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推出】馥郁美之原．戶隱翠明鏡．山嵐雲海雙宿賞五日

出發日期

2019/06/18 (二) 5 天

報名截止日 2019/06/13 (四)

旅遊國家

價

格

日本
大人

每人

NT$ 66,800

小孩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66,000

小孩不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63,800

小孩不佔床不含餐限2~3歲

每人

NT$ 35,000

嬰兒不佔床不含餐限未滿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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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2019/06/18 15:20 2019/06/18 19:40

桃園TPE

東京成田NRT

長榮航空

BR196

2019/06/22 20:40 2019/06/22 23:20

東京成田NRT

桃園TPE

長榮航空

BR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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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台北∕成田空港∕澀谷藍塔東急
澀谷藍塔東急
以「情報、文化、流行」為理念，將日本傳統風格結合現代感的空
間，帶給旅客心靈享受。從喧嘩熱鬧的涉谷中心走進飯店，彷彿遺
忘所在之處，瀰漫著寂靜氛圍，客房位於19至37高樓層，可眺望到
東京夜霓虹，在燈火流轉中享受旅程。

無

無

Day 2

贈送輕食點心(￥)800

澀谷藍塔東急(保證入住)

新幹線(預計東京09:20─長野10:46)∕善光寺∕花之町．小布施∕赤倉觀光∼雲上夢幻度假名宿

早晨由專車接往東京車站，我們將搭乘新幹線飛駛至長野，展開愉快的日本旅程。
貴賓們不需拖行李上新幹線，巴士將會載行李前往第一個景點．善光寺，與各位會合。

赤倉觀光，我們為您提供「本館．基本房型」與「PREMIUM棟．露天風呂房型」，各房型數量有限，請依報名順序優先選擇。
◆「本館．基本房型」─選擇此房型不須加價。
◆「PREMIUM棟．露天風呂房型(分P2或P3房型由飯店調配)」─每人須加價台幣5500元。

善光寺～信州名剎(￥)500

小布施町～栗子之鄉

赤倉觀光～雲上夢幻度假名宿

日本有句俗諺：「一生要到善光寺參拜一

位於長野縣北部，以作品「富嶽三十六景」

大倉財團經典三大名宿─創業於昭和12年，

次。」佔地5萬9千平方公尺的寺廟，

而著名的浮世繪師葛飾北齋也曾經造訪此

與上高地帝國飯店、川奈飯店齊名。坐擁

是1300年前皇極天皇發願而建，供奉觀音

地。小布施又被稱為栗子之市。走在小布

千尺雲海，高雅摩登、傳統大器，自妙高

菩薩、阿彌陀如來與大勢至菩薩，是日本

施街道上，不管到哪映入眼簾的都是栗子，

山腹湧出的天然泉水，美肌與療癒兼具，

最早期靈佛─絕對密佛本尊。高20公尺的

大量的栗子產質，在江戶時代也作為獻給

此外亦有三處貸切風呂無料使用。入夜時

山門更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將軍的貢品。在這個小鎮散步巡禮，悠閒

分，登上頂樓水上庭園，光影絕色，伴雲

愜意。

海迷濛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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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享用

日式特色料理(￥)4,000
或和洋會席料理

主廚創作料理

赤倉觀光(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善光寺￥500元

Day 3

戶隱古道杉並木∕戶隱蕎麥∕小鳥之池∕庭園茶藝咖啡午茶∕星野名宿∼界阿爾卑斯

界阿爾卑斯，我們為您提供「基本房型」與「溫泉內風呂房型」，各房型數量有限，請依報名順序優先選擇。
◆「基本房型」─選擇此房型不須加價。
◆「溫泉內風呂房型」─每人需加價台幣1500元。

戶隱古道杉並木～長野秘境

小鳥之池

戶隱庭園咖啡午茶(￥)600

戶隱百千年來始於敬畏山岳的信仰，醞釀

穿越白樺叢林、漫步15分鐘，倏地眼界開

和暖日光傾流而下，與芳雅清香的花卉，

長野最具能量景點。參拜道上，樹齡400

闊，明池如鏡，又名「小鳥之池」，映襯

優雅一整個午後時光，園內所販售的餐食

年以上的杉木成蔭、並列成道，陽光如神

枝幹上翠枒嫩蕊，嵐影浮動，戶隱連峰如

皆取之有道，以自然農法栽種花草與山菜，

諭般自樹梢流淌而下，一掃過於喧鬧的塵

畫，山水自成眼眸墨繪伴隨野鳥鳴曲，大

食在舌尖，品在初心，用一杯咖啡為旅途

囂，由內而外洗滌身心靈。

自然禮讚是專屬戶隱秘境旋律。

畫上分號，戶隱之美，未完待續。

界阿爾卑斯～星野集團
雁木拱廊高雅迎賓，木色溫潤縈繞大廳，界阿爾卑斯，座落日本阿
爾卑斯連峰山腳下，擷取信濃自然美景設計客室，僅50房隱密金緻，
玄關設置地爐與土灶，裊裊輕煙勾勒旅思，鮮嘗醃漬小菜信州土產，
遠離塵囂心靈歸宿。饗以長野在地食材，仿白雪初融的和風宴會料
理，將豐澈鮮美吃進心坎。
【步履不停】黑部立山下絕景宿

飯店內享用

特色蕎麥麵御膳(￥)3,000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界阿爾卑斯(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戶隱庭園咖啡午茶￥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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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美之原高原∼戶外美術館∕信州維納斯天空之路∕八島濕原∕LA VISTA富士河口湖

美之原高原～戶外美術
館(￥)1,000

美之原高原
位於八岳中信高原國定公園，標高

八島濕原
日本首屈一指的濕原秘境，因鮮為人知，

約2,000公尺；600公頃的廣袤台地，200

位於長野縣上田市的一個戶外雕塑公園，

在萬年歲月中得以孕育250種高山植物，

種亞高山花卉爭艷綻放，在富士山、阿爾

位於2000公尺高的美之原高原之上，有

是日本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更列為世界

卑斯連峰與八之岳群山環繞下，構成360°

約350個展覽品在面積13萬㎡的戶外展覽

最貴重高原溼地。若隱若現的高山湖泊，

的立體全景風情畫。

館，晴朗的日子裏，它在藍天白雲之下，

將最純淨山、水獻給步行的旅人。

群山環繞之中散發著的藝術氣息與周圍美
麗的大自然融為一體，令人賞心悅目，心
曠神怡，被藝術熏染深深的感動。

信州維納斯天空之路

LA VISTA富士河口湖

天然溫泉／貸切風呂

連結茅野市至美之原高原美術館，途經蓼

清晨霧凝河口湖，待日出陽光露臉，光瀑

精緻細膩的溫泉任君選擇，可浸浴「漲山

科高原、白樺湖、八島濕原、霧之峰高原，

從雲隙灑下，雄偉富士山明豔登場。LA

之湯」展望富士山雄姿，具療化痠痛特效

一條全長約76公里的駕車路線，沿路的蓼

VISTA富士河口湖占地利之便，2015年在

的硫酸鹽泉，將疲憊痠痛一掃而空，此外

科山的山勢線條之美，聘美維納斯而有其

河口湖畔紅葉迴廊上開幕，為東京電視台

還有竹、石等四種景致各異的貸切風呂、

名。這裡也被日本雜誌《BikeJIN》票選為

嚴選名宿，沿坡可見雕花欄杆、鵝黃色建

露天風呂、岩盤浴、精油按摩等舒緩療癒

「日本絕景道Top 10」的第一名殊榮喔！

築矗立，仿若徜徉綠草茵茵，庭前玫瑰藤

設施。

園滿開，如走進南法普羅旺斯花園。

飯店內享用

鄉土特色料理(￥)3,000

主廚風味料理

LA VISTA富士河口湖(保證入
住)

費用已包含：美之原高原￥1,000元

Day 5

河口湖音樂之森美術館∕台場逛街∕免稅店∕成田空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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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湖音樂之森～庭園美術
館(￥)1,500

瀨里奈和牛料理

台場新城

瀨里奈集團創業55年以來，秉持著對素材

日劇迷的經典場景、東京超人氣娛樂區，

在優美富士山背景下，讓耳朵沉浸於美妙

高品質要求，皆使用血統優秀認定的特選

集結時尚、流行、美食與美景的約會聖地。

的協奏曲。以阿爾卑斯山為設計的音樂之

和牛，藉由涮涮鍋或炭火燒的方式帶給貴

台場新城有國際精品名牌加持，日本最具

森，富麗堂皇的演奏大廳內設有全球最大

賓當季新鮮的料理，吸引世界各地旅客特

規模的ARMANI JEANS、BURBERRY

自動管風琴，讓人隨音符入室；館內收藏

地前來品嘗。

BLUE LABEL、BURBERRY BLACK LABEL

中世紀歐洲貴族珍愛的音樂盒，一品精湛

齊聚一堂，還有保齡球館、卡拉OK、美

工藝。或走入歐風庭園，絕賞水晶樹在陽

食城等應有盡有，為東京指標潮流地。

光下折射絢麗光芒。

飯店內享用

瀨里奈和牛料理(￥)5,000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溫暖的家
或敘敘苑燒肉名店料理
自費自理
或如遇客滿則以其他嚴選餐廳
替代

費用已包含：河口湖音樂之森￥1,500元

★注意事項★
1.日本飯店為落實SDGS環境永續發展理念，將陸續減少提供牙刷、牙膏、梳子、刮鬍刀、浴帽等一次性備品，建議貴賓們自行準備，
或由導遊協助向櫃檯索取或購買。
2.為了您自身的權益，入出境時請勿接受他人委託攜帶任何物品。
3.小刀類物品及指甲刀均應放置於托運行李內。
4.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每人投保旅約責任險。若於日本參加團體，不在履約責任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5.手機、相機、MP3、手提電腦、攝影機等電子用品的「備用鋰電池」，搭乘飛機時不得放在行李箱托運，必須放在隨身手提行李
帶上飛機，而且必須符合一百瓦小時以下的規格限制。已裝在手機或相機內的電池，因有機殼保護、正負極未暴露在外，不在限制
之列。也就是備用電池不能放大行李託運，要隨身攜帶！且要做好「絕緣體保護」。
6.安全火柴或香煙打火機規定，以個人使用隨身攜帶為限，除了液化瓦斯的打火機外，不可攜帶無法被吸收之液體燃料香煙打火機，
另打火機燃料、打火 機燃料填充罐及非安全火柴，則不得隨身攜帶，也不得作為隨身行李，或託運行李，且每名旅客限帶1個打火
機或1盒安全火柴(僅允許隨身攜帶，禁止手提／託運)。
7.自帶護照之旅客請務必注意，護照有效期限必需比回國多出六個月以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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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役男者，滿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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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需使用同一本護照。
10.持外國護照者，需辦好重入國許可，並準備返國(護照國籍)之機票訂位記錄或證明備查。
11.護照內已辦好欲前往該國之簽證，所持之簽證類別及效期已符合該國之規定。
12.持國外發的中華民國護照，需有有效期的出境證或出境條碼及回台加簽。
13.旺季期間(暑假、寒假、春節或連假期間)，請務必於班機起飛二小時前準時抵達機場(護照自帶之貴賓更請務必準時)，敬請配合！
14.如貴賓在日本有購買物品寄送到飯店，飯店會酌收保管服務費，若產生費用請貴賓自行支付。
15.外籍人士於外站JOIN不在履約責任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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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行程安排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氣候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而有變化。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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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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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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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