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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雪の大谷 

立山黑部.上高地.合掌村.溫泉美食五日 

 

參考航班 

出發 桃園機場  小松機場 IT 252 12:00 / 16:05 

回程 小松空港  桃園機場 IT 253 16:55 / 19:10 

 

桃園直飛小松 ～ 旅遊北陸最便捷的航線 

行程特色  

1. 加賀月兔の里－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兔子於此自由自在的活動，也可在此自費做香包。 

2. 養老瀑布—日本百選名瀑。 

3. 郡上八幡城－由遠藤盛數建於 1559年是日本全國木造的重建城中最古老的城堡。郡上

八幡城的天守閣可以一眼眺望郡上八幡市區，天守閣陳列展示武具和馬具等貴重收藏。 

4. 金澤兼六園—與岡山後樂園、水戶偕樂園齊名並稱為日本三大名園。 

5. 白川鄉合掌集落、天守閣展望台。 

6. 立山黑部—六種交通工具體驗 

7. 上高地河童橋—自然探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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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內參觀有門票 ※下車拍照參觀無門票 ▲行車經過 

第一天（日） 

桃園國際機場  小松機場 山中溫泉 

 

今日上午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台灣虎航團體櫃臺，隨後搭乘台灣虎航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北陸石

川縣的小松國際空港.抵達後專車接往溫泉飯店休息。 

※山中溫泉-傳說這裡是僧侶行基在旅途中受藥師如來指點：「這裡有可以治病的好溫泉，不冷不熱，可

挖之。」於是挖出了溫泉，這是「山中溫泉」的由來。「山中溫泉」距今已有 1300多年，它與「山代溫

泉」、「粟津溫泉」及「片山津溫泉」合稱為【加賀溫泉鄉】；這一帶的溫泉曾因戰亂被遺忘，但隨著溫

泉療養地再次興起，成為了北陸第一的溫泉勝地。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會席料理 或 和洋式自助餐 

住宿：山中溫泉河鹿莊 或 琉璃光 或 翠明館 或 山代溫泉雄山閣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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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一) 

山中溫泉  鶴仙溪   (17.4km35Min)加賀月兔之里  (37km55Min)越前海岸國定公

園－東尋坊  (172km2H25Min)養老の滝  名古屋或(46.3km1H)岐阜 

 
※鶴仙溪－是山中溫泉的代表性觀光勝地，沿著溪邊的散步道，處處都是十分美麗的景緻，小橋、瀑布、

流水、綠樹，構成美麗的畫面；「鶴仙溪」也是俳句詩人松尾芭蕉所提到的名勝，他說：這裡（鶴仙溪）

可以感受到行腳的樂趣。從蟋蟀橋到綾取橋、再到黑谷橋的溪流旁的散步道全長 1.3km。碧潭裡有奇岩

及瀑布等，可以欣賞到四季的景致。山中溫泉降雪量很大，11月到 2 月之間，雪染白了溪谷的樹木，溫

泉蒸氣包圍著街道，山谷流淌的水流聲也消失在寂靜中，景色顯得格外夢幻。 
※加賀月兔の里－從前、從前.......加賀地區流傳著一個可愛的傳說 

在江戶時代大聖寺藩的永井村， 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官員，名叫鳥見徳兵衛，有一年春天，德兵衛救了

一隻受了傷的白兔，當年秋天，加賀一帶天氣異於往常，大雨不斷，種植的稻穀即將全毀，有一天晚上，

德兵衛曾救過的白兔突然出現，此時大雨竟忽然停止，現出皎潔的月光，更意外的是，這一年出現了永

井村久違的大豐收，此後，加賀一帶都稱帶來月亮的兔子為【好運兔】，有月兔招運長久親切之說，對

兔子特別喜愛。（石川縣加賀市永井町 43-41） 
※東尋坊－位於福井縣北部的「東尋坊」，屬於越前加賀海岸國定公園的一部分，是與石川縣相鄰的日

本海沿岸的一處山岩峭壁，海邊的岩石長年被海浪侵蝕切割，形成了高達 25公尺左右連綿延續的懸崖

峭壁，被列為國定公園裡重要景點之一，也是北陸地方屈指可數的風景名勝。「東尋坊」之特別，在於

因為它屬輝石安山岩的柱狀節理，並呈現 5角形或 6角形的柱狀岩塊。 柱狀節理的輝石安山岩綿延約 1

公里，東尋坊大池、千疊敷及獅子岩等各種奇形怪狀的奇觀造就了這裡壯麗的美景。這樣的巨大輝石安

山岩的柱狀節理奇觀，在日本就僅此處可見，全世界更只有 3處，分別是韓國濟州島、挪威的西海岸和

日本的東尋坊，對地質學研究非常重要。當波濤洶湧的巨浪拍打上千仞峭壁時景象磅礡，雄偉壯觀，非

常具有震撼力。冬天，浪花拍岸，破碎的水珠結凍為白色泡沫飛舞在空中形成「波浪之花」，是只有冬

天才看得到的景象。東尋坊是因為距今約 1,200～1,300萬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紀中新世發生的火山活動

時，岩漿侵入堆積岩層中冷卻凝固而成的火山岩,在日本海的海浪侵蝕之下逐漸在地表上顯露出來。東

尋坊的火山岩被分類為安山岩，裏面含有白色斜長石的斑晶，暗綠色的普通輝石和紫蘇輝石的斑晶。岩

漿變冷凝固後自然形成的 5~6角形的柱狀裂縫（柱狀節理）非常的發達。這個柱狀節理規模之大，在地

質學上具有非常貴重的價值，於日本昭和 10年（1935年）被日本指定為天然記念物及名勝。 
★養老公園－是養老瀑布為中心的藝術和運動設備齊全的公園。公園內配備有沿著養老瀑布散步小路，

秋季以楓葉為中心的樹木鮮艷的紅色和黃色的紅葉、美麗的階段式的隧道等形成多姿多彩的背景。若住

於名古屋市則晚上可以前往榮町或名古屋車站附近逛街購物。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chubu/gifu/kanko/226/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nature/196/
https://www.japanhoppers.com/zh_tw/all_about_japan/nature/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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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 午餐：海鮮料理 晚餐：自理 

住宿：名古屋 Castle 或 CastlePlaza 或 New名鐵 Grand 或國際 或 小牧名鐵 或 岐阜 Grand 或 都大飯店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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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二) 

名古屋或岐阜  免稅店  郡上八幡城  白川鄉合掌集落  高山古町並  上高

地  大町溫泉 

 
※名古屋光伸免稅店－於此你可以安心的購買免稅的雜貨、藥品、化粧品及電器類產品，外加日本海洋

之寶－珍珠。 
★郡上八幡城－「郡上八幡城」由遠藤盛數建於 1559年（日本永祿 2年）。雖然現在的八幡城是於 1933

年（日本昭和 8年）重建的，也是日本全國木造的重建城中最古老的城堡。「郡上八幡城」的天守閣陳

列展示著武具和馬具等貴重收藏，從天守閣可以一眼眺望郡上八幡市區。「郡上八幡城」的起源為千葉

城，由郡上山田莊園的領主千葉氏之中的一族—東胤行建於日本鎌倉時期的 1220年（日本承久 2年）

築城。因為東氏第十二代東常尭耍陰謀殺害東氏分家的遠藤胤縁，遠藤胤縁的弟弟遠藤盛数一氣之下毀

滅了持續 12代 340年的名門東氏。遠藤盛数燒毀了千葉城之後，於同年重新建蓋了新的城堡，這城堡

就是流傳至今的「郡上八幡城」。經過歷代許多變更之後，在青山氏第七代擔任城主的時候，日本進入

了明治維新。明治四年，在日本政府的廢籓置縣政策之下，「郡上八幡城」遭受廢城的命運，隔年除了

石牆其餘的建築全部被拆除。現在的城堡是 1933年（日本昭和 8年），參考日本國寶大垣城重建的，木

造 4層 5樓的天守閣等是八幡町的重要文化遺產，這一區的遺跡被指定為縣史跡。 

「合掌造」（合掌造り）是指日本一種特殊的民宅形式，特色是以茅草覆蓋的屋頂，呈人字型的屋頂如同雙手合

十一般，於是就被稱為「合掌」。「合掌造」為木造建築物，在興建的過程中完全不用釘子，但仍然十分牢固。合

掌造的屋頂十分陡峭，這是使積雪容易滑落不會堆積，以避免冬季的大雪將屋頂壓垮（類似歐洲的建築）。「合掌

造」每隔三、四十年就必須更換老朽的屋頂茅草。更換茅草需要大量人力，故每次有哪一家人的屋頂需要翻修，

全村的人就會同心協力一起完成，這種合作方式稱為「結」（ゆい）。將「合掌造」介紹給全世界的，是德國的建

築學者 Bruno Taut，他在 1935 年左右於日本進行傳統民居樣式的調查，實地走訪合掌造後大感驚艷，在《日本

美的再發現》一書中讚譽其為「極端合理，就連日本境內也相當罕見的傳統庶民建築」。 

※白川鄉合掌集落天守閣展望台－「白川郷·五箇山の合掌造り集落」是日本飛驒地區白川鄉（岐

阜縣大野郡白川村）參觀世界遺跡之處；整個村莊都是同樣的合掌屋頂建築，幾百年毫無改變完整保留

下來。天守閣展望台居高臨下眺望白川鄉合掌屋市景。 

※合掌村－位於白川鄉中心點的「荻町合掌聚落」，被聯合國教科文處鑑定為世界文化級的遺產，是用

一種古老民居"合掌造屋"並列而建的村子，因在深山之故，從古以來居民被大自然天氣變化考驗而集智

慧之結晶，以稻草蘆葦覆蓋之合掌形屋頂建築為住屋，來維持在長期嚴冬寒雪天裡居住之安全。整個村

莊都是同樣的建築模型，幾百年沒改變完整保留下來，如今的村民還過著民風樸實的生活。在「荻町合

掌聚落」裡，可以參觀由原本已廢村的加須良地區所遷移來此的 20多棟古代民宅，村內並展示了許多

當時的生活用品及風俗文物，是深入瞭解白川鄉過往民居生活形態的最佳地區。 

※高山古街－是昔時商家聚集的城下町中心之三町，古街保留了傳統日式風格，幽雅靜謐的氣氛，展現

了日本文化傳統美，有「小京都」之美稱，是高山地區最有人氣的旅遊景點。走在日本江戶時代原色古

味的建築當中，一長排細方格屋簷下，小水溝流水潺潺，造酒屋前掛著杉葉球的酒林，百年老店比比皆

是，旅人在此可充份感受淳淳古風典雅情懷，發思古之幽情，想像江戶時代人們的生活景況。 

※上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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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池、

河童橋自然景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5%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B%E9%A1%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uno_Tau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B7%9D%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90%E9%98%9C%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90%E9%98%9C%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7%8E%E9%83%A1_(%E5%B2%90%E9%98%9C%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B7%9D%E6%9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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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 午餐：龍馬御膳 晚餐：會席料理 或 和洋自助餐 

住宿：大町溫泉叶や 或 唐松莊 或 黑部觀光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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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三) 

大町溫泉  (11.3km15Min)【隧道巴士－雪壁之旅～搭乘六種交通工具立山連峰】扇澤

－【關電山路巴士】黑部水庫【徒步】  黑部湖【黑部地下纜車】－黑部平【空中纜

車】－大觀峰【關電山路巴士】－室堂【高原巴士  美女平】－【電纜車】立山站

金澤  

 

 
 

飯店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立山國立公園，乘車經由富山─立山黑部高山道路的入口，前往北陸最精華

並且享有「日本阿爾卑斯山」之稱的【立山黑部】，全程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讓您感受不同的立山風

貌。從立山搭乘電纜車，翻山越嶺到美女平，隨後改搭高原巴士到室堂，沿途欣賞終年不化的千年積雪

及原始森林。再經由堂室改搭地下隧道巴士，穿越海拔三千公尺的立山連峰至大觀峰，隨後坐空中纜車

至黑部平，再坐地下纜車至黑部峽谷，觀賞日本最高的黑部水壩，其建構之宏偉，令人瞠目結舌，再轉

搭無軌電車經過東洋第ㄧ的山洞隧道《全長六公里》。 

 

 
 

   
 

早餐：飯店內 午餐：立山定食 晚餐：燒肉 B.B.Q自助餐 

住宿：金澤 Mystay大飯店 或 Excel東急 或 國際 或 都大飯店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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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四) 

金澤市  金澤兼六園  新小松永旺購物中心  (32.3km35Min)小松空港  桃園國

際機場 

 
★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金澤兼六園、水戶偕樂園、岡山後樂園)之一，亦是日本式庭園的典範，三百

多年前由前田利家所建，是江戶時代的築山、林泉、迴遊式庭園代表作，占地約 10 萬平方公尺。其名

引自宋代詩人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述，名園需兼具符合：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泉、眺望等

6勝，因而被取名為《兼六園》。原本只是金澤城的庭園，後因歷代藩主的多次整建翻修而成為一座迴遊

林泉式庭園，園內小橋飛瀑、石燈籠、亭台水榭，若細心觀賞，將可發現庭院中的花草樹木所反映的四

季風情，春天的櫻花、夏天的蒼蒲、秋天的楓紅、冬天的松雪，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美景。 

之後驅車前往※新小松永旺購物中心購物，之後前往小松機場搭乘台灣虎航豪華客機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結

束這次令人難忘的旅程。 

 

 

 

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