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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部峽谷鐵道、平泉寺白山神社、赤芝峡賞楓溫泉七日 
【行程特色】 

※ 於【黑部峽谷】乘坐【TORRKO 登山鐵道】，欣賞「日本最深的 V 字形峽谷」與色彩繽紛的楓葉所交織而成

的秋季絕景。 

※ 特別安排造訪有「北陸地區~錦秋賞楓地」。福井縣【平泉寺白山神社】。新潟縣名庭園【松雲山莊】、【越路

紅葉園】、【渡邉邸】、【彌彥公園紅葉谷】。福島縣【花和歷史之鄉 蛇之鼻】、【雪割橋】等秋天賞楓秘境。 

※ 安排住宿位於北陸地區【あわら北潟温泉湖畔荘 ｈａｎａゆらり】，新潟縣百選溫泉旅館【湯田上温泉ホ

テル小柳】，住宿能享受被大自然環抱【岳温泉櫟平ホテル】，住宿日光國家公園【那須温泉ホテルラフォ

ーレ那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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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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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03 日(日) CX-530 桃園機場 11：45 起飛 中部名古屋空港 15：40 抵達 

11 月 09 日(六) CX-451 東京成田空港 15：15 起飛 桃園機場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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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わら北潟温泉：湖畔荘 ｈａｎａゆらり 

糸魚川温泉：ホテル国富アネックス  湯田上温泉：ホテル小柳 

岳温泉：櫟平ホテル 那須温泉：ホテル ラフォーレ那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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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六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溫泉飯店日式會席料理 

第七天 飯店內 地方精緻風味餐 機上套餐 

【參觀景點】 

※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中部名古屋空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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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部峽谷鐵道】（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中旬）黑部峽谷是夾在立山連峰和後立山連峰之間的「日本

最深 V 字形峽谷」。搭乘在黑部峽谷鐵路中緩慢行駛的 TORROKO 列車，就能夠慢慢欣賞從「宇奈月溫泉

站」到「櫸平站」之間全程需 1 小時 20 分鐘，全長 20.1 公里的峽谷風光。在黑部峽谷 41 座隧道和 25

座橋梁中，高高的架在 60 公尺深的峽谷上，長達 64 公尺的「後曳橋」，是整條段線最壯觀也是具代表性的

景點。每年秋季，染上一片橙黃的山谷中穿插著鮮紅色與綠色的艷麗光景更是一絕！ 

※ 【渡邉邸】新潟縣內散布許多美麗的庭院及木造建築遺跡。最能代表新潟縣北地區的就屬關川村的「渡邉

邸」。渡邉邸是以製酒業及廻船業(商船)開始，成就為豪商・豪農。現在的主屋是江戸時代末期，文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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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17）所建造，是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 【荒川峽鷹之巢吊橋】（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磐梯朝日國立公園中的荒川峡，是此區紅葉名所

中評價最高的峽谷。設有完備的遊歩道，楓樹的紅葉映在澄淨的水面上，與白色岩肌調和，其景之美首屈

可指，當地人更暱稱這理為「荒川紅葉沿線」。由山形縣境內的鷹之巢開始、大約持續有 20 公里的峽谷地

形，都被稱之為荒川峽，沿著峽谷紅葉風景綿延不絕、其中鷹之巢吊橋是「新潟県勝景 100 選」「新潟之橋

50 選」之一，安排在吊橋上漫步，享受悠閒時光。 

※ 【玉川溪流】（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玉川是以飯豐連峰為源頭，豐富清澈的溪水而形成的美麗

溪流。峭立的斷崖以及周圍的自然漂亮地調和著，只能用一句話「非常讚」，來形容。特別是從「新田橋」

所眺望的楓紅之溪谷美景，真是無法形容。 

※ 【赤芝峽】（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位於山形縣小國町的國道 113 號線路上。是荒川第一的風景

勝地。河流因被山阻礙而形成的急流，且因反覆的侵蝕而形成了溪谷。這裡的頁岩,凝灰岩等白岩肌和澄清

的水經常輝映。另外，此處的紅葉特別美麗。這裡還設有遊步道(所要時間約 30 分)。 

※ 【九頭龍峽】（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中旬）隸屬於「奥越高原縣立自然公園」的九頭龍峽因河川長年

的垂直切割，壯觀的山壁奪人眼目。在興建全日本最大規模的堆石壩（rock-fill dam）「九頭龍水壩」時，

更造了一座大小可與十和田湖匹敵人造湖！橫跨湖泊的「箱瀨橋」更是夢之橋瀨戶大橋的試做橋，結構美

麗的橋身與湖泊風光相輔相成，楓紅之後，美麗的景致更是令人驚嘆。 

※ 【平泉寺白山神社】（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中旬）平泉寺白山神社位於福井縣勝山市。由僧人泰澄大

師於 717 年在靈峰白山平泉寺建立。神社因苔蘚如地毯一般遍布各處而聞名。苔蘚和杉樹共同為這裡構造

了一種神秘的氣氛，如您在夏天來訪,亦會感受到陣陣涼風。步行參道是由石頭鋪成,據說是由僧人從九頭龍

川徒手搬運而來。這裡榮列日本百大長廊。如果您從菩提林沿著步道走下去,可以看到北陸地區現存最古老

的花園「舊玄成院庭院」，這裡有一個「御手洗池」，這裡據說是泰澄於神仙相會的地方。還有巨大石欄的

村莊遺跡,直至今天仍然有人在此居住。不容錯過的還有附近的白山平泉寺歷史探游館，裡面介紹了這裡的

歷史，自然及文化。 

※ 【一乘谷朝倉氏遺址】一乗谷朝倉氏遺跡是戰國時代（1467–1590）越前國家控制的戰國大名朝倉氏 5 代，

歷經約 100 年（1471～1573 年）的時代的遺跡。在福井市街的東南約 10 公里處，一乘谷川下游沿岸有一

條細長的山谷，在海拔 473 米的一乘城山修建一乘谷城和山麓的城下町，構成了面積廣闊的遺跡（278 公

頃）被指定為特別史跡。城、宅邸、武士住宅、房屋、寺院等的遺跡，保存了完好的狀態，從這個遺跡可

以探知戰國大名的榮華盛衰。現在，連接這些遺跡的散步道，以及按照當時的樣子原封不動的復原了的街

道，腦海中一邊浮現出戰國時代的情景一邊散步。 

※ 【松雲山莊】（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中旬）位於新潟縣柏崎市的松雲山莊、是 1926 年由當地的第二

代庭院大師打造出來的充滿情調的日本庭院。利用自然的松山打造的庭院内、被红松、映山紅、紅葉等很

多樹木覆蓋，在這個中間搭配了燈籠、石碑、太子橋、喬木等，到了秋天、大約有 300 株紅葉、滿天星籬

笆被染上顏色，對於來訪游客來說非常的槍眼。 

※ 【越路紅葉園】（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中旬）明治 29 年時期，神谷的大地主、高橋家的別墅庭園，

約有 4000 平方公尺的土地。種植了樹齡約有 150~200 年的楓樹及櫻樹和杜鵑，其中以從京都移植來的小

葉型楓樹佔多數。平成元年(1989 年)將此別墅捐贈給旧越路町。 

※ 【彌彥公園紅葉谷】（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中旬）在佔地 16 公頃的彌彥紅葉公園內，擁有瀑布、渓

流、高台、山洞等豐富的景觀。每年一到楓紅時期「觀月橋」下的「紅葉谷」就會被鮮紅色與金色的楓葉

填滿，與朱紅色的木橋相互輝映，美艷的景色總是吸引眾多人前來尋幽訪勝。 

※ 【彌彦神社・菊花祭】（11 月 1 日～11 月 24 日）新潟縣每年 11 月都會以彌彦神社為場地，在縣政府、教

育委員會和菊花聯盟等單位的策畫下，舉辦無論是種類或展出件數都極具規模的「菊花祭」。祭典期間，總

會吸引了許多愛好者爭相提供自傲的作品參與展出，屆時多達 4 千盆共數萬株的菊花會將整座神社點綴成

五彩繽紛的菊花世界，令人目不暇給！ 

※ 【花和歷史之鄉 蛇之鼻】（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可以一邊在廣闊的園地內散步，一邊欣賞春天

的櫻花、紫藤或睡蓮等，和秋天的紅葉等。種植了 400 株以上樹齡超過 100 年的楓樹，其鮮豔的紅色讓人

錯以為置身京都的古寺。園內的蛇之鼻御殿，是明治末期的富農「伊藤家」的別墅，被指定為國家登録有

形文化遺產。 

※ 【雪割橋】（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架設於阿武隈川上游，是一座 81 公尺長的鐵拱橋。橋身距

離谷底約 50 公尺，令人忍不住屏息。阿武隈川以此橋為中點，前後共約 4 公里的溪段被稱為雪割溪谷。此

外，雪割橋觀景台是最佳攝影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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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樂苑】（賞楓期：10 月下旬～11 月上旬）是位於福島縣白河市的池泉回遊式的庭園。翠樂苑是 1801

年由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建築於南湖公園的一角。南湖公園是日本最古老的公園,現在是國家的名勝史跡。翠

樂苑面積大約為 2 萬 4700 平方公尺,被分成 3 個區域。「野邊區」以松樂亭和上池為中心。松樂亭是一棟和

式的建築物,可以作為花道和俳句詩人的聚會地點,也可以在那裡享用抹茶和和菓子。「城鎮區」在是在庭園

的入口處的廣場,除此之外還有中池和下池。在「山之區」是秋水庵茶室的所在地。秋水庵是可以作為茶道

眾會的場地。整個庭園區域都有種植很多不同種類的花草榭木,一年四季都可以在這裡享受不同的風景。 

※ 【イオンモール佐野新都市店】日本永旺集團購物商場，舉凡日常用品，衣飾，超級市場，餐飲店等等，

是一般居民購買生活用品必到之處。 

※ 之後前往【東京成田空港】，搭機返回甜蜜的家，結束此趟難忘的黑部峽谷鐵道、平泉寺白山神社、赤芝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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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00 
1. 單人報名時，則須另補房間差價台幣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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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