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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 本行程全程專用車，優良的司機、導遊。無自費。 

2. 料理力求餐食豐富性與多元化。返璞歸真追尋「原味」，透過新鮮食材配合季節交替，去感受大自

然旬彩之美，極致和韻禪風美學。「料理」帶給人們幸福，透過味蕾，終於明白，每位料理職人心中

的「堅持」。 

3. 不以譁眾取寵的低價，而是以高品質的平實價格，帶出全然不同的日本旅遊經驗 

4. 比起一般的套裝行程更多了一分愜意。在我們精心的設計分配下，坐車移動將不再漫長。您將擁有

的是合理的車程時間，以及在各個景點盡情享受著更多的余裕。 

 

任誰都想感受這一生一定要經驗一次的極致體驗。 

巨匠旅遊想傳達給您「最難忘的日本之旅」。  

1Day 

桃園/成田空港   鬼怒川溫泉 

【鬼怒川溫泉】 

鬼怒川溫泉位於流經栃木縣中部的鬼怒川上游，大日向山和釋迦嶽之間的溪谷沿岸。自開發以來歷經 300 多

年而形成的溫泉鄉，春有漫山遍野的杜鵑花，秋有絢爛耀眼的紅葉，使溪谷美景錦上添花。                                                                                                                                                 

早餐:     自家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和風會席或迎賓百匯料理 

住宿飯店：鬼怒川御苑 或 鬼怒川 PAK 或 鬼怒川 HOTEL 或 鬼怒川 PLAZA  

2Day 

HOTEL 世界文化遺產 日光東照宮 · 輪王寺~二荒山神社~神橋 中禪寺湖 羅曼

蒂克街道 ~乘騎腳踏車探訪 私の輕井澤: 歷史之路小徑~聖保羅天主教教堂 

  

【日光東照宮】 

http://kinugawa-gyoen.ooedoonsen.jp/
http://www.park-hotels.com/
http://www.kinugawaonsenhotel.com/
http://www.kinugawa.co.jp/plaz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AA%E7%8E%8B%E5%AF%BA
http://www.toshogu.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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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社一寺之說，是指東照宮、二荒山神社、輪王寺。包括周圍的山林地帶，以“日光的社寺”之稱登記為世界

文化遺產。二荒山神社為佛教僧侶勝道上人於 782 年所創建，他是將佛教引進日光的第一人，附近的輪王寺

也是他建立的。二荒山神社供奉著日光三座聖山（男體山、女峰山及太郎山）的山神。是德川幕府第一代將

軍德川家康的家廟，初建於公元 1617 年，後由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於公元 1636 年擴建，是日本近代建築史

上的傑作，也是日光旅遊的主要景點。東照宮由大小 23 處廟宇殿堂和回廊構成，座落於日光群山之中，依山

借勢，錯落有致。東照宮的建築精雕細刻，金碧輝煌。【神橋】它是日光聖地，正面玄關入口處，漆著朱紅

色的神橋，從前被稱為「山菅的蛇橋」它是屬日光二荒山神社所持有的，也是國家所指定重要文化財產。在

山間峽谷間使用「吊橋」的形式，是日本國唯一的古橋。也是日本三大奇橋之一。 

 

【中禪寺湖】 

約 2 萬年前男體山火山爆發後造成了堰塞湖，就是日光著名的景點「中禪寺湖」。從古時候起已是度假勝地

的中禪寺湖被日光山脈連綿不斷環抱，透明清澈的湖水倒映四季優美的景色相當秀麗。 

 

【羅曼蒂克街道】 

從長野縣的小諸開始、橫斷群馬縣、到栃木縣日光約 230km 的道路，其間通過高原、湖沼、溫泉町、城下町

等，由於和德國的羅曼蒂克街道有幾分相似，所以在 1988 年被定為日本羅曼蒂克街道（日本ロマンチシク街

道）。是我們這次走的路線，伊香保溫泉、輕井澤、草津溫泉、。一路也是有高山湖泊美景、火山地形奇

觀、還有日本引以為傲的溫泉名勝、百年古剎以及別具歷史風華的人文風情，自古以來就是文人雅士抒懷創

作之地，也是日本民眾放鬆療瘉的溫柔之鄉。 

 

【輕井澤歷史之路小徑】 

以輕井澤站北側為中心鋪修完備的小路共有 39 條。美麗的綠苔及優雅情趣的石牆小路、落葉松林中時隱時現

的別墅及仿古西式建築、當今天皇與皇后曾造訪而聲名大噪的網球場以及雅致的旅館。可一邊觀賞風景，一

邊在綠色海洋般的觀光勝地內，保留有傳統氣氛的林陰道上悠閒散步。 

 

【聖保羅天主教教堂】 

建築設計師是安東尼奧‧雷蒙德氏，1935 年由英國人瓦特神父設立。這座名建築在輕井澤也是有代表性的教

堂，傾斜度大的三角形屋頂、巨大的尖塔被作為舊輕井澤的象徵。內部為木材裸露的 X 形結構。曾經榮獲美

國建築學會獎。四季應時變化的優美自然。 

 

【本日景點料金】日光東照宮￥1300 總計￥1300 (已包含在團費裡)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神橋食彩三昧                                                                    晚餐: 和風會席或迎賓百匯料理 

住宿飯店: 輕井澤俱樂部 1130 或 HOTEL GREEN PLAZA  

http://www.nikko-jp.org/perfect/chuzenji/index.html
http://www.nikko-asaya.jp/meal.html
http://www.karuizawaclub.co.jp/hotel113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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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y 

HOTEL  JR小海線．高原觀景列車  萌木の村  Kachikachi山纜車 360 度富士

山 
 

【JR小海線．高原觀景列車】 

小海線高原鉄道， 從長野縣野邉山爬著坡，通過與山梨縣的交界來到JR全線最高點，(位於野邉山和清里中

間) 不久後在車上的遊客一陣驚呼中通過最高點，青綠的山巒層疊，讓視野開闊了起來。  

 

【萌木の村】 

位於清里山梨縣與長野縣交界的八岳山南麓，是海拔 1274 米的高原避暑勝地。結合了餐廳、博物館與許多創

意小雜貨舖的休憩地方。 

 

【Kachikachi 山纜車】 

抵達山頂只需 3 分鐘，在標高 1,075 米的展望台可以欣賞 360 度全景的富士山和河口湖全景【富士山】 

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富士山看作是神山並加以崇拜。2013 年富士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再次吸引了全世界遊客的目光。富士山，日本的象征，日本最高峰。也有另一個很美的別稱叫芙蓉峰，富士

山海拔 3,776 米。富士山地區是日本的黃金旅遊地帶，富士山山腳下有著名的富士五湖，山中湖、河口湖、

西湖、精進湖、本栖湖，是富士山火山噴發後形成的湖泊。富士山自 1707 年的最後一次噴發至今已經沉睡了

300 年，因此富士山是一座處於休眠期的火山。晨曦中，富士山的美，望著富士山頂的白雪反照，聽著低飛

於山腳下烏鴉的叫聲，此時此景，令人不禁想起一句詩詞：「風靜花猷落，鳥鳴山更幽。」一切的存在就是

這麼的自然！曙光初現，白雪反照淡淡的雲絮飄於潔淨的天空，這就是富士山簡單的美！  

【本日景點料金】小海線￥190、Kachikachi 山纜車￥800 總計￥990 (已包含在團費裡)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清里高原 SET 御膳                                                              晚餐: 和風會席或迎賓百匯料理 

住宿飯店: 富士松園 HOTEL 或 富士 VIEW 或 富之湖  或 美富士園 

4Day 

HOTEL 山中湖 花之都公園 川越小江戶散策~菓子屋橫丁~鐘樓 免稅店~東京

夜未眠 
 

【山中湖 花之都公園】 

佔地三十萬平方米，處於海拔一千米的高地，空氣清新，因此花開得特別燦爛。花之都公園分為:溫室、戶外

花田及庭園「清流之里」三部分。全天候溫室以「人與自然」為主題，讓遊人即使在外面下着白雪的寒冬，

http://fujimatsuzono.com/
http://www.fujiview.jp/
http://www.tominoko.net/
http://www.mifujien.co.jp/sightseeing/
http://www.hananomiyakokou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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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在溫室裏欣賞新奇的熱帶的植物。屋外的花田是拍照的好地方，在天清氣朗的時候，更可以看到富士山

成為花田背景的美麗圖畫，花田裏的花兒依季節盛開，例如五月來訪，就會看到遍地黃色的油菜花。「清流之

里」是花之都公園的人造庭園，當中的「明神の滝」及「岩清水の滝」，雖是人造瀑布，但站在跟前，依然能

感到其氣勢磅礡。在這裏還可以見到由火山熔岩流出而成的「熔岩樹型群」，非常珍貴。 

 

【川越小江戶散策~菓子屋橫丁~鐘樓】 

川越小江戶有著大鬼瓦的屋頂搭配黑色外壁，還有厚厚的雙片外開門…。這個感覺宛如轉換了時空並齊列著充滿豐富情趣

的傳統建築（藏造）之處，正是一番街周邊。看似相同其實每間各有不同的建築，分別表現出其獨特個性，並散發著凜

凜風格。【菓子店橫丁】是一個鋪滿各色玻璃片的石道，並擁有 22 家懷舊點心店(柑仔店)的旅遊勝地。並排著樸素又可

以回味以前難忘味道的點心鋪，每踏一步，誰都不知不覺變成童年時代的感覺。不太瞭解在這裡，不管是充滿懷舊回憶

的大人，或是對柑仔店並不熟悉的小孩，都會感到歡欣雀躍。【鐘樓】是以木制 3 層的櫓組成的，高約 16 米。上午 6

點，中午，下午 3 點，下午 6 點一天響 4 次的鐘聲，隨著天空的顏色變化和街道的風景，空氣中的香味等，為小江戶川

越帶來值得一再回味的情趣。 

【本日景點料金】花之都公園￥500 總計￥500 (已包含在團費裡)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小江戶鍋物料理                                                                     晚餐: 自選餐費: ¥2000 

住宿飯店:  淺草 VIEW 或 東京東方 21 世紀酒店 或 池袋大都會  

5Day 

雷門．淺草觀音寺~東京晴空塔 ∙ 商店街 成田空港~商店街/桃園 
 

【雷門．淺草觀音寺】 

淺草做為江戶時代的商業中心，曾商賈如雲，一度繁榮昌盛。同時，淺草還是大眾文化的發祥地，這裡集中

了眾多的文化娛樂設施。時至今日，淺草仍充滿著人情味，作為代表古江戶文化的一個縮影和旅遊勝地，迎

接來自日本及世界各地的遊客。 

 

【東京晴空塔 ∙ 商店街】 

東京晴空商店街道由 300 家以上的店舖所構成，目標與東京晴空塔攜手成為日本及世界橋梁的門戶城市設

施。可購物、觀光、日常光顧等，各種用途皆可蒞臨使用，是充滿創意，豐富多樣的商業設施。毗連東京晴

空塔站通道上的購物街。充滿"製造"感的店鋪集聚，可邂逅製作者與使用者交融的美妙產品，締造感動。西館

3F 設置了「美食區 晴空街道美食平台」，座位圍繞在可眺望「食品市場」的挑高中庭周圍，能在熱鬧的氛圍

下，享受日式、西式、中華、甜點等豐富多樣的餐點。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住宿飯店: 溫暖的家 

http://www.machikawa.co.jp/taisho/
http://www.viewhotels.co.jp/asakusa/
http://www.hotel-east21.co.jp/
http://www.metropolita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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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程                                  回程 

參考航班: CI 100   08:55/13:15       CI 101    14:30/17:15 

報價

未含 

※新辦理護照 NT$1,400 元(現金付費) 

※其他純屬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洗衣.電話 

※單人房差每人 NT$12,000 元 

備 

註 

報名/每人訂金 10,000 元 

※刷卡不加%(現金刷卡同價) 

 

【單人房差價說明】： 

1. 本社所安排的飯店質感與單價皆高於市場且差異很大，請恕無法將單人房差成本分攤在其他客人身上，固在「使用者

付費」的觀念下，需由單人房使用的貴賓負擔。敬請明瞭！ 

2. 貴賓如單人報名於團體最後確認前，仍然無法安排與同團貴賓兩人一室時，需補單人房差（房型以單人房為主）。 

3. 貴賓如出現 3 人時，則可選擇不加價 3 人同房（加床模式，請恕無法指定房型）或補差價加開單人房。 

4. 所有旅館的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也無法指定一家人的房間一定要在隔壁或鄰近，敬請見諒！（巨匠旅遊會告

知導遊於外站時，拿到房號後注意並盡力安排，但恕無法保證） 

 

【行程特別報告事項】： 

1.交通：日本國土交通省已於 2012 年 6 月頒布，巴士司機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從車庫發車時間開始計

算），以防止司機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2.特別餐食：台灣與日本兩地飲食文化多有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汁

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

食材搭配漬物料理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

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3.機上特殊餐需求：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7 個工作日前向您的業務顧問提出需求，航班起

飛 3 個工作日以內，因航空公司作業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