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推出】蒼穹尋秘乘鞍岳．沐饗神光上高地．新綠樂章五日

出發日期

2019/06/17 (一) 5 天

報名截止日 2019/06/12 (三)

旅遊國家

價

格

日本
大人

每人

NT$ 59,800

小孩佔床

每人

NT$ 59,000

小孩不佔床

每人

NT$ 56,800

小孩不佔床不含餐 每人

NT$ 33,000

嬰兒不佔床不含餐 每人

NT$ 5,000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預計出發

預計抵達

2019/06/17 07:55 2019/06/17 11:45

出發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桃園TPE

日本名古屋NGO

長榮航空

BR128

桃園TPE

長榮航空

BR157

2019/06/21 19:30 2019/06/21 22:10 日本小松K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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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台北∕中部空港∕飛驒亭．花扇
飛驒亭．花扇
座落於古都高山的優雅寧靜之宿─飛驒亭花扇。全館的木頭皆使用天
然木，來到這裡像走進自然中般舒適自在。秉持著日本「和心」傳
統，女將與仲居們的親切款待，使每位旅客賓至如歸。泡著美容液
般的溫泉，嘗一口入口即化的飛驒牛，療癒身心靈。
【步履不停】日式款待飛驒亭

機上享用

Day 2

鄉土特色料理
或和洋風味料理
或日式創作料理(￥)2,500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飛驒亭．花扇(保證入住)

上三之町古街道∕乘鞍高原天空之路

上三之町古街道

乘鞍高原天空之路

走在高山市最古老的街道「三町古街道」，兩側木屋古建築群，
屋齡多在三百年以上，是日本選定的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區之
一。黑白相間的木格無過多裝飾，呈現古典秩序之美。茶屋、傳
統工藝品店、禮品店和美術館林立，踩著木屐漫步街道，彷彿回
到江戶時代濃濃古早味。

綠茵點點、碧頃大地，乘著巴士在日本第一標高的公路上兜風，
青空山巒湖泊色澤分明，如明豔的自然調色盤。乘鞍高原84號道
路標高2702公尺，約與富士山五合目相同，有「天空之路」美譽，
馳騁雲端，沿路踏尋瀑布、雪壁、高山湖泊、植株花卉等絕景，
讓百變的自然風貌喚醒五感。

飯店內享用

和洋特色料理
或日式風味料理(￥)2,500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或和洋特色料理

白船格蘭溫泉酒店
或燒岳花園
或同等級飯店
2023/01/08 14: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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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新穗高高空纜車∕飛驒牛燒肉料理∕神之故鄉．上高地∕匠之宿．深山櫻庵

上高地～神之故鄉

費用已含

新穗高高空纜車～東洋第一(￥)2,800
搭乘日本唯一的兩層架空纜車綿延上山，在標高2000公尺的雲上
世界，群覽綠意盎然的阡陌大地，長達三公里的空中漫步，讓您
一睹360°北阿爾卑斯山脈連綿不絕的山峰與壯麗巍峨，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盡現。天氣許可時，漫步林野步道感受森風清朗。

上高地被日本阿爾卑斯山脈穗高峰巒環繞，古稱「神鄉地」，是
神所居住的地方。白樺、落葉松原始森林包圍，大正池山水相映，
池中枯木參天如水墨畫。「河童橋」為觀賞穗高峰層巒疊翠的最
佳位置，沿梓川下游漫步濕原步道，一路水鴨、岩魚、野鳥相伴，
心曠神怡。

深山櫻庵～匠之宿

飛驒牛燒肉精緻料理

奧飛驒溫泉鄉人氣第一的匠之宿「深山櫻庵」。擁抱飛驒笠岳山
麓，館內觀景落地窗，可遠眺壯麗阿爾卑斯山脈。旅館大量使用
珍貴木材所建，在清新茶香中玩賞古樸家具及飛驒傳統工藝擺飾。
嚴選飛驒牛及當地食材的懷石晚宴，呈現具高山風情的道地菜餚。

在飛驒高山平均海拔3000公尺高地飼養，經過14個月以上肥育，
因而養出肉質細軟、口感鮮嫩的飛驒牛。曾連續三屆獲得「全國
和牛能力共進會」最優秀食用牛肉獎，堪稱牛肉界的藝術品。生
牛肉油花分布均勻美麗，入口即化、爽口不油膩。

【步履不停】深山至福美湯

飯店內享用

日式風味料理
或和洋創作料理(￥)2,500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或飛驒牛燒肉精緻料理

深山櫻庵(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新穗高高空纜車￥2,800元

Day 4

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合掌村∕兼六園∕時雨亭∕廚八十八
2023/01/08 14: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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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鄉合掌村～世界文化遺產

費用已含

費用已含

兼六園～三大名園(￥)310

時雨亭(￥)720

房屋，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蓮花，遺世獨立。

金澤兼六園具有「宏大、幽邃、人力、蒼

加賀藩六代藩主前田吉德重建御亭，在明

於1995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至今保

古、水泉、眺望」等六大特色，因此命名

治初期遭到拆除，藩政後期改稱為時雨亭。

存著古老工藝合掌造(合掌造リ)，無鋼釘

為兼六園，與偕樂園、後樂園並稱為日本

後於2000年根據當年留傳下來的平面圖原

水泥，人字屋頂如同雙手合掌一般而得名。

三大名園。園內有許多小橋流水、曲徑飛

址重現，現已做為茶室廣為使用。特別安

每隔三、四十年就須更換污損的屋頂茅草，

瀑，冬季的傘松雪景更是引人入勝，石燈

排於此享用抹茶與時雨亭原創和果子，靜

全村聚集通力完成。

籠、雁行橋等數不清的名景等著您來欣賞。

心沉澱。

岐阜縣白山合掌村，神山環繞低矮的木造

廚八十八
山中溫泉風味吟撰之宿，充滿人情味的溫暖和風旅館，以「米」字
拆開來命名，廚八十八追求料理的誠意。以旅館自耕的稻米做飯，
運用大自然恩惠種植的當季嚴選食材，製作出帶給旅客幸福感的料
理。沒有一般飯店旅館磅礡氣勢，而是宛如回家，在這裡體會到的，
是一股冬季的暖流，夏季的清涼那般舒服自在。

飯店內享用

和洋創作料理
或日式風味料理(￥)3,400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廚八十八(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兼六園￥310元、時雨亭￥720元
白川鄉合掌村：特別安排─品嚐下午茶名物飛驒牛肉串與可樂餅、登上展望台眺望白川鄉全景
時雨亭：如欲團體無法預約之特殊狀況，則退費¥720，敬請見諒。

Day 5

鶴仙溪∕那谷寺∕傳統工藝村∼湯國之森∕貼金箔體驗∕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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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已含

費用已含

那谷寺(￥)800

湯國之森(￥)540

寫下《奧之細道》的俳句詩人松尾芭蕉也

日本七大建築之一，傳說此處有33個神靈

擁有13萬坪之古木森林「湯國之森傳統工

曾造訪此地。從蟋蟀橋到綾取橋再到黑谷

祭所，於是取第一位那智山的「那」字和

藝村」內，古日本傳統建築鱗次櫛比。按

橋的溪流旁的散步道全長1.3公里，能盡

第33位谷汲山的「谷」字命名為那谷寺。

石川傳統手工藝分設十一個主題館，含金

情欣賞繽紛的大自然呈現的各種樣貌，造

奇岩石窟、湖光山色美不勝收，詩人松尾

箔館、友禪染織館、輪島漆館和紙館、九

型獨特的岩石以及小瀑布一路相伴，不僅

芭蕉曾在1689年造訪，有感於綺麗風光，

谷燒…等，保留著古日本時代加賀傳統的

可欣賞四季景致，更能感受到行腳的樂趣。

留下名句「秋風白於石山石」石碑，取於

手工藝品，您可以自由到處參觀，親炙日

唐朝李賀「秋野明，秋風白」，使寺院因

本珍稀罕見的名貴藝品，充分感受日本精

此聞名。

湛工藝和感性交融之奧妙。

鶴仙溪
石川縣代表性觀光勝地山中溫泉─鶴仙溪，

費用已含
貼金箔托盤體驗(￥)1,800
我們安排讓您體驗製作金箔托盤，運用加賀悠久的金箔工藝技術，
製作屬於您獨一無二的作品吧。

飯店內享用

日式創作料理
或日式精緻炊飯料理
或和洋風味料理(￥)3,800

機上享用

溫暖的家

費用已包含：那谷寺￥800元、湯國之森￥540元、貼金箔托盤體驗￥1,800元

★費用包含★
1.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門票。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3.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43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險」每人500萬元旅遊意外、20萬元意外醫療及海
外急難救助。
*若於外地(非台灣)參加團體，不在「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4.贈送日本國內新冠防疫醫療保險日幣1000萬。
5.導遊、司機小費。

★費用不含★
1.申辦護照費用NT$1,600元。
*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2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
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注意事項★
2023/01/08 14: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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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
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際提供為主，住宿房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依報名先後順序選擇。
3.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4.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5.參加本行程須持有(至回國當日護照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若同時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入
出境(台灣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日本交流協會台灣事務所)之規定，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6.若為軍職者，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準，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年齡屆19歲至36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
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7.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0人(含)即可成行，最多參團則為40人(含)以下；沖繩最低出團人數為16人(含)成行。
8.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於2012年6月最新規定，巴士使用時間由車庫出發至返回車庫不得超過10小時，以避免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
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9.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而調整前
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10.團體機位以航空公司安排為準。
11.北海道(千歲、函館、旭川)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2.NH東京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3.CX國泰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4.行程景點、飯店、餐食照片僅供參考，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不同，敬請了解。

★日本旅遊貼心小叮嚀★
因日本文化獨特的特性，到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獨特日本文化的旅遊樂趣。
◎日本住宿
1.為維護旅遊品質，一位大人與一位不佔床小孩同住一間房時，大人需補單人房差，或小孩需收取佔床價格。
2.若有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每日房間差額，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A.不加價三人一室(使用飯店提供輔
助床加床，輔助床亦有數量限制，以入住當天該飯店提供數量為主)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飯店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或不要角邊
房，亦無法指定同行者的房間一定要在隔壁或鄰近，敬請見諒！
3.日本雙人房型基本以兩張單人床為主，若有需要一大床房型請於報名同時告知服務專員。
◎日本餐食
1.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或大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
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蒟蒻、蔬菜、豆腐等食材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2.因為我們要提供給最道地的日本餐食給您，所以會有部份鄉土料理會有較多的生冷食物，如有食用後會產生身體不適、過敏等狀
況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讓我們為您調整餐食內容。

台北 02-7713-4919 │ 高雄 07-976-9212
台中 04-3706-5309 │ 日本 0476-80-9160 │ www.pac-grou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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