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雲上千疊自然慢步．絕美富士山河口湖．浪漫星野山梨八岳．風景美術館
五日

出發日期

2019/02/08 (五) 5 天

報名截止日 2019/02/03 (日)

旅遊國家

價

日本

格

大人

每人

NT$ 69,800

小孩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69,000

小孩不佔床限12歲以下

每人

NT$ 6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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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08 12:00 2019/02/08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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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航空

CX530

桃園TPE

國泰航空

CX531

2019/02/12 16:35 2019/02/12 19:10 日本名古屋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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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台北∕中部空港∕純和風溫泉旅館．九重
九重旅館～館山寺溫泉
兼具景色、美食、溫泉、服務的上等純和風旅館，坐落風光明媚的
濱名湖畔，從大廳到客房，大片落地窗直賞四季更迭變換。館內備
有兩處溫泉浴場，一為玻璃畫和檜木揉合的遠州繪卷之湯、另一則
以典雅、現代交織風情的大正浪漫之湯，雙享最療癒的空間及時光。
餐食選用當季食材製作的京風會席料理，將濱名湖的四季化作舌尖
上佳饈。

無

機上享用

Day 2

飯店內享用自助百匯料理
或日式會席料理

九重旅館
或濱名湖WELLSEASON
或濱松大倉
或同等級飯店

濱名湖遊覽船∕掛川花鳥園∕濱松名物．鰻魚飯∕富士之國茶之都博物館∕風景美術館．日本平
酒店

費用已含

鰻魚飯～濱松名物

掛川花鳥園(￥)1,300

費用已含
濱名湖遊覽船(￥)1,000

提到濱松名物，鰻魚自是其一，濱松地區
由鳥類專家加茂元照創設，別於傳統動物

溫暖宜人的氣候，讓生長於淡水與海水交

濱名湖的南邊與海相通的潟湖，面積65k

園的掛川花鳥園，將鳥類飼養於開放空間

會之濱名湖內的鰻魚，有著翡翠般的青綠

㎡，為日本第十大湖。湖周長114公里，

的溫室，秋海棠、天竺葵等花卉營造瑰麗

色與鮮美肉質。不僅為周遭地區高級料理

位居日本第二，一年四季皆圍繞在風光明

花園，享受與各鳥類近距離接觸，鸚鵡、

店所用，濱松街道亦流竄烤鰻魚香，各餐

媚大自然中。由館山寺港出發的遊覽船環

猛禽類、水鳥與企鵝等，餵食飼料、拍紀

館使用最高級食材與代代相傳的烹調技術，

繞濱名湖一周，從湖上觀賞濱名湖一帶的

念照，互動十足，還有精采動物餵食秀，

傳承屬於濱松地區特有的經典鰻魚料理。

風景更為美麗，一起乘著遊覽船迎著涼風

適合親子造訪！

的風享受這悠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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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酒店

費用已含

富士之國茶之都博物館(￥)300
靜岡縣以茶而聞名，為運用茶的相關資源，確立靜岡茶品牌而開
設了「茶之都靜岡」建設。使用靜岡縣產的建材，將由博物館、
茶室、庭園、購物場所結合，滿足遊客在博物館內的各種需求，
快樂巡訪此地。館內介紹茶之產業、歷史、文化之外，還備有豐
富的體驗採茶、手工搓茶等用五官感受的講座。且以日本國內外
茶業相關人士及茶葉愛好者為對象舉辦研修會等，進行資訊之積
累及發佈。

飯店內享用

鰻魚飯
或日式風味料理
或和洋創作料理(￥)4,000

坐落於日本觀光地百選第一名殊榮的「日本平酒店」，擁有「風
景美術館」頭銜，在酒店內就可以透過落地玻璃窗，瞭望廣大駿
河灣，遠眺伊豆，同時將壯麗富士山「框」進眼球中，當旭日升
起，更有機會一眺「鑽石富士」。搭配名廚手路料理，一如日劇
《華麗一族》享受著尊榮奢華，一宿難忘。

法式精緻料理
或日式會席料理(￥)10,800

日本平酒店(保證入住)

費用已包含：掛川花鳥園￥1,300元、濱名湖遊覽船￥1,000元、富士之國茶之都博物館￥300元
日本平酒店：特別安排入住45㎡《日本平雙人房》，皆可於客室內展望富士美景。

Day 3

靜岡縣富士山世界遺產中心∕河口湖音樂之森∕西湖合掌集落．根場∕星野度假村RISONARE八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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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已含

費用已含

靜岡縣富士山世界遺產中
心(￥)300

費用已含

根場～西湖合掌集落(￥)350

河口湖音樂之森～庭園美術
館(￥)1,500

富士五湖之一的西湖，以眺望白雪皓皓的
由日本著名建築師─坂茂先生所設計，白

靈峰富士，與神祕廣闊的青木原樹海聞名，

在優美富士山背景下，讓耳朵沉浸於美妙

色建築主體加上獨特的倒立山形結構，採

同時，它也是日本最美的茅草屋集

的協奏曲。以阿爾卑斯山為設計的音樂之

用榫卯結構相互穿插組合木條，讓宛如織

落。2006年建造的20棟合掌屋民家，重

森，富麗堂皇的演奏大廳內設有全球最大

物的表面透過正前方一潭池水，映照建築

現了以前居民們的生活：燒著炭火的小屋、

自動管風琴，讓人隨音符入室；館內收藏

萬象，呈現出了安靜、對稱之美。內部迴

桑田、散策道，展現樸實的農村生活中。

中世紀歐洲貴族珍愛的音樂盒，一品精湛

廊規劃六區域，沿著緩坡行走190公尺，

工藝。或走入歐風庭園，絕賞水晶樹在陽

彷彿登山般感受亦與遠處的富士山呼應。

光下折射絢麗光芒。

RISONARE八岳～星野集團
2017年4月重新開幕，由世界頂尖的建築巨匠「馬力歐．貝里尼」設
計的星野度假村RISONARE，被富士山名峰與八岳環抱著，寧靜林
野與古堡仿若山間的義大利小鎮，品味「從容」，澄淨爽朗的高原
青空伴隨自然天籟，讓住宿不單只有「一夜好眠」。
【步履不停】山梨八岳的親子時光

星空泡泡風呂～星野集團

客室～星野集團

由獲獎無數的日本建築團隊klein dytham architecture所設計，以
「泡泡」為原點，將風呂設計成「森林中輕輕漂浮的泡泡形狀」，
融入綠意之中。除男女湯分開，泡泡重疊之處是混浴，白天面向
開闊的山景與森林，夜晚時滿天星空灑下感動光芒，此生必訪。

房間洗練大方，有35㎡大，使用義大利進口傢俱，以多彩多變的
線條增加設計感，窗邊灑落高原的自然光，令人備感溫馨。

飯店內享用

和洋特色料理
或自助百匯料理
或日式創作料理(￥)2,000

飯店內享用創作料理
或日式會席料理
或主廚自助百匯料理

RISONARE八岳
或純和風溫泉旅館．常磐
或LA VISTA富士河口湖
或同等級飯店

費用已包含：靜岡縣富士山世界遺產中心￥300元、根場￥350元、河口湖音樂之森￥1,500元
靜岡縣富士山世界遺產中心：如遇特殊狀況或定休日無法入館，將改參觀【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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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中央阿爾卑斯千疊敷冰斗∕馬籠宿∕名古屋萬豪雙子星高塔酒店

費用已含

中央阿爾卑斯千疊敷冰
斗(￥)3900

馬籠宿

名古屋萬豪雙子星高塔

險山峻嶺圍繞的木曾路，是17至19世紀連

自1927年J.W. Marriott創立以來，就以高

結江戶(東京)與京都的交通要道。入口處

品質服務受到客人的青睞，如今是名古屋

百座名山之一的木曾駒岳，其最高峰木曾

的馬籠宿，有全國罕見的險峻地形，馬兒

中心地標，從五十三層樓高俯瞰絢爛夜景，

山脈又有「中央阿爾卑斯」稱號，2萬年

很難越過只能留在驛站，才得名「馬籠

城市魅力盡收眼底。交通四通八達，位於

前受冰河緩慢移動侵蝕形成的「千疊敷冰

宿」。石坡路旁仍是格子樣的古民家，沿

車站之上，鄰近熱門高島屋購物中心，全

斗」就位於此，標高2612公尺的半圓型窪

途還有80多家老旅館相連。為完整體

球知名精品旗艦店、美妝專櫃、日本設計

地，占地約千張榻榻米之寬而得名「千

現300年前的江戶街景，所有電線皆埋地

師品牌一網打盡。

疊」。近能欣賞高山植物草花、遠則縱覽

下，是日本傳統建築保存區之一。

富士山，坐擁天上樂園般絕景。

飯店內享用

日式創作料理
或和洋風味料理(￥)3,500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或主廚自助百匯料理

名古屋萬豪雙子星高塔(保證
入住)

費用已包含：中央阿爾卑斯千疊敷冰斗￥3900元

Day 5

自由活動∕免稅店∕中部空港∕台北

導遊將帶領前往名古屋車站商圈，您也可自行前往其他名古屋市區購物或觀光，以下參考行程：

名古屋車站商圈

名古屋城

大須觀音街

名古屋車站作為重要交通樞紐外，更是購

玩過《旅行青蛙》的人對名古屋城一定不

被譽為「日本第一充滿活力的商店街」，

物的主力商圈，車站上方是著名的中央雙

陌生，它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以天守閣

以大須觀音(真福寺寶生院)參道為中心，

塔，百貨、飯店、美食街林立，車站下方

屋脊上的金色獸頭瓦「金鯱」聞名。從金

擴散總長超過1700公尺的拱廊式商店街，

則是四通八達的地下商店街，劃分成九個

川氏親、織田信秀，傳至德川家康接手，

充斥餐飲、服飾、雜貨等千家店鋪。每

不同區域的主題商店街。站旁各種百貨商

並在1612年修造，沿續到1867年幕府時

月18日、28日舉辦的古董市場更吸引收藏

場、美食餐廳與娛樂設施，令人留連忘返。

代，作為德川三大家族之一的尾張德川家

家淘寶。此外，2月寶船遊行、8月夏天祭

族居城，極盡奢華鋪張。

等，散步街道緬懷思古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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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武之森

榮地下街～日本最大

日本皇家瓷器的御用品牌「則武」，為紀念創業100週年而打造的
「則武之森(Noritake之森)」，展示以陶瓷器為主題的各種設施。
透過工廠見習陶瓷從雛型到完工過程，凝練傳統技術與藝術的絕
美展現。另有專賣店，讓喜愛陶瓷器的遊人典藏薈萃人文的日式
藝品。

位於名古屋久屋大通街道底下的「榮」，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地下
街，型態呈L型，集合了許多店家與百貨公司，如三越、丸榮等，
商店街上店鋪雲集，集結名古屋流行尖端品牌，再加上售價較其
他百貨商場便宜，一躍為名古屋最熱門的逛街景點。

飯店內享用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機上享用
自費自理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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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08 14: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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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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