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排北陸著名觀光景點：郡上八幡巡禮～參觀博覽館(贈送 3 項小禮物)、御母衣湖水壩(賞

莊川櫻)、飛驒高山祭之森、高山古街、上高地、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白川鄉合

掌村、金澤兼六園、東茶屋街、熱田神宮、名古屋市區自由逛街購物、...等。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為亞洲唯一的山岳遊覽勝地，貫穿日本屋脊的立山黑部．

阿爾卑斯連綿山峰，漫遊其中並乘坐六種交通工具，領略峻山之雄偉大自然風景，四季

變化多端，可欣賞初春的雪牆，夏天的原生花園、秋季的紅葉等美景。 

【上高地】：被日本人視作神的故鄉，上高地是標高約 1500 公尺的小盆地，四周被燒岳、

常念山脈、穗高連峰等高山環抱，屬於中部山嶽國立公園。古時被稱為 "神鄉地"，相傳

是神居住的地方。(※若遇限制日需換小車上山，敬請見諒!!)  

日本米其林三星景點～【白川鄉合掌村】欣賞至今仍保存著日式古色蒼然的合掌造。飛

驒地區由於嚴寒，以有如兩手合掌成三角形合掌頂遮蔽擋風抗大雪。樸實不張揚又聲名

遠播的合掌造民家，和四周大自然構成一幅田園風景畫，並於 1996 年 12 月 9 日登錄為

世界遺產。 

日本米其林三星景點～【金澤兼六園】春天百間崛、石川門都有古老櫻木，園內栽植有

420 珠櫻花，分別是彼岸櫻、染井吉野櫻、山櫻、里櫻等品種，其中更以中央千歲橋附

近兩棵多重花瓣的菊櫻，以及熊谷櫻等珍貴品種，最受注目。 

『日本阿爾卑斯山－立山黑部阿爾卑斯路線』 

 

 



扇澤→黑部水壩   【無軌道電車 6.1km 16 分鐘】  海拔 1433m 

黑部水壩→黑部湖  【徒步走過水壩上方 0.8km 15 分鐘】 海拔 1470m 

黑部湖→黑部平   【地下電車 0.8km 5 分鐘】  海拔 1455m 

黑部平→大觀峰   【空中纜車 1.7km 7 分鐘】  海拔 1828m 

大觀峰→立山主峰→室堂  【無軌道隧道電車 3.7km 10 分鐘】 海拔 2316m 

室堂→天狗平→彌陀原→美女平 【高原巴士 23km 50 分鐘】  海拔 2450m 

美女平→立山車站  【登山鐵道纜車 1.7km 7 分鐘】  海拔 977m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中清泉岡~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郡上八幡～郡上博覽館(郡上舞

的實演秀) ～ 城下町散策(悠閒漫步在古老日式風味的小鎮)【★特別贈送：

飛驒牛可樂餅+紅豆湯】~溫泉酒店 

【名古屋】位於本州中部的愛知縣。古時名古屋有「那古屋」的寫法。由於位處東京和

大阪之間，因此亦有「中京」之稱。憑著地理位置的優勢加上水力發電，巿內的重工業

得到重要的發展，計有飛機工業、機械製造業及造船業。名古屋氣候宜人，水源充足，

故此是日本的商業運輸中心。 

【郡上八幡巡禮】在歧阜縣是一個古老的城鎮~郡上八幡，有著江戶時期的建築風貌、舞

蹈和傳統手工藝著名。古城巡禮時，兩旁有很多獨特的日式風味小店鋪，細細品味當時

江戶時代的熱鬧景象。(※ 須台灣預約。贈送的小點心會依季節變更) 【郡上博覽館】郡

上八幡博覽館的博覽館是意謂者博物館跟博覽會的結合，這棟建築物正是大正時代充滿

歷史的舊稅務署，現在則改裝成展現郡上八幡的「歷史」、「水語」與「技藝」的博覽館，

在此您可以了解到當地的歷史，如城鎮的來歷、名水的典故、漁民生活用具等。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迎賓溫泉料理 

住宿~ 郡上溫泉酒店  

第二天－【日本米其林三星觀光景點】白川鄉合掌村(世界遺產)－【日本米

其林三星觀光景點】金澤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礪波皇家溫泉 

【白川鄉合掌村】欣賞至今仍保存著日式古色蒼然的合掌造。飛驒地區由於嚴寒，以有

如兩手合掌成三角形合掌頂遮蔽擋風抗大雪，利用茅和蒿等飛驒特有的建材，遂而形成

目前合掌造的基本型態。1996 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白川鄉的荻町合掌集落、鄰近

的白山全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樸實不張揚又聲名遠播的三角形茅草屋頂的民家，和四

周大自然構成一幅田園風景畫。 

【金澤兼六園】號稱日本三大名園之一，它形體格局完備，具「宏大、幽邃、人力、蒼

古、水泉、眺望」等六勝，因而被命名為「兼六園」。春天園內百間崛、石川門都有古老

櫻木，曲水兩岸植滿櫻花，從橋上遠眺櫻花、杜鵑花和燕子花是最好的位置。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   午餐:郡上鄉村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迎賓料理 

住宿: 礪波皇家酒店 



第三天溫泉－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美女平(立山電纜車)~ 室堂(高

原巴士)～大觀峰(無軌電車)～黑部平(立山空中索道纜車)～黑部湖(地下電

車)～黑部水壩(徒步)～扇澤(無軌電車)～立山黑部＞溫泉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亞洲唯一的山岳遊覽勝地，貫穿日本屋脊的立山黑部．

阿爾卑斯的連綿山峰，漫遊其中並乘坐六種交通工具，領略峻山之雄偉大自然風景。環

山之自然森林，沿途 90 公里風景迷人，六月中左右海拔 3,000 以上之峰仍有多處積雪，

四季變化多端，可欣賞初春的雪牆、夏天的原生花園、秋季的紅葉等美景。若非本人所

見絕非言語之形容能感動，只待您細細品味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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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路線月平均氣溫.晴天機率>  

(以上資料取自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官方網站) 

◎立山黑部登山地區為 3000 米高度的山地，氣溫與平地有很大的差別，請事先準備適當

保暖衣物、帽子。另外，白雪容易反光請注意防曬或攜帶太陽眼鏡等。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 午餐: 立山風味九宮格料理+小火鍋  晚餐: 飯店內迎賓料理

住宿 :信州松代皇家 溫泉酒店  

  



第四天 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中部山岳國立公園．相傳是神的故鄉）-

馬籠宿—名古屋 

前往信州地區首屈一指的天然景點～【上高地】屬於中部山岳國立公園，上高地的名稱

有另外的一層意思是說〔此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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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帶領您徒步漫遊至【大正

池】是於大正 4 年（1915 年）上高地此處的燒岳噴出岩漿所形成的，直至今日，它已經

是日本遊客抵達上高地後一定會來觀賞的其一精彩景點。爾後再沿著梓川經由田代橋前

往上高地的象徵地【河童橋】，由田代橋步行到河童橋之間的這一段路程，您將可以看到

跟剛才完全不一樣的風情，早期由唐朝所傳進的落葉松在此大放異彩，如詩如畫。這裡

的園地及花草比較多一些，您一定要好好的用心欣賞。河童橋是每個到上高地來的人都

必渡的一座〔經典之橋〕，位於上高地的中心地區，四季的風情都大異其趣，在此處還可

以看見北阿爾卑斯的壯闊山形，更顯天地間的氣派。 

前往古道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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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口處的馬籠宿，沿著石塊造的坡路，300年前的江戶時期

的街景，保存有格子模樣的古風民家，所有電線都被埋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到一根電線。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   午餐: 上高地御膳料理   晚餐:日式燒烤 

住宿: 名古屋-城堡 大酒店 

第5天 免稅店－【日本最高123公尺透明摩天輪】－【萬博紀念公園購物廣

場】－關西空港/桃園 

早餐後免稅店.自由選購. 再前往前往搭乘【日本最高 123 公尺透明摩天輪】共有 72 個車

廂，普通車廂最多則可載 6 人，目前轉一圈約需 18 分鐘。摩天輪最大的特色是全透明設

計，讓旅客可以在全日本最高的摩天輪上俯瞰腳下景色，另外引進了全球最新的免震技

術，每個車廂內不只設有冷暖氣，還裝有平板電腦和 EXPO TV。【萬博紀念公園購物廣場】

是由日本三井不動產公司所投資打造的大型商城，占地約有 19 萬平方公尺。園區以「暢

遊、學習、發現」為主題，是集結了購物中心與娛樂設施於一身的大型購物商城。超過

300間的品牌店家，除了國際精品外，也有近50家包含Abercrombie & Fitch、Hollister、

POLO RALPH LAUREN 等，首次進駐關西的品牌，熱愛購物的旅客，來到大阪可不要錯

過 EXPOCITY 了。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方便購物，發 1500 日幣       晚餐: 機上套餐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

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價值台幣 80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含 另收 3000 元 

入住 2晚溫泉酒店 
           獨家 

    (每晚價差 2000 元) 

   一般酒店 

台中獨家直飛名古屋 

特別安排晚回航班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郡上八幡特別贈送：飛驒

牛可樂餅+紅豆湯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白川鄉合掌村 

    (世界遺產)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 

    金澤兼六園 

 (日本三大名園之一)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 

全程餐食無自費 
台中廣播獨家 

推行日本無自費 

一般行程 2-3 餐自理 

立山黑部 

六項交通工具 

台中廣播,包含 沒有 

上高地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 

    贈送行李收納袋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郡上舞的實演秀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立山風味九宮格料理 

+小火鍋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萬國博覽會商店街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日本最高 123公尺 

透明摩天輪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價差 2000 元) 

沒有包含 

專業.風趣 DJ 導遊 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