAKO飯店 或 豐橋阿蘇西亞飯店  或同級 

第 5

天 

★特別安排～日本最大招財貓博物館～彩繪專屬自己的招財貓(一人一隻)  

★牧歌之里～鬱金香與芝櫻協奏曲～★特別安排～搭乘遊園小火車  

日本最大招財貓博物館～彩繪專屬自己的招財貓(一人一隻)→高原牧場～牧歌之里～鬱金香與芝櫻協奏曲～★特

別安排～搭乘遊園小火車→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合掌村】～童話世界中的薑餅屋街道～★特別安排白川鄉合掌

屋入內參觀→富山或石川 

●【招財猫博物館】來到日本的商家(店家)，必會看到家家門口(或櫃枱)，幾乎都會放著一隻吉祥招財猫。位於離

名古屋市車程約 30 分鐘的瀨戶市，從明治 30 年代開始，就已經是量產招財貓的地方，至今已有 100多年的歷

史，是招財貓的名生產地之一。在大正時代瀨戶西洋館風格的建築中，展示著數千個招財貓，是日本最大的招財

貓博物館。隨著時代的改變左招人，右招財的招財猫被賦予了更多的祈望，如"戀愛圓滿"、"長壽"、"彩票"等金運

財運好運通通一起來。 

★特別安排彩繪招財猫(一人一隻)★ 

 

◎【牧歌之里】高原牧場的牧歌之里，位於標高 1000 公尺的 HIRUGANO 高原，園區內種植著多種四季花朵：4

月下旬起陸續綻放的水仙、鬱金香、水芭蕉、鈴蘭、芝櫻、薰衣草、金盞花、掃帚草...等約 20 萬株花朵，規模

相當壯觀。而牧場內養殖有牛、羊、馬、羊駝….等多種動物，春夏秋季時自然放牧於高原草地上，放眼望去只見

點點座落在各區，靜靜享受著味美的青草，搭配以花為背景，構成一幅花與可愛小動物的美麗的協奏曲。另外，

如時間許可，還可以動動手，自費 DIY鑰匙圈、蠟燭等，做一個獨一無二，只屬於自己的記念品。★特別安排～



搭乘遊園小火車 

【備註說明】 

鬱金香及芝櫻預定開花期為 5月上旬~5 月下旬，如因天候因素之影響，使得花朵未開或花期提前結束，仍會前

往原設定之景點入園參觀，不予退費，敬請了解。 

 

●【白川鄉合掌村】被深山圍繞中的世界文化遺產當地人運用古人累積的智慧，使用稻草蘆葦合掌形的方式來建

築屋頂，加上厚實的中央屋柱，可使嚴冬多雪下，嚴苛的自然環境裡，維持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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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的再發現”內的介紹而廣為世人所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特別把白

川鄉與五箇山的合掌造聚落，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當您漫步於此時，就彷彿置身於童話世界中的薑餅屋街道。

合掌屋是日本最著名的傳統建築之一，古樸的造形，對外國人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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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一百多間合掌屋的【白川鄉荻町】，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館，是連日本人都十分

喜歡的一個觀光地點，您當然也不能錯過。 

★特別安排～和田家或神田家或長瀨家或明善寺鄉土館，擇一入內參觀★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BBQ鐵板燒肉餐 或 高原風味餐  晚餐／日式風味餐 或 燒肉餐 或 飯店內

用餐  

旅 館：富山 或 石川  富山 EXCEL 東急 或 富山全日空 或 富山御宿野乃 或 富山 DORMYINN飯店 或 金澤

國際 或 金澤 DORMYINN 飯店 或 金澤中央飯店  或同級 

第 6

天 

★特別安排～新湊海鮮市場～贈送新鮮帆立貝～現烤的喔(一人一個) 

★再加碼～特別贈送金箔冰淇淋(一人一支)  

新湊海鮮市場～贈送新鮮帆立貝～現烤的喔(一人一個)→三大名園之一～【兼六園】～金澤城跡～石川門～★特

別贈送人氣甜點～金箔冰淇淋(一人一支)→AEON購物廣場→小松空港 桃園機場 

●【新湊海鮮市場】位於富士灣，不同的季節，可以看到不同的剛捕獲到的新鮮魚貝類：如春天有「富山灣寶

石」之稱的白蝦、「螢光烏賊」；夏天的「岩牡蠣」、「日本鳳螺」；秋天的「貝尼長腳蟹」、「甜蝦」；冬天

的「鰤魚」、「長腳蟹」、「魷魚」…..等等，種類繁多，就仿如是海中生物的小型集散地，或許還會有機會看

到平時難得見到的海魚類。 

★特別贈送新鮮帆立貝～現烤的喔(一人一個)。 

 

◎【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之一，位於金澤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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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約 10萬平方公尺。宋代詩人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述：，兼具

「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泉、眺望」等 6 勝謂之名園，而【兼六園】正好兼具此六項名園要素及特質，故

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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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澤城遺址～石川門】位於【兼六園】的對面，是百萬石大名前田家模仿豐臣秀吉的大阪城建造而成。壯麗

的天守閣在 1602年因遭雷擊而焚毀，其後雖然又修造了 5層的箭樓，但卻沒有再造天守閣。後來屢遭火災，特

別是 1881年的大火，將城內建築幾乎全部燒光。現存的只有城牆和石川門等少數建築。 

 

★再加碼～特別贈送人氣甜點～金箔冰淇淋(一人一支) 

●【AEON 購物廣場】日本大型購物廣物，館內彙集眾多商品及日常百貨用品，是一個方便逛街及可滿足購買需

求的購物廣場。 

隨後前往【小松空港】搭乘客機，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溫暖的家。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北陸海鮮風味餐 或 燒肉餐 或 日式風味餐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旅 館：溫暖的家   



備註  

１．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２．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如遇特殊情況如船、

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諒解。 

３．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４．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如有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 

５．本行程先已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需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６．此航班為包機操作，付訂金後因故需取消者，則需付訂金全額及實際產生的費用敬請見諒！！ 

７．此行程因出發日不同將有價格差異,實際售價請以當團售價為主 

８．飛機上之座位安排為航空公司之作業，無法盡如人意，但可於飛機上與同團之其他團員協調對換。 

 

※本報價僅適用於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床少有一張大床情形,大床房型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少有 3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是~ 

  1.一大床+一行軍床 或 

  2.二小床+一行軍床 或 

  3.一大床+一小床~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4.(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05/01 三 長榮航空 BR158   桃園機場  14:45  小松機場 2019/05/01 18:30  

2019/05/06 一 長榮航空 BR157   小松機場  19:30  桃園機場 2019/05/06 22:10  

   

   

脫隊規定 

【長榮航空公司】 

一.  １．單程加價升等商務艙(D艙)；團體機位只接受單程加價升等商務艙。     

**** 如需加價升等需由長榮航空公司依機位狀況作業及報價！敬請悉知～謝謝。****  

二. 團體加價升等商務艙規定如下： 

     １．提供貴賓室服務 

     ２．行李公斤數 40公斤 

     ３．無法累計哩程數 

三. 其它 

     １．日本線團體票不可延回，如需要請自行訂立個人機票。 

     ２．嬰兒之定義為回程未滿兩歲者，若去程未滿兩歲而回程滿兩歲，不適用嬰兒價錢須另外詢價，請洽您的業務，

謝謝。 

  

    ** ** ** 北海道(千歲或函館)機票，一經開立機皆無法辦理退票** ** **  

※2018年 6月 30日~7 月 04 日出發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2018年 6月 30日~7 月 05 日(沖繩)出發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團體票無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敬請見諒！ 

★依航空公司之規定，每人可免費托運一件３０公斤內之行李，指甲刀、剪刀等刀具類，請置放於大行李箱，請勿置放

貴重值錢之物品及相機等易受損之物件於欲托運之行李內。建議除托運行李外，另帶一件手提行李，以便置放隨身貴重

物品等。因飛航安全問題，目前航空公司要求旅客個別托運自己的行李，請依領隊說明至指定櫃檯托運（乳液狀物品若

帶上飛機，每瓶只能 100CC，且需置放在透明夾鍊袋內，建議置放於拖運行李中就沒限制；若要攜帶手機及電器用品的

鋰電池，請置放於隨身包包中，不能置放於托運行李中）。 

 

•• 保險 ••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 

   

小費 

公司建議: 

      日本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250元 

      琉球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300元 

      床頭無須放置小費，房間吧台上零食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 

      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電話 

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從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