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葉迴廊~道路 60 餘株楓葉巨木所排成，兩旁都是一棵又一棵的紅葉，紅葉與金黃銀杏相爭豔. 富

士河口湖伴紅葉美景如詩如畫 

 

 

 

 

 



🍁大石公園~一覽富士山和河口湖的美麗景色。秋季開始掃帚草通紅地毯。花叢和富士山,河口湖的

對比堪稱絕景。 

 

🍁米其林三星景點～上高地三町古街 

為昔時商家聚集的城下町中心之三町古街，均保存其傳統古宅，有小古都之美稱；安川通是三町的中

央地點。不論是到上三之町或下町中，黑木格、低屋簷、白紙障的舊式民家一家接一家，散步於此可

以體會為何日本女性會為高山市著迷。散步於高山飛驒三之町古街上，感受江戶風情的薰陶。 

 
 

 

 

 

 

 

http://giftgift.sakura.ne.jp/03miru/sanmachi.html


🍁『米其林三星評鑑』世界遺產～白川鄉合掌村（入屋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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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以合掌型的茅草家屋最為著名。為防積雪而建構的急斜面的茅草屋頂，有如兩手合掌的形狀，目

前尚有 113 棟，屋旁田地園圃交錯銜接，構成一幅濃厚懷古幽情、山間農村的田園景觀，於 1995 年

12 月聯合國文教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以來，世界各國觀光客蜂擁而至。 

 

 

🍁歐風輕井澤散策 

日本天皇最愛的避暑勝地、富歐洲山林風情，浪漫閒適的歐風情懷，讓人心曠神怡。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之路】 

 

 

 

 

 



 
 

 

※實際航班搭乘時刻及集合時間、地點請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第一天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成田國際空港 
                 -夢幻賞楓步道~紅葉迴廊（🍁紅葉 10月下旬~11月下旬） 

-富士山紅地毯•大石公園~掃帚草（🍁紅葉 10月下旬~11月下旬） 
-石和(或八岳或白樺湖) 

今日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都市【東

京】之【成田國際空港】。 

【紅葉迴廊（🍁紅葉 10月下旬~11月下旬）】走向富士山的紅葉

隧道從標高 1300 米的天下茶屋至 83  0 米的河口湖，你會看到

紅葉變化的推移。「紅葉隧道」兩旁共有 60 棵紅葉巨木，連接

著長 1.5 公里的紅葉街道，單是看著看著已經非常治癒，是人氣

攝影觀光地。 

 

 

【大石公園（🍁紅葉 10月下旬~11月下旬）】大石公園位於河口

湖北岸,從公園能一覽富士山和河口湖的美麗景色。全長 350m

鋪著鮮花的步行街,從 4 月上旬開始到 5 月下旬芝櫻像粉紅色顏

色的地毯一樣地展開,6 月從下旬開始到 7 月下旬盛開清爽的紫色

薰衣草,10 月左右掃帚草通紅。花叢和富士山,河口湖的對比堪稱

絕景。 

 

 

★因季節、氣候與温度狀況會影響楓葉轉紅的快慢， 

如遊覽期間因氣候之變化而未能看到滿紅之楓葉，敬請見諒。 

◎使用飯店：石和新光 或 石和 VIEW  或 八岳皇家  或  白樺湖池之平 ( 或同級 ) 

◎使用餐食：午-機上套餐             晚-飯店內用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或 燒烤自助餐或日式風味料理 

 

去程航班 香草航空（JW 130）小港國際機場／成田國際空港   0815/1250(暫定) 

回程航班 香草航空（JW 135）成田國際空港／小港國際機場    1855/2150(暫定) 



【上高地（🍁紅葉 10月上旬~10月下旬）】位於長野縣西部

梓川上游的上高地，是個被穗高連峰、燒岳、常念山脈等環

抱著的小盆地，標高約 1500 米，屬於中部山嶽國立公園。

在 19 世紀時，因英國傳教士又是登山家的華特．威斯頓的介

紹，而被世人廣泛熟知，進而成為日本著名的風景勝地，同

時也深受眾多登山家所喜愛。上高地的四周環繞著白樺、落

葉松等原始森林，而大正池、田代池、明神池等則分佈在其

中，明淨的池水與高聳的群山相互輝映，構成了一幅彷如人

間仙境之美景，令人直想珍藏。大正池是 20 世紀初由於燒岳

的噴火、導致梓川受堵所形成的水池，而突出在湛藍水面上的枯樹與周遭景色，則構成一幅獨特的景

像。 

【河童橋】是一座木製吊橋位於梓川上，長 36.6

米、寬 3.1 米的木製吊橋，是上高地的標誌象徵。

為上高地的象徵。 從橋上朝上游望去，並排聳立著

西穗高岳、奧穗高岳等海拔 3001 米的山峰。朝下

游望去，則可見冒出陣陣煙霧的燒岳。而穿流於鑽

天柳、落葉松林間的梓川風景優美，是絕佳的眺望

台。 關於河童橋名稱的由來，據說是因為此處存在

一處適合河童生活的深淵，也有一說是在沒有該橋

的時代，人們將衣服頂在頭上過河，像河童的形象一般，然而真正答案仍是個未解之謎。 

【高山上三之町】為昔時商家聚集的城下町中心之

三町古街，均保存其傳統古宅，有小京都之美稱；

安川通是三町的中央地點。不論是到上三之町或下

三町中，黑木格、低屋簷、白紙障的舊式民家一家

接一家，在這裡散步，可以體會為何日本女性會為

高山市著迷。江戶末到明治初年建的町家是庶民、

商賈活動的地方，現在則是洋溢濃濃和風的茶屋、珈啡店、味噌老舖和染織布品等工藝品店家櫛比鱗

次排列著的人氣老街。 

【白川鄉合掌村（🍁紅葉 10月上旬~11月上旬）】合

掌造是指日本一種特殊的民宅形式，特色是以茅草覆

蓋的屋頂，呈人字型的屋頂如同雙手合十一般，於是

就被稱為「合掌」。傳說這種建築形式是 13 世紀初

第二天    神的故鄉，秘境首選~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 
（🍁紅葉 10月上旬~10月下旬） 
－【日本米其林三星觀光景點】小京都~高山上三之町古街 
－【日本米其林三星觀光景點】世界遺產~白川鄉合掌村 
（🍁紅葉 10月上旬~11月上旬） 
 -礪波(或富山、金澤)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6%8E%8C%E9%80%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6%8E%8C%E9%80%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5%E8%8D%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B%E9%A1%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3%E4%B8%96%E7%B4%80


平氏家族在源平合戰戰敗後遁入深山，為了禦寒並躲避追兵而建造的。目前保存下來的建築物大約是

在江戶時代中後期興建的。合掌造為木造建築物，在興建的過程中完全不用釘子，但仍然十分牢固。

合掌造的屋頂十分陡峭，這是使積雪容易滑落不會堆積，以避免冬季的大雪將屋頂壓垮（類似歐洲的

建築）。合掌造每隔三、四十年就必須更換老朽的屋頂茅草。更換茅草需要大量人力，故每次有哪一

家人的屋頂需要翻修，全村的人就會同心協力一起完成，這種合作方式稱為「結」。於 1995 年 12 月

9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因季節、氣候與温度狀況會影響楓葉轉紅的快慢， 

如遊覽期間因氣候之變化而未能看到滿紅之楓葉，敬請見諒。 

 

◎使用飯店：金澤國際大飯店 或 金澤 RESOL 或 富山第一或 礪波皇家飯店（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高山日式風味餐 或 陶板燒套餐      
晚-外用日式風味餐或飯店內會席料理  

 

壯闊山巒．舉世聞名～立山黑部阿爾卑斯之路 
◆特別介紹◆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是一條貫穿北日本阿爾卑斯山的壯觀路線，有各種不同的交通方式可以輕

鬆遊覽此路線，包括纜車、電軌車、登山索道和空中纜車。立山黑部的主要入口有兩處：富山縣立山

山麓的立山站、長野縣的信濃大町站。由立山站到扇澤的阿爾卑斯之路，從富山縣到長野縣，貫穿中

部山岳國立公園的心臟，總長 90 公里。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於 1971 年完工，連接富山線的富

山市和長野縣的大町。路線開放時間為 4 月中到 11 月。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的主要景點是中部

山岳國家公園中的立山連峰，景觀宏偉壯闊。立山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敬奉、修行的名地，最大的火山

第三天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紅葉 9月下旬~11月上旬） 
-扇澤(無軌電車)～黑部水壩(徒步) 
～黑部湖(地下電車)～黑部平(立山空中索道纜車)～大觀峰(無軌電車)
～室堂(高原巴士)  

～美女平(立山電纜車)～立山黑部 
-大町(或松代、輕井澤)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B0%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90%E5%B9%B3%E5%90%88%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88%B6%E6%99%82%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


湖「禦廚池」，和終年幾乎不化雪的溪谷，秋季則有美麗的登山步道和楓葉吸引旅客到訪。立山黑部

因冰河地形、高原生態、高海拔氣候而觀光魅力無窮。 

 

【特別報告】 

立山連峰需搭乘６種交通工具門票(已內含)。 

請於 04、05、10、11 月份出發的貴賓，務必攜帶禦寒衣物、手套、圍巾與太陽眼鏡。 

●立山車站－美女平【立山電纜車 1.3km 7 分鐘】海拔 977m 

●美女平－彌陀原－天狗平－室堂【立山高原巴士 23km 55 分鐘】海拔 2450m 

●室堂－立山主峰－大觀峰【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3.7km 10 分鐘】海拔 2316m 

●大觀峰－黑部平【立山空中纜車 1.7km 7 分鐘】海拔 1828m 

●黑部平－黑部湖【黑部地下電纜車 0.8km 5 分鐘】海拔 1455m 

●黑部湖－黑部水壩【徒步走過水壩上方 0.6km 15 分鐘】海拔 1470m 

●黑部水壩－扇澤【關西無軌道電車 6.1km 16 分鐘】海拔 1433m 

【特別報告】 

🍁立山車站～美女平車站之間的索道客滿時，將改巴士取代。 

註:九宮格餐盒不足時，餐廳會提供相同的內容呈現，敬請見諒。 

 

🍁因季節、氣候與温度狀況會影響楓葉轉紅的快慢， 

如遊覽期間因氣候之變化而未能看到滿紅之楓葉，敬請見諒。 

 

◎使用飯店：輕井澤 1130    或  松代皇家  或  大町王子  或  白馬 GREEN PLAZA  （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立山九宮格風味餐＋火鍋（四人ㄧ鍋）   

                      晚-飯店內和洋式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輕井澤】位於長野縣東南部，淺間山的山麓平地上。四周爲淺間山、鼻曲山、碓冰嶺等山峰所包

圍，地處夏季氣候涼爽，海拔約 1000 米的高原地帶，這裏落葉松和白樺樹生長茂盛，自然環境宜人，

所以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作爲日本有代表性的避暑勝地而發展至今。 

【雲場池（🍁紅葉 10 月中旬~11 月上旬）】

輕井澤三大名勝之一，以前每到冬天就會有天

鵝前來，被來輕井澤遊玩的外國人譽為「天鵝

湖」，深受喜愛。池周有著完善的平整遊歩

道，走一圈約 20～25 分鐘，可以放緩腳步欣

賞倒映在湖面的紅葉如火，如夢似幻，美得讓

人窒息。四周幽靜雅緻，特別是無風之時湖面

如鏡，可謂神秘莫測的瞬間美景。 

【聖保羅教堂】近代建築巨匠安東尼雷蒙，因設計本教堂而得獎，獨特質樸的造型、被認定為輕井澤

的象徵。然後以教堂為起點、有林蔭小徑可休閒散步。 

【輕井澤銀座通】商店街其店舖大都是當年東京、橫濱的老店特別在此設立的分店，這是目前現代的

單身男女最嚮往的地方。因為過去的日本式婚姻皆必需要門當戶對才可以再一起。由於現代天皇在此

認識了太子妃進而自由戀愛結為連理，所以許多的未婚女子希望能像灰姑娘一樣的機運，在輕井澤這

個地方，能找到好的對象；另外這裡也是關東地區最著名的避暑勝地，秋景也韻味十足，也正是賞楓

主要據點之一。 

【東京晴空塔（遠眺）】「世界最高電視信號塔」東京晴空塔於 2012 年 5 月 22 日正式開張；距離地

面 350 公尺高的第一展望台，命名為「天望連廊」，高 450 公尺的第二展望台，則命名為「天望迴

廊」；日本電視系統自從改成數位放送後，各電視台為了確保不會受到電波的折射，要求東武鐵道公

司合資 650 億日圓打造晴空塔。晴空塔高 634 公尺，成為日本第一高塔，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電視信號

塔。 

【免稅店】您可自由選購些餽贈親友的小禮物。 

第四天 日本天皇渡假勝地•東方小瑞士~輕井澤 
－輕井澤賞楓秘境～雲場池（🍁紅葉 10月中旬~11月上旬） 
－輕井澤散策～聖保羅教堂．浪漫銀座通 

                －遠眺東京晴空塔－免稅店- 

    -日劇人氣偶像拍攝地~御台場（繽紛購物商城、眺望東京灣彩虹大橋） 



【台場】有法國香榭大道之稱，時下日本最富人氣的休閒渡假區域，享受逍遙自在歡樂時光的東京新

景。因佔地利之便，可眺望東京灣美景及彩虹大橋。台場除了不定期舉辦的展示會外，更結合了不同

的主題樂園遊樂設施、美食廣場、購物廣場..等，開幕到如今，從初期的乏人問津到現在人氣的匯集，

現已成為年輕人相約的所在地，其所散發出魅力，深深吸引了無數大眾，足以讓人流連忘返。 

★因季節、氣候與温度狀況會影響楓葉轉紅的快慢， 

如遊覽期間因氣候之變化而未能看到滿紅之楓葉，敬請見諒。 

 

◎使用飯店：成田 GATEWAY  或 成田 MARROAD 或 或成田 GARDEN（或同級） 

◎使用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日式燒烤 或 日式定食 或 炸豬排套餐         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第五天   住宿飯店－全日自由活動-成田國際空港／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今日安排全日自由活動，您可自行前往購物、逛街或訪友，快樂市區觀光旅遊路線，本公司特別貼心

為您建議了以下的的 A、B、C、D 四項行程前往您想去的地方，如前往： 

（A）【成田 AEON 購物中心】超大型綜合購物娛樂商

城，各種吃喝玩樂設施與商電應有盡有。包括大型 JUSCO

超市、日本品牌服飾店、鞋店、日用品雜貨店、唱片行、

書店、松本清藥妝店，各式餐廳、咖啡、點心店…等這裡皆

有，在此可輕鬆舒適的享受 SHOPPING 樂趣。 

（B）【銀座．有樂町購物商圈】 

位於東京都中央區的日本一個有代表性的繁華街區，17 世

紀初葉這裏開設了鑄造銀幣的“銀座”鑄造廠，因而有了這個地名。有 1 丁目到 8 丁目八條街，中央

大道是主要道路，與它並行的有“並木大道”、“懸鈴木大道”等，這裏各種店鋪鱗次櫛比，既有歷

史悠久的日本百年老店，又有出售世界各國名牌商品的專賣店。有樂町則因再開發的關係，蓋了

ITOCiA、有樂町 Mullion 等等，配合丸之內方面的專賣店，逐步改頭換面變成以成熟女性為主流的流

行時尚的中心地。 

（C）【三井 LaLaPort Outlet】 

位於有樂町線的豐洲站，離月島及築地非常近，交通十分方便。這個購物中心是東京都市規劃的新

區，附近的建築都很新穎，因此街景看起來整齊美觀。商場裡有非常多品牌。包括像台灣人非常喜歡

的ＵＮＩＱＬＯ、ＺＡＲＡ、無印良品跟ＧＡＰ，不管是男生想要當潮男，還是女生想要可愛風、包

包、鞋子，這裡應有盡有：此外，這裡連兒童的玩具及衣服也十分齊全；商品種類之多，令您目不暇

給、滿載而歸。逛累了？沒關係！這裡有數十家餐點各國料理。您可在此悠閒的享用餐點，還可以一

邊欣賞建築看出去的海岸，景觀非常遼闊漂亮。 

（D）【東京六本木中城(MIDTOWN)】 

東京中城由大面積的綠化和 6 棟建築構成，是一個新型的複合型城市。城裏彙集了各種各樣的商店、

餐館、寫字間、飯店、綠地、美術館等設施，彼此共鳴，為都心的生活提供高品質的每一天。同時，

東京中城作為將日本的設計推廣到全世界的基地，到處彌漫著藝術的氣息。 

 

 

http://www.tokyo-midtown.com/en/
http://www.tokyodisneyresort.co.jp/tds/index_ch.html


後前往＜成田國際空港＞，帶著愉快心情、滿足笑容、以及滿滿的回憶，告別難忘的日本之旅，搭乘

豪華客機返回甜蜜的家。 

【成田國際機場免稅店】日本最大機場備有非常多的免税

店和名店，旅客可以盡情購買由日本人氣糖果到世界高級

品牌等多款商品。購買菸酒類和化妝品等免稅品，請盡情

享受旅程最後一站的優惠購物之旅。 

 

◎使用飯店：甜蜜的家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注意事項】 

1.本行程按航空公司之規定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2.班機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奉核時間為準。 

3.住宿飯店及行程先後秩序以說明會資料為主。如遇交通機關、道路狀況或氣候等不可抗拒因素導致行

程必須臨時變動，本公司保有行程調整權，請以當地導遊安排順序為準；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