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乗鞍高原、上高地、高瀬溪谷、紅葉湖賞楓溫泉七日 

【行程特色】 

※ 造訪有「日本小瑞士」之稱的【信州～長野縣】。特別安排「祕境賞楓地」的【紅葉湖】、【宇津江四十八滝】、

【松川溪谷】、【高瀬溪谷】、【上高地】、【乘鞍高原】等秋天賞楓秘境。 

※ 安排日本唯一雙層登上阿爾卑斯山岳的纜車【新穗高纜車】，悠閒享受周邊阿爾卑斯山岳景觀，感受燦爛的

秋天楓景。以及搭乘【北八岳纜車】欣賞【北横岳頂上坪庭】，欣賞高山大自然庭園景觀。 

※ 安排住宿位於北阿爾卑斯山簏的安曇野温泉山岳渡假飯店安曇野蝶ヶ岳温泉【ほりでーゆ～四季の郷】續住

二晚及位於八ヶ岳山岳下標高約 1000 公尺的高原渡假飯店蓼科温泉【リゾートホテル蓼科】 續住二晚等

高級溫泉飯店，並保證 2 人一室。 

※ 本公司以【極上的堅持與信念】為出發點，嚴格控管旅遊品質。讓您充分享受旅遊樂趣，達到渡假休閒的意

義，而非片面式趕行程之旅遊型態。 

【極上的堅持與信念】 

※ 決不接受免稅店派車，不進所謂俗稱的「觀光團體指定的藥品免稅店」。 

※ 決不在車內做任何商品推銷，以達到「完全零購物」。 

※ 獨家出團，「絕不併團」。 

※ 獨家設計規劃行程，「親自帶團」，確保品質。 

※ 行程以「悠閒慢活」為出發點，享受旅遊。 

※ 「行程內容」皆已規劃完成，「行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出發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日） 【航空公司】：國泰航空 

日  期 航 班 起 飛 地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地 抵 達 時 間 

10 月 20 日(日) CX-530 桃園機場 11：45 起飛 中部名古屋空港 15：40 抵達 

10 月 26 日(六) CX-531 中部名古屋空港 16：50 起飛 桃園機場 19：00 抵達 

※為搭配航空班機，去程、回程以說明會為主。 

【住宿飯店】 

長良川温泉：岐阜グランドホテル 安曇野蝶ヶ岳温泉：ほりでーゆ～四季の郷(續住二晚) 

妙高池の平温泉：妙高池の平 進 蓼科温泉：リゾートホテル蓼科(續住二晚) 

【行程餐食】 

日 次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第一天  機上套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二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三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四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五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豐盛和洋自助餐 

第六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豐盛和洋自助餐 

第七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機上套餐 

【參觀景點】 

※ 本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搭機手續之後，搭機飛往日本【名古屋中部空港】。

抵達後，專車前往飯店休息，一滌旅途疲憊，準備明日豐富的行程。 

※ 【乘鞍高原】（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是位於長野縣以及岐阜縣交界處的高原地帶，海拔由千二至

三千公尺不等，高原內主要的大樹有白樺、李樹，並且有落葉松，夏天一遍綠油油的風景，秋天更是紅葉

遍野。在高原之內，有多條散步小徑，讓人可以在清幽的高原地帶，輕鬆地遠足，再加上各有不同的瀑布，

【番所大瀑布】、【善五郎瀑布】，使人享受到自然的美。 

※ 【牛留池】（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方圓只有五百多公尺的小池，周圍白扁柏以及日本鐵杉等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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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茂盛。趕上好天氣，乘鞍岳會清楚地倒影在小池的水面上，從遠眺小屋也能望到絕境。 

※ 【上高地】（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標高約 1,500 公尺的上高地因長期與外界隔離，蘊藏了極豐富

的動、植物資源，為野生動植物優渥的自然棲息地。19 世紀時，上高地脫俗的美景在英國傳教士威士頓的

介紹下登上世界舞台，更成為是全日本家喻戶曉的賞楓勝地！從【大正池】進入上高地的散策道，可見在

大正 4 年「燒岳」爆發所遺留下來的枯枝仍佇立在池中的景象，如此獨特的光景是今日造訪上高地的遊客

們必定會停留的精彩景點之一。接著進入眼簾的則是【田代池】，清澈、透明的池邊有一大片的綠色濕原

及樹林，形成一幅天然的庭園景觀，讓這條自然研究道路成為上高地健行的人氣景點！由田代橋步行到河

童橋的途中，您將會見到與方才截然不同的景象，早期由唐朝所傳進的落葉松在此大放異彩，如詩如畫。

【河童橋】這座橫跨梓川的木製吊橋為上高地的象徵，也是上高地觀光絕不可錯過的經典名景，橋上可以

看見狀闊的北阿爾卑斯及澄澈的梓川交織而成的美景，有如一幅活著的風景畫。文豪芥川龍之介的作品《河

童》就以此地的景緻作為創作背景，芥川龍之介辭世後更讓河童橋成為炙手可熱的觀光勝地。 

※ 【松川溪谷】（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千曲川的支流"松川"流經「松川溪谷」，可欣賞四季應時景

色，特別是秋季，由於前來賞楓的遊客眾多，熙熙攘攘、熱鬧非凡。松川溪谷是深深的 V 字形山谷，寬闊

的斜坡被落葉闊葉林覆蓋，特別是由於楓葉類很多，所以春天天鵝絨般白綠色的嫩芽，到了秋天則變成豔

麗的楓葉。另外，松川溪谷還因瀑布眾多而聞名，其中特別以「雷瀧」、「八瀧」著名。其中最值得一看的

是雷瀧(瀑布)，觀瀑用散步路已經鋪至瀑布後側。 

※ 【紅葉湖】（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箕輪水壩又稱「紅葉湖」，湖畔周邊種植了約 1 万株的楓樹。

晩秋時期碧藍的水面上猶如火紅般的楓紅倒映在水面，令人十分震撼的情景。 

※ 【宇津江四十八滝賞楓散策】（楓期：10 月中旬～11 月上旬）宇津江溪谷以標高 1,200 公尺的最上川為其

源流，大小瀑布美景沿江連綿長達一公里，其豐富多變且獨具特色的景觀，不但被指定為縣立自然公園，

更獲選為日本百大名水以及賞楓名所之列。宇津江溪谷一年四季各呈現不同意境，其中尤以秋涼時節的靜

謐與楓紅格外令人流連忘返，您可以徹地放鬆地漫步於大小不同的瀑布間，讓自然山水滌盡喧囂與疲憊之

心緒。因此被評選「日本の自然 100 選」、「岐阜県名水 50 選」、「飛驒・美濃紅葉三十三選」。 

※ 【新穗高原雙層空中纜車】（楓期：10 月上旬～10 月下旬）位於中部山岳國立公園，是日本最早的雙層纜

車，共分為 2 段，全長 3200m、落差 1039m 的纜車道，為亞洲第一。第一段從新穗高溫泉至鍋平溫泉約

5 分鐘，此段最大的特色為有大片落地觀景窗來欣賞雄偉的山岳；第二段從白樺平至千石平的西穗高口約 7

分鐘，於空中漫步感受巍巍聳立的山峰，充滿神秘不可思議的魔力。從西穗高口的展望台能 360°眺望槍之

岳和西穗高岳等北阿爾卑斯的群山，宛如身置雲端，壯觀的飛驒山脈奇景堪稱一絕！ 

※ 【高瀬溪谷】（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位於北阿爾卑斯山腳下的【高瀨水壩】，每當深秋時，鈷藍

色的湖面以及周圍燦爛的楓葉襯托北阿爾卑斯山的絕景！要前往【高瀨溪谷】因為顧及環境保護，必須換

乘當地計程車才能抵達欣賞祕境。是長野縣內數一數二的紅葉景點。 

※ 【苗名瀑布】（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位於妙高高原東方，新潟縣和長野縣的交界。落差 55 公尺，

由美麗的柱狀節理玄武岩壁往下直衝的景象充滿魄力、十分壯觀，因而被選為「日本瀑布百選」之一。水

量多時，巨大轟隆的水聲令人彷彿置身地震當下的震撼，使得苗名瀑布享有「地震瀑布」的別名。每當春

寒料峭、冬雪初溶，有如萬馬奔騰的景緻十分壯麗，想一探苗名瀑布名聞遐邇的「地震」爆發力，可得親

身造訪。如果來往的時刻正值炎炎盛夏，瀑布四周依然十分清涼，是首屈一指的避暑勝地。一般而言，本

瀑布人潮最多的季節是 10 月中旬楓紅片片的秋季。由停車場到瀑布有整理過的行徑道路，大約 15 分鐘即

可到達。不管是充滿綠意、生機盎然的春、夏季，還是滿山楓紅的秋天，四季不同的絕妙風景，「苗名瀑

布」都令人流連忘返。 

※ 【妙高高原・イモリ池】（楓期：10 月中旬～10 月下旬）當陽光燦爛時，海拔 2454 公尺的妙高山，清楚

地倒映在 IMORI 池。IMORI 池周圍約 500 公尺，池的由來是因為以前有許多 IMORI 棲生而得名。步行一

周約 30 分鐘左右。 

※ 【八島ケ原湿原】八島濕原位於霧之峰的西北部地區，標高海拔 1,620 公尺的的台地。清新的空氣、清澈

的流水，這裡在經過千萬年歲月的洗滌之下，靜靜的擁抱著最珍貴的自然遺產。 

※ 【北八岳纜車】（楓期：10 月上旬～10 月中旬）在長野縣茅野市的蓼科高原，架在北橫岳和縞枯山之間。

從海拔 1771 公尺的山麓站。搭乘可乘坐 100 人的大型纜車，前往海拔 2237 公尺的山頂站，享受 7 分鐘

的空中漫步。途中可展望“日本的三大阿爾卑斯山脈”南阿爾卑斯、中央阿爾卑斯、北阿爾卑斯。【北横

岳の坪庭】在熔岩臺地的山頂站，偃松和鐵杉等灌木和高山植物漫山遍野，大自然的草坪庭院一望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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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on Mall 常滑】2015 年底開幕的新商場，在這裡有隻全球大最的招牌貓，日本常滑就是招財貓的發源

地，自然也成為了大家最喜歡拍照的地點；有各大品牌與美食街，是中部機場旁最大的商城，讓您盡情享

受購物樂趣。 

※ 之後前往【名古屋中部空港】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豐富美好的乗鞍高原、上高地、高瀬溪谷、紅葉湖

賞楓溫泉之旅，期盼下次再與三五好友們共遊舊地，再次細說當年。 

 

※敬請詳閱【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行程】及【住宿飯店】之順序，於出發前告知。 

【注意事項】 

1. 參團人數 16 人以上。  

2. 交通、住宿、觀光景點忠於原公告行程，若遇特殊狀況（如班機起降時間的變動、交通阻塞、船舶臨時變

更時間或停駛等突發狀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以整體行程順暢為原則，保有調整、變更行程

與轉機點之權利。  

3. 如遇中途自行脫隊或放棄參觀行程者，恕不退任何團體費用。  

4. 請自行確認護照有效日期，以該團回程日期為基準，有效期限仍在 6 個月以上。  

5. 報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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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遇景點休館均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7. 為維護團體旅遊之品質，我們堅持售價，並以提供每位團員盡善盡美且對等的服務為目標。 

8. 請依個人需要，建議旅客自行加保【旅行平安險】。 

【報名須知】  

※團費：NT$ 79,800 
1. 單人報名時，則須另補房間差價台幣 20,000 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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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維護團體旅遊之品質，我們【堅持售價】，以提供唯美盡善的服務!! 

4. 報名時需提供【聯絡方式及護照影本】以便確認機位，並以支付訂金現金 NT$10,000 以保留機位。 

5. 訂金部分請以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處理（請自行保留匯單作為依據），並來電通知已付訂金完成報名手續。 

6. 尾款部分則於出發前十日，以刷卡（不加手續費）或匯款方式完成即可。 

 

※費用包含： 

1.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乙張。 

2. 航空公司燃料稅及機場稅等諸費用。 

3. 住宿飯店及表列餐食。 

4.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附加 20 萬醫療險。 

5. 行程設計費用及導遊、司機小費。 

6. 台中至桃園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有人數、區域之限制，無法接送時，一律退費 NT$800 元。） 

 

※費用不包含： 

1. 晶片護照新辦（NT：$1,600） 

極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40864 台中市南屯區大同街 61 號 1 樓 

交觀甲字第 6679 號 、中品保 0237 

TEL：(04)2471-0882 

FAX：(04)2471-1227 

業務担當 黃 貴 琳 小姐 

匯款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台中分行 

帳  號：076420001022 

銀行代號：108 

戶  名：極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