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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山黑部：雪の壁、黑部峽谷鐵道、合掌村 

、上高地、北陸溫泉祕境、無購物五日 

 

■預定出發日期： 104 年 05 月    日(中下旬) 

■參考航班： 

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TPE 台北(桃園)－KMQ 小松 長榮航空 BR158 14：40 18 : 30 

KMQ 小松－TPE 台北(桃園) 長榮航空 BR157 19：30 21 : 50 

■行程特色： 

1. 小松進出因不走購物站，比從名古屋進出來回可減少拉車約 7.5 小時，比從大阪進出來回可減

少拉車約 9.5 小時讓您可有時間充份旅遊。 

2. 飽覽立山黑部宏偉山川綺麗景觀，親臨黑部峽谷構成氣勢磅礡的美麗世界，利用 6 種不同交

通工具登上立山黑部峽谷連峰。 

3. 遊覽日本三大名園之首的兼六園，欣賞日本庭園之最。 

4. 日本祕境、神鄉地之稱的上高地，是日本最優美自然生態景觀區，享受芬多精的洗滌。 

5. 尋訪童話般世外桃源地，同時是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合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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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小松空港---石川縣 BR158 14:40~18:30 

【台北／小松空港】：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由專人辦妥登機手續後，隨即搭乘豪華班機

直飛日本。 

【石川縣／小松空港】為北陸三縣之一，東接富山縣、岐阜縣，南接福井縣，西、北濱日本

海，小松市位於石川縣南部濱臨日本海。抵達後專車前往下榻飯店休息。 

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溫暖的家 晚餐：飯店內迎賓式會席料理或自助餐或日式風味料理 

住宿： 加賀片山津溫泉佳水鄉 或 HOTEL 北陸古賀乃井 或 山代溫泉雄山閣【百選溫泉旅館】或

同級 

第 2 天 石川縣--高岡大佛---黑部峽谷鐵道 

【黑部峽谷鐵道】：宇奈月~鍾釣，黑部峽谷鐵道是日本屈指可數行駛於陡峭的北阿爾卑斯山脈

中黑部峽谷的小鐵路敞車，沿途充滿驚奇刺激與新發現。穿越在綠色縫隙中的小鐵路敞車，清

澈透明的清溪沖打著岩石，黑部的萬年雪散發出陣陣涼意，這裡~神清氣爽別具一格。 

早餐：飯店內 中餐：有機百匯料理自助餐吃到飽或日

式和風料理 

晚餐：飯店內迎賓式會席料理或

自助餐或日式風味料理 

住宿：宇奈月格蘭飯店 或 宇奈月國際大飯店 或 富山 ANA CROWNE PLAZA 或 富山第一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立山車站---扇澤 

【立山車站（中部山岳國家公園．日本阿爾卑斯山脈雪壁絕景）─扇澤】：立山連峰—黑部水

壩－扇澤－信州松代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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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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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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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觀峰→黑部平【空中纜車 1.7km 7 分鐘】海拔 1828m。 

5. 黑部平→黑部湖【地下電車 0.8km 5 分鐘】海拔 1455m。 

6. 黑部湖→黑部水壩【徒步 0.8km 15 分鐘走過水壩上方】海拔 14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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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山期間（4/16－11/30）來立山黑部遊玩，贈送每位遊客登山證明書一份。 

※4/16~6/22 特別在雪壁下設置步道給來訪遊客一次全新體驗。(有時會因天候的關係，基於安全

的理由而管制，敬請諒解！) 

※2015 年全新活動～雪的迷宮，於 5/11～6/1 有機會親身體驗。 

※立山開山期間，由於旅客眾多，立山─美女平這一段,因繁忙時期,會有搭乘代行 BUS 的可能

性，請旅客注意，也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 中餐：立山~北陸鄉土風味餐盒(九宮格)

￥1750 +暖呼呼小火鍋(四人一鍋) 

晚餐：飯店內迎賓式會席料理或

自助餐或日式風味料理 

住宿：黑部 VIEW HOTEL 或 平湯溫泉 平湯館 或 平湯溫泉-岡田旅館 和樂亭 或 奧飛驒藥師之湯

本陣 或同級 

第 4 天 上高地---高山老街---白川鄉合掌村---合掌屋~神田家或和田家(擇一進入參

觀)---金澤兼六園 

【高山老街─「上三之町」古街巡禮】：從陣屋步行三分鐘可抵達有高山小京都之稱的上三之

町，由數條街道組成的「古町並」，有古老的商店街、橋樑、寺廟與釀酒廠。在刻意的維護之

下，每間店舖的外觀建築和內在陳設都保存江戶時代以來的濃厚古早原味。屋齡大都在三百年

以上，是稀有珍貴的古建築物群。所以街頭豎立的看板條列著逛街的注意事項，畢竟美麗的街

http://www.kasuikyo.com/
http://www.koganoi.jp/
http://www.yuzankaku.jp/
http://www.unaduki.com/
http://unazukikokusai.alpen-route.co.jp/
http://www.anacrowneplaza-toyama.jp/index.html
http://www.hankyu-hotel.com/hotels/14toyamadh/index2.html
http://www.hirayukan.com/
http://www.okadaryokan.com/
http://www.yakushi-hj.com/
http://www.yakushi-h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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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是需要住戶與遊客全體共同用心維護。「古町並」街上有扇子店、香氛店、漬物店、味噌店

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飛驒高山水質好、天氣冷，出產的米酒特別香醇。每年１－３月陸

續推出當季的酒，酒舖在新酒送到時就會掛起松木球表示歡迎客人上門品酒。 

【上高地（大正池&河童橋、中部山岳國立公園．相傳是神的故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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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佳的景色在 19 世紀(明治

時代)經英國傳教士、登山家 WALTER WESTON 的介紹而被世界所知。首先將帶領您徒步漫遊

至 大正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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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時分，百花盛開；將整個上高地點綴的粉粉嫩嫩，青綠的草原及略帶秋黃的青苔，

更是表現出盡富詩意的風格，上高地最美的就是如此這般的景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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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川鄉合掌村(登錄為世界遺產、宛如童話仙境的合掌屋民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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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觀光客蜂擁而至。 

【合掌屋~神田家或和田家】：世界文化遺產合掌村，神田家或和田家擇一進入參觀，體驗合掌

屋的生活方式及建築特色。 

早餐：飯店內 中餐：朴葉味噌陶板或日式和風料理 晚餐：飯店內迎賓式會席料理或

自助餐或日式風味料 

住宿：金澤大飯店 或 金澤國際 HOTEL 或 APA HOTEL 金澤中央 或 HOTEL 北陸古賀乃井      

或同級 

第 5 天 兼六園---東茶屋街---湯國之森---小松空港／台北 BR157 19:30~21:50 

【金澤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之首)】：此庭園位於金澤市中心，是江戶時代具代表性的林泉回遊

式大庭園，自中國宋朝詩人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的文中，採其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

泉、眺望之六勝兼備，命名為"兼六園"，內有列入金氏紀錄的日本最古老噴泉：造於江戶時代末

期〈約 1850 年〉，其利用地形差的原理造出噴水達 3.5 公尺的噴泉。另有日本最古老的銅像：

日本武尊建於 1880 年〈明治 13 年〉，高 5.5 公尺。 

【東茶屋街散策】：為金澤市指定的文化財產，舊名為東廓，是江戶時代上流社會紙醉金迷流

漣忘返之地；走進東山這狹窄的小巷，立即呈現您眼前的是石板街道、紅柄四方格窗以及具有

日本北方強烈色彩傳統建築群；優雅的漫步於古街之中享受悠閒時光。 

【小松空港／台北】：前往小松機場搭機返國。 

早餐：飯店內 中餐：蒲葉味噌豬(牛)定食或日式和風料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預估團費：現金價約 47,500 元  

▲說明：1.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價。 

2.機位有限(約 26+1 人)，依完成報名之順序參加。超出之名額為候補，須視旅行社向航

空公司爭取後始能確定。 

▲包含事項： 

1. 含機場稅、領隊導遊與司機小費。 

2. 含機場來回接送。 

3. 含門票及景點內接駁交通費。 

http://www.hotelkanazawa.co.jp/
http://www.kanazawakokusaihotel.co.jp/
http://www.apahotel.com/hotel/hokuriku/07_kanazawa-chuou/index.html
http://www.kogano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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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含全程每人投保 300 萬意外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與 20 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並需符合有

關國家或地區之保險規定。 

5. 提供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及每日午、晚餐飲用水。 

6. 全程住宿二人一室。 

7. 全程使用合法及出廠 5 年內之營業車輛。 

8. 全程無購物，除經公會或全體團員同意除外。 

■行程路線：  

 

台北(桃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