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富士山 從水平面及高空中 雙重貼近富士山
富士山是橫跨日本靜岡縣和山梨縣的活火山，主峰海拔 3776 公尺，是日本國內的最高峰。富士山
頂於冬季積雪，直至次年 6、7 月才會融化。聞名全球的富士山是日本重要的象徵之一，被視為聖
山，自古以來，這座山的名字就經常在日本的傳統詩歌「和歌」中出現。於 2013 年 6 月 22 日正
式獲選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使富士山成為日本的第 17 個世界遺產。在富士山山麓周圍，分布著因
火山爆發而形成的富士五湖：河口湖、山中湖、西
湖、精進湖和本栖湖，是日本著名的觀光度假名勝
地。此次安排前往富士山最北邊的河口湖，是富士
五湖中知名度最高、湖岸線最長，標高最低的湖。
尤其是在晴空下風平浪靜時，富士山印在河口湖面
的倒影十分迷人，稱為逆富士，讓人想一賭風采！
搭乘歐風外型的河口湖遊覽船 Ensoleille 號從湖上
眺望的河口湖城鎮，壯麗的富士山脈，可說是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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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山梨縣的印象 360 度的大轉變。除了從水面貼近富士山，也特地安排搭乘天上山公園纜車到高
處俯看整個河口湖，壯麗的富士山就在你眼前，這種無法形容的震撼與感動，一生必定造訪一回！

以富士山為背景的絕美仙境～忍野八海
忍野八海是位於山梨縣忍野村的湧泉群。富士山融化的雪水經地層數十年過濾成清澈的泉水，成為
了這八處湧出的泉水，才取名為八海，分別是湧池、濁池、鏡池、銚子池、菖蒲池、底抜池、御釜
池、以及出口池。八個池塘有大有小，有的小到如井口般，大的像是個小池塘。忍野八海旁還圍繞
著以草鋪蓋屋頂的古代水車小屋，背後以富士山為景，池水波光潾潾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美
不勝收。這裡是日本國家指定天然記念物、名水百選、新富岳百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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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驛站的茅草屋 宛如置身童話世界
日本三大茅葺部落：岐阜縣白川鄉的合掌村、京都府的美山町和福島縣的大內宿，其中以大內宿
50 間整齊排列的茅草建築最為規模。走進會津山間，一個遍布茅草屋的古老小鎮會令人感覺宛如
身處夢中，大內宿的田園美景就像繪本世界一樣的夢幻。在 4 百多年前的江戶時代，大內宿便是
日本東北一帶前往東京運送物資的中繼站，旅人與牲口翻山越嶺勞碌奔波，來到大內宿停留休息，
待儲備體力後再行路趕往目的地。現在因為居民不遺餘力的努力，保存了大內宿的特色，使得鎮上
外觀依舊。該鎮的住民憲章限制出售、租賃和拆遷歷史建築，從而確保當地傳統的茅草屋技術得以
傳承下來。現在，到訪福島的旅人們，都不會錯過前來大內宿這個彷彿時間停止的小鎮，來感受一
下濃濃的江戶風情吧！

東京人最愛的避暑勝地、渡假勝地
「輕井澤」位處於日本長野縣海拔約 1000 公尺的山區，聚落間散布著歐式建築，宛如歐洲小鎮，
別稱「小瑞士」，不僅是日本皇族的避暑和保健旅遊勝地，更不乏日本文學家歌詠輕井澤美色。輕
井澤的發現，源於明治 21 年(西元 1888 年)，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 A.C.Shaw 與家人在森林中建
造別墅，在此渡過夏日時光，從此開啟輕井澤避暑渡假歷史。夏季的輕井澤，森林翠綠，風光優美，
氣候更是涼爽怡人；秋季的輕井澤，楓景如流瀉在林間與聚落的紅火，景致美不勝收；冬季的輕井
澤則是滑雪與泡湯勝地；感受著冬日輕井澤～溫暖陽光與冰冷空氣融化在一起的愜意。這樣的輕井
澤，也頗具動人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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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面 120 公尺高處俯視的阿彌陀如來
全球最高的青銅大佛在日本，但你知道祂「來自台灣」嗎？許多人飛往成田機場途中，降落前望向
窗外，或許曾被一尊聳立田野間的灰色大佛像吸引，發現祂一如彰化八卦山大佛般俯視眾生。這尊
大佛正是日本第一、全世界最高的青銅佛像「牛久大佛」
，坐落在茨城縣牛久市，20多年來總是慈
悲地望向南方。如此吸睛不是沒有原因，牛久大佛整體高度為120公尺，霸氣高度獲得金氏世界紀
錄認證。1983年日方有意興建一座日本最大的佛像，展開籌畫設計，跨海找來台灣聖光雕塑公司
合力圓夢，先在台灣以青銅打造每個部位零件，再漂洋過海運到日本組裝，耗時10年，終於在1993
年1月落成！這尊台灣製造的「牛久大佛」自此躍身日本第一的大佛像，連美國自由女神像也只有
祂的三分之一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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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欣賞到四季的不同景觀是清津峽的魅力之一
新潟的清津峽谷與富山的黑部峽谷、三重的大杉峽谷並稱為日本三大峽谷而廣為人知。昭和24年
（1949年）9月，清津峽被指定為上信越高原國立公園，也是學術資料的寶庫。在河兩岸直立的巨
大巖壁，形成了全國聞名的V字形大峽谷，也被指定為國家的名勝天然紀念物。雄偉的柱狀節理岩
石和清津川的急流形成的動態景觀，每每讓到訪此處的旅人驚訝不已。清津峽到黃金周（四月末五
月初）還有殘雪。新綠一齊發芽的春天，滿眼的嫩綠景色，讓人不禁莞爾一笑。夏季，轉變成深綠
色的世界，不僅可以眺望層次不同的風景，到河邊玩水也是不可錯過的選擇。深秋季節，紅葉和清
津峽礁石的雄姿呈現的美景讓人流連忘返，也是一年四季裡最熱鬧的季節。冬季和色彩鮮艷的其他
季節不同，雖然眼前是一片單調的色彩，卻讓人感覺十分神秘，美景讓人難以忘記。

逛一天都不膩！從早到晚都好玩的「台場」
台場是擁有閃耀海景、大型商城與娛樂設施的巨大人工島，也是日劇中經常見到的男女主角約會地
點。到訪台場必拍的地標「彩虹大橋」
「富士電視台」
「自由女神像」
，想逛街有「Venus Fort」
「Diver
City 東京 Plaza」讓你逛到腳軟，還有小孩最愛的「樂高樂園」
「東京 JOYPOLIS」
，以及全球知
名的「杜莎夫人蠟像館」
。就算不到遊樂園，在台場也可以搭摩天輪唷！「台場Palette Town大摩
天輪」直徑100m、高115m，可以用超高角度和360度無死角俯瞰整座城市的形狀，也是夜晚最
浪漫的場所之一，幸運的話還可以搭乘到全透明的透明包廂，非常刺激又浪漫！真的是在台場待一
整天都不會膩呢！
航班參考：(正確航班時間，以說明會為標準)
日

期

起飛/抵達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01天

桃園機場/成田空港

CI100

08:55

13:15

第08天

成田空港/桃園機場

CI101

14:30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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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日

期

起飛/抵達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01天

桃園機場/成田空港

BR198

08:50

13:10

第08天

成田空港/桃園機場

BR197

14:15

16:55

※航班說明：桃園機場到新潟空港有遠東航空直飛，但並不是每天都有飛行，搭配的又是小飛機無
法承戴太多人數，加上目前為止此條航線的載客率不算太高，不能確保是否能繼續維持變成定期航
班，因此行程還是以班次最多的成田空港為主。
第 1 天 5 月 16 日(四) 桃園機場
成田空港
2.5 小時，200 公里) 塩原溫泉或鬼怒川溫泉

(車程 1 小時，36 公里) 牛久大佛

(車程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辦理出
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成田空港」。
抵達後，專車前往位於茨城縣牛久市，遠遠就
能看到震撼力十足的【牛久大佛】，高達 120
公尺，是日本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青銅立像，
而且是 MIT 唷！沿著潔淨的參拜步道一路向前
行，高 120 公尺的牛久大佛越發令人感到渺
小。台灣彰化八卦山大佛，整體高度約 23 公
尺，相較之下也不過到牛久大佛的膝蓋而已。
即便拿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相比，高 108 公尺的坐佛仍略輸一籌。牛久大佛體內共分 5 層樓，最高
樓層卻是一般建築的 28 層樓高度。如果你是心煩意亂的遊客，可以在裡面念念佛或抄抄經舒緩身
心、修身養性；如果你是單純想感受佛祖魅力的民眾或信徒，則可以到 3 樓「蓮華藏世界」親眼
見識一下 3400 尊「胎內佛」金光閃閃齊聚一室的壯觀景像。當然最吸引人的，莫過於從牛久大佛
胸口，約莫 27、28 層樓高的窗口看出去，感受佛祖俯視眾生的高度與氣度，倘若天氣晴朗，最遠
還能清楚的看見 SKYTREE 和富士山呢！園方說，其實牛久大佛的外貌至今仍未達到預期色調，估
計再過個 30 年，飽受風吹雨淋後外顯的青銅色澤，才是 20 年前規劃中的理想模樣。大佛也將持
續屹立在日本茨城縣數十甚至數百年，守護著日本國民。
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酒店內自助餐

住宿：伊東園 HOTEL 或那須塩原溫泉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5 月 17 日(五) 住宿
(車程 2 小時，80 公里) 日本三大茅葺部落之一：大內宿
(車程 2.5 小時，130 公里) 新潟選手村
早餐後，專車前往被列為日本文化財的【大內宿】，是日本三大茅葺部落之一。400 多年前的江戶
時期，要將生活物資由北運送到南，都必須經由這條道路，因此大內宿在當時是經濟繁榮的交通重
鎮。但隨著時代變遷，交通結構改變，主要街道的宿場機能完全衰退，就逐漸被時代淘汰而消失，
大內宿的傳統茅屋建築部落座落於山谷中，因地點偏僻，反而因此被幸運的保存下來。日本名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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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政宗與豐臣秀吉的家臣都曾經在此停留，400 多年來迄今，維護不易的茅草建築保存良好，當
地居民堅守著『不賣不租不破壞』，每二十年更換一次茅草屋頂，耗時費力卻也是大內宿的重要記
事之一。大內宿迄今依然有居民
生活在此，人人樂天知命，鄰里
和樂，被稱為是世外桃源也不為
過。造訪大內宿，記得一定要登
上高處眺望，看看那整齊聚落，
遙想四百年前的繁榮風光。大內
宿的茅草屋群綿延約 300 公
尺，依然保有古代驛站的風情，
有如走進江戶時代的時光隧道
般的街景，讓現代的人重拾遺忘
在過去的回憶。現在，大內宿裡
的茅草屋頂民房大都各自轉型
成民宿、餐廳以及土特產店，沿
著街道散策，會津木棉、陶瓷工藝品、當地特產的酒…等等，都很值得收藏。下午前往這次比賽的
新潟，晚餐後好好的休息，準備明天開始的比賽！
早餐：酒店內

午餐：日式料理

晚餐: 日式料理

住宿：選手村
第 3 天 5 月 18 日(六) 新潟選手村
比賽 Festival activities。
早餐：選手村

午餐：選手村

晚餐: 選手村

住宿：選手村
第 4 天 5 月 19 日(日) 新潟選手村
比賽 Festival activities。
早餐：選手村

午餐：選手村

晚餐: 選手村

住宿：選手村
第 5 天 5 月 20 日(一) 新潟選手村
(車程 1 小時，40 公里) 北陸最有能量的聖地：彌彥神社
(車程 2 小時，123 公里) 日本三大峽谷之一：清津峽+隧道入內
(車程 40 分鐘，24 公里) 十
日町美人林
(車程 2.5 小時，110 公里) 萬座溫泉
早餐後離開選手村，前往新潟縣內最大型神社，也是北陸地區被認為最有能量的聖地~【彌彥神
社】。依靠著彌彥山而建造的參拜殿透著一股神秘的氣息，彌彥神社創建於西元 800 多年，1300
年來始終屹立不搖，整座山都是神體，即使幾遭祝融，彌彥神社也總是以最快的時間恢復原貌。彌
彥神社是新潟北陸一帶的信仰重心，每逢年節時刻總是湧入大批參拜人潮，被譽稱為北方由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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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日本政府指定國有文化財。相傳天照大神子孫曾經造訪越後（新潟古名）為新潟奠定各種文明
基礎，也為新潟帶來肥沃土地與豐饒收入。新潟被公認的好山與好水，產出大量的好米與好酒，幾
乎都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知名產地，也被認為是因彌彥神社的庇佑而成。

接著前往日本三大峽谷之一的【清津峽】，能
夠欣賞到四季的不同景觀是清津峽的魅力之
一。在河兩岸直立的巨大巖壁，形成了全國聞
名的 V 字形大峽谷，也被指定為國家的名勝天
然紀念物。雄偉的柱狀節理岩石和清津川的急
流形成的動態景觀，每每讓到訪此處的旅人驚
訝不已。清津峽到黃金周（四月末五月初）還
有殘雪。新綠一齊發芽的春天，滿眼的嫩綠景
色，讓人不禁莞爾一笑。夏季，轉變成深綠色
的世界，不僅可以眺望層次不同的風景，到河
邊玩水也是不可錯過的選擇。深秋季節，紅葉
和清津峽礁石的雄姿呈現的美景讓人流連忘
返，也是一年四季裡最熱鬧的季節。冬季和色
彩鮮艷的其他季節不同，雖然眼前是一片單調
的色彩，卻讓人感覺十分神秘，美景讓人難以
忘記。特別安排【隧道入內】，讓您更貼近清
津峽，眼前全視角的美景令人難忘。
下午前往位於十日町的【美人林】，這片森林
裡種植著樹齡約 90 年的山毛櫸，樹身挺拔又
美麗，因此有了「美人林」的美稱。昭和初期，
為了製作木炭，樹林全被採伐，變成禿山。後
來殘留的山毛櫸嫩芽冒出芽來，山毛櫸林一向
是野鳥喜愛的生息之地，因此美人林就變成了
保護林。這裡也是全日本各地的攝影愛好者聚
集的人氣觀光景點。春夏秋冬，呈現千姿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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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人林；春季，在殘雪中發芽的嫩葉，向人們報春；夏季，被嫩綠包圍，能夠感受到穿過山毛櫸
之間的清爽的風；秋季，樹葉變成黃色、橙色、紅色，人們為這如畫般的美麗空間所著迷。冬季，
這裡變成一片銀色世界。一年四季，不管何時到訪，都會讓人快門不自覺狂按呢！
早餐：酒店內

午餐：日式料理

晚餐: 酒店內自助餐

住宿：萬座高原 HOTEL 或萬座王子 H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5 月 21 日(二)住宿
(車程 1 小時，32 公里) 輕井澤：白絲瀑布、雲場地、聖保羅教堂、
舊輕井澤銀座通
(車程 1.5 小時，67 公里) 離天空最近的車站：野邊山
(車程 20 分鐘，8
公里) 萌木之村
(車程 1 小時，45 公里) 昇仙峽
(車程 40 分鐘，14 公里) 甲府
早餐後前往日本天皇最愛的休閒渡假勝地～【輕井澤】。輕井澤位於長野縣東南部，淺間山的山麓
平地上，地處夏季
氣候涼爽，海拔約
1000米的高原地
帶。在明治時代由
加拿大傳教士所
開發，由於受到日
本上流階級和文
人雅士的愛好而
名氣大增，一躍成
為日本代表性的
避暑渡假聖地。一
片的綠野加上落
葉松和白樺樹生
長茂盛，自然環境宜人，夏季氣候涼爽，能讓人充分的享受森林的芬多精，故日本人稱之為「小瑞
士」。清靜的矮林石路、時髦細緻的商店街，一靜一動間都不失細緻的「輕井澤」之美。首先前往
【白絲瀑布】，寬70公尺，高3公尺的瀑布如數百條白絲絹般沿著黑色岩石滑降而下，感受在新綠
的森林氛圍裡，伴著如絲綢般的涓涓水洩，令人心曠神怡。秋天時楓葉圍繞而成的景致尤其動人。
【雲場池】是個狹長型的水池，繞著池子漫步一圈約需半小時，雲場池的另一個別名是天鵝湖，因
為以前天鵝遷徙時會以這裡為休息之地，不過現在已不復見。湖上初夏的綠意、豔綠的池水與晴空
的湛藍形成美得難以言喻的對比。春天可愛的嫩芽、秋季鮮艷的紅葉映在雲場池中變得更加生動。
附近雜木林中湧出的名水「御膳泉」也相當知名。雲場池隨著季節更迭，每每描繪出專屬於輕井澤
的多樣風景而讓人留連忘返。
【聖保羅教堂】建於1935年，是美國建築家安東尼雷門以歐洲的鄉間
教堂風格所建造的教堂。木造的建築與水泥石板混合素材讓這個教堂獲選現在摩登建築100之選。
優美的森林搭配古典的教堂建築，形成一種浪漫唯美的畫面，三角形屋頂和尖塔已經成為輕井澤的
象徵。
【舊輕井澤銀座通】
，是條長約600公尺商店林立的街道，鋪有紅磚的路面散發懷舊色彩。各
種餐廳、咖啡館、精品屋和流行商品專賣店鱗次櫛比，增添了輕井澤的休閒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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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全日本海拔最高的車站【野邊山車站】
，也是非常受到日本鐵道迷歡迎的造訪景點之一。
在站內還販售寫有「離天空最近的車站」（空にいちばん近い駅）字樣的紀念入場券。接著來到近
年來最受歡迎的私房景點【萌木之村】，高原之上、綠意滿佈的大自然森林之中，遠方傳來輕快音
樂，靠近一看竟然是夢幻的旋轉木馬逕自轉著，這種童話般的情節就在萌木之村上演著。宛如童話
王國現身眼前，不同季節造訪有著不一樣的美景，總是吸引著浪漫的旅人到來，萌木之村的旋轉木
馬，重返童心的時光旅行，近距離碰觸是猶如夢幻般的真實。萌木之村裡有飯店、民宿、餐廳、啤
酒工廠、雜貨小鋪、手作工坊、音樂盒博物館，與終年不高於攝氏25度的高原氣候，距離東京只
要2個半小時的車程，是近年來日本深度之旅的排行榜常勝軍。最後我們來到有著天然巨岩與翠綠
楓葉的【昇仙峽】
，深秋的楓紅固然美麗，初夏的翠綠楓葉也有不一樣的味道。昇仙峽位於山梨縣
甲府盆地北側，是甲府市内最大
的觀光景點，正式名稱為「御岳
昇仙峽谷」。昇仙峽悠久的歷
史，可以回溯至日本江戶時期後
期，由長田圓右衛門開設御岳新
道為起源。本溪谷是「秩父多摩
甲斐國立公園」的代表勝地，溪
谷全長5公里，四處可見花崗岩
被深深侵蝕而形成的奇岩異
石，有趣的是各個岩石各有名
字，如登龍岩、人面岩、猫岩、
駱駝岩等，大開眼見。除了大自然所創造出的奇妙岩石藝術之外，昇仙峽著名景點還包括180公尺
高的巨岩覺圓峰(昇仙峡的主峰)、仙娥瀑布、高30公尺的大瀑布、被巨大花崗岩包圍著的石門、歴
史名橋長潭橋、位於奥昇仙峽的荒川水壩，都值得停下腳步，慢慢欣賞。此外據說日本國内所有的
鳥類種類都棲息在這裡，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亦值得旅客親身體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日式料理

晚餐: 日式料理

住宿：Dormy inn 甲府或 Royal Hotel 八ヶ岳或同級
第 7 天 5 月 22 日(三)住宿
(車程 1 小時，35 公里) 河口湖：遊覽船 Ensoleille 號+天上山公
園纜車
(車程 30 分鐘，15 公里) 忍野八海
(車程 40 分鐘，26 公里) 御殿場平和公園
(車
程 1.5 小時，105 公里) 免稅店、東京超人氣必去景點：台場
(車程 40 分鐘，30 公里) 幕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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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朝聖富士山吧！從水平面
及高空中，雙重貼近富士山，近
距離感受富士山的美！富士山是
橫跨日本靜岡縣和山梨縣的活火
山，主峰海拔 3776 公尺，是日
本國內的最高峰。富士山頂於冬
季積雪，直至次年 6、7 月才會融
化。聞名全球的富士山是日本重
要的象徵之一，被視為聖山，自
古以來，這座山的名字就經常在
日本的傳統詩歌「和歌」中出現。
於 2013 年 6 月 22 日正式獲選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使富士山成為日本的第 17 個世界遺產。在富
士山山麓周圍，分布著因火山爆發而形成的富士五湖：河口湖、山中湖、西湖、精進湖和本栖湖，
是日本著名的觀光度假名勝地。此次安排前往富士山最北邊的河口湖，是富士五湖中知名度最高、

湖岸線最長，標高最低的湖。尤其是在晴空下風平浪靜時，富士山印在河口湖面的倒影十分迷人，
稱為逆富士，讓人想一賭風采！搭乘歐風外型的【河口湖遊覽船 Ensoleille 號】從湖上眺望的河
口湖城鎮，壯麗的富士山脈，可說是把整個山梨縣的印象 360 度的大轉變。「Ensoleille」是法語
的「陽光燦爛」的意思，隨著越開越遠，富士山越來越近，在河口湖上欣賞富士山，感覺真的不一
樣！當船隻抵達中間湖泊處，富士山幾乎毫無遮
蔽物，真的是無法形容的美！天氣好的時候大家
都會前往 2 樓的甲板，可以好好欣賞湖畔美景和
富士山全貌，幸運的話更能看到映在湖面上的倒
影「逆富士」
，同時欣賞兩個富士山是許多人的夢
想！除了從水面貼近富士山，也特地安排搭乘【天
上山公園纜車】到高處俯看整個河口湖，壯麗的
富士山就在你眼前，這種無法形容的震撼與感
動，一生必定造訪一回！
【忍野八海】是位於山梨縣忍野村的湧泉群。富
11

士山融化的雪水經過數十年的過濾，成了如今這八處湧出的泉水，分別是湧池、濁池、鏡池、銚子
池、菖蒲池、底抜池、御釜池、以及出口池，每個池塘的尺寸不一樣但水質都相當清澈，這裡還保
有古代水車小屋，風景隨著四季變換，相當美麗，也有許多人認為這裡的風景與合掌村有幾分相似
呢！以富士山為背景是所有到訪的旅人定番的拍法，池水波光潾潾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美不
勝收。這裡也是日本國家指定天然記念物、名水百選、新富岳百景之一。沿路來到坐落於富士山山
腳下不遠處的【御殿場平和公園】，是由出
身當地的企業家為回饋地方而捐錢所建造
而成。設立的目的是紀念二次世界大戰所犧
牲的人，祈禱世界和平。平和公園內有座純
白色的舍利塔，為供奉釋迦牟尼佛的舍利
子，是印度政府為了感謝日本當時援助印
度，因颱風受創造成的大饑荒，特別送給日
本佛教界的寶物，從塔這方向望過去是眺望
富士山的最佳角度。
爾後前往東京並到【免稅店】自由購物。接
著前往超人氣且最受歡迎的偶像日劇拍攝
場地~【台場】，這裡原本是個堆放船運貨
櫃、杳無人跡的人工島，但 1990 年代東
京都政府大力推動「臨海副都心計畫」，陸
續有企業來台場設立總部，各種大型商場、
博物館和展覽館也接連興建，加上沿岸美麗
的東京灣景色，讓台場在2000年後逐漸成
為東京最熱門的購物休閒地區之一。在台場享受海鷗飛舞，眺望著彩虹大橋、東京灣的美景，與自
由女神來張合照，光在此漫步就讓人心情頓時輕鬆了起來。
【DiverCity Tokyo Plaza】以劇場型都
市空間的設計理念，為國內外顧客提供購物、休閒遊玩及舒適的空間，因此而將成為東京的新名景
點。入口前的廣場有尊不輸給自由女神像的鋼彈機器人，據說是等比例打造，彷彿隨時都會動起來
的真實感，你一定也能感受到。
早餐：酒店內

午餐：日式料理

晚餐: 日式料理

住宿：APA HOTEL 幕張或同級
第 8 天 5 月 23 日(四) 住宿
里) 成田空港
桃園機場

(車程 1 小時，50 公里) 成田山新勝寺

(車程 20 分鐘，9 公

早餐後前往超過千年歷史的【成田山新勝寺】，成田山新勝寺聲名遠播，不但是日本僅次於明治神
宮的第二大寺廟，更是馳名國外，每年前往參訪的人數突破一千萬人次，如適逢新年參拜或節氛日
灑豆活動時，萬頭鑽動、水洩不通的形容真是一點也不為過！成田山新勝寺寬大的寺院內各種新舊
建築並存，像是江戶時代中期～末期的建築：仁王門、三重塔、釋迦堂、額堂、光明堂共 5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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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成田山新勝寺前的「表參道」長約 800 公尺，復古的建築，洋溢著濃
濃的日本風味。林立的土產店與料理店，琳瑯滿目、眼花撩亂的千葉特產(落花生、鐵砲漬、清酒…
等等)，以及參道上隨處都可以邊走邊吃的特色小吃，像是現烤的醬油仙貝、塗上滿滿紅豆餡的烤
櫻花團子(期間限定)、牛奶霜淇淋…等等。總讓前往成田山新勝寺的旅人們手口並用停不下來！之
後前往成田空港搭機飛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這趟難忘之旅，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
觀光點休假、班機及火車變更、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護照新辦，費用 1500 台幣】
1.以前未曾申請過，首次申請護照者，必須本人親自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始得委任旅行社
辦理護照。
2.請繳交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光面白色背景照片二吋 2 張。
***照片規格：正面、脫帽、露耳、不遮蓋，表情自然嘴巴閉合不露齒，五官清晰之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
顎之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及超過 3.6 公分，頭部或頭髮不能碰觸到照片邊框（女性長髮碰觸照片邊框下緣
情形例外）
，不得使用戴有色眼鏡、有色隱形眼鏡或彩色瞳孔放大片的照片。如果配戴眼鏡，鏡框不得遮蓋
眼睛任一部分（請勿配戴粗框眼鏡拍照）或有閃光反射在眼鏡上，照片勿修改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幼兒
照片必須單獨顯現申請人的影像。***
3.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限非首次申請護照者)。
4.年滿 14 歲，請繳交國民身分證正本(驗畢退還)。未滿 14 歲且未請領國民身分證者，請繳驗戶口名簿正本
(驗畢退還)或最近 3 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倘父母離婚或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父或母或監護人請提供有權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證明文件正
本（如含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保留完整記事欄之戶籍謄本）及國民身分證正本（驗畢退還）
。***
5.申請人聯絡電話。
6.申請人之緊急聯絡人的姓名、關係、聯絡電話。
7.需五個完整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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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說明：
一台車 45 人座

31 人(含)報價

參團費用

現金價，NT$52,000/人。

(中華航空或長榮航空團體經濟艙)

刷卡價，NT$53,040/人。

訂金費用

現金價，NT$10,000/人。

(報名截止日期 2018/12/28(五))

刷卡價，NT$10,200/人。

【團費包含】
1. 桃園機場到東京成田空港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及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2. 全程使用的飯店為兩人一室。(入住選手村期間由大會安排)
3. 餐食如行程內容所列。(入住選手村期間由大會安排)
4. 全程用車。(包含選手村期間，住宿到比賽會場之間的來回接送)
5. 領隊司機小費。
6. 旅遊責任險 500 萬保險+50 萬醫療。
【團費不含】
1. 住家到桃園機場的來回接駁。
2. 第 2~4 晚選手村住宿。(費用由大會告知)
3. 第 3 天三餐、第 4 天三餐、第 5 天早餐，由大會安排。(費用由大會告知)
4. 會服費用及檢定報名費用。(費用由大會告知)
5. 個人費用：國際電話、行李超重費（免費托運額度，每人限重 30 公斤，超過需支付行李超重
費）、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及飲料、飯店洗衣、私人交通費等。
6. 護照辦理費用 NT$1,500。(所需資料已寫在上一頁)
7. 參團人數如未超過 31 人，每人須額外負擔 NT$3000 元團費以補人數不足之車資。

【格緻旅行社匯款資訊】彰化銀行總部分行(代碼：009)
帳號：5185-01-011095-00

戶名：格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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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
【報 名 簡 章】
報名截止日期 2018/12/28(五)，請回傳 FAX：02-25372169
行程名稱

2019 楊家老架太亟拳日本新潟團

旅遊期間

2019/05/16 (四)– 2019/05/23(四)，共 8 天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

T-shirt 尺寸

別

室內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護照號碼

護照有效期

分房需求/同住人姓名
攜帶的比賽用具名稱及規格
長、寬、高、重量
(請連同保護套一起丈量)
餐食需求

□飛機上純素食
□不吃牛

□行程純素食

□不吃羊

□全程純素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需求
【主辦單位】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 祕書長 賴伶蓉 0912-602-855
【承辦單位】格緻旅行社 02-25420560 李季榛、徐偉為、陳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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