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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老架-新潟八日 

 

 

 航 班 資 訊 – 桃園出發 

日期 航空公司 班 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5/17 
中華航空 

CI 120 桃園機場 08:55 東京成田機場 13:15 

5/24 CI 101 東京成田機場 14:30 桃園機場 17:15 

5/17 
長榮航空 

BR 198 桃園機場 08:50 東京成田機場 13:15 

5/24 BR 197 東京成田機場 14:15 桃園機場 16:55 

*航班時間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依需求後航空公司回覆為準* 

 

 

 航 班 資 訊 – 高雄出發 

日期 航空公司 班 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5/17 
中華航空 

CI 102 小港機場 06:50 東京成田機場 11:20 

5/24 CI 103 東京成田機場 12:20 小港機場 15:20 

5/17 
長榮航空 

BR 108 小港機場 07:00 東京成田機場 11:45 

5/24 BR 107 東京成田機場 12:45 小港機場 15:40 

*航班時間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依需求後航空公司回覆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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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程 安 排 

日 期 行 程 餐 食 住 宿 

Day 1 
5/17 

桃園/成田—新潟(搭新幹線) 

*抵達機場後將另外安排行李車，免去拉行李上下新

幹線的不便* 

早：自理 

大會安排 午：機上套餐 

晚：晚宴(大會安排) 

Day 2 
5/18 

檢定比賽 

早：大會安排 

大會安排 午：大會安排 

晚：大會安排 

Day 3 
5/19 

檢定比賽 

早：大會安排 

大會安排 午：大會安排 

晚：大會安排 

Day 4 
5/20 

新潟—大地藝術祭巡禮-當間高原 

農舞台、里山現代美術館、星峠棚田、脫皮之家、

繪本與樹木果實美術館、幾米 KISS & GOODBYE 

早：大會安排 

當間高原 或同級 午：里山食堂 

晚：飯店內自助餐 

Day 5 
5/21 

當間高原—瑞龍寺—富山縣立美術館(互動科技設

施)—全日本最美星巴克—立山 

早：飯店內享用 

ANA 富山 或同級 午：海鮮御膳 

晚：日式居酒屋 

Day 6 
5/22 

立山(六種交通工具走立山黑部)—黑部 

早：飯店內享用 

綠翠亭景水 或同級 午：立山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Day 7 
5/23 

黑部—輕井澤 Outlet—東京 

早：飯店內享用 

東京巨蛋 或同級 午：自理 

晚：日式涮涮鍋 

Day 8 
5/24 

東京/桃園 

早：飯店內享用 

 午：機上餐食 

晚：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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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價 – 桃園出發 

※ 滿 25 人以上成團 ※ 

現金價 每人 NT$ 52,000 元 (5/20~24 四晚雙人房(兩人一室)) 

現金價 每人 NT$ 67,000 元 (5/20~24 四晚單人房) 

*刷卡需另加 2%手續費* 

※ 滿 32 人以上成團 ※ 

現金價 每人 NT$ 50,000 元 (5/20~24 四晚雙人房(兩人一室)) 

現金價 每人 NT$ 65,000 元 (5/20~24 四晚單人房) 

*刷卡需另加 2%手續費 ※* 

 

費用包含 

1. 機票：桃園-東京成田機場來回團體經濟艙(含稅金)。 

2. 住宿：2019/5/20 ~ 5/24 住宿四晚含早餐，全程飯店為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 

3. 加派 5/17 行李車。 

4. 旅遊責任險：每人 500 萬附加醫療 20 萬。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每人 200 萬附加醫療 20 萬。 

費用未含 

1. 2019/5/17 ~ 5/19 三晚住宿、餐食與檢定報名費。 

2. 領隊小費每人每日 NT$ 300 元，八日共 NT$ 2,400 元。 

3. 台灣機場來回接駁。 

4. 行程中未列之餐食。 

5. 個人費用：國際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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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活動設施使用費。 

7. 護照代辦：每人 NT$ 1,600 元。 

注意事項 

1. 護照有效期限須超過回國日起六個月以上。 

2. 旅客若有特殊情形及需求請先告知，以利後續作業安排。 

3.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儘量忠於原行程，但如因班機之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

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更行程之權利，請以出團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見諒。 

4. 滿 2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如需佔床則團費與同大人相同；如不佔床費用另計。 

5. 未滿 2 歲之嬰兒，費用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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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價 – 高雄出發 

※ 滿 25 人以上成團 ※ 

現金價 每人 NT$ 52,000 元 (5/20~24 四晚雙人房(兩人一室)) 

現金價 每人 NT$ 67,000 元 (5/20~24 四晚單人房) 

*刷卡需另加 2%手續費* 

※ 滿 32 人以上成團 ※ 

現金價 每人 NT$ 50,000 元 (5/20~24 四晚雙人房(兩人一室)) 

現金價 每人 NT$ 65,000 元 (5/20~24 四晚單人房) 

*刷卡需另加 2%手續費* 

 

費用包含 

1. 機票：桃園-東京成田機場來回團體經濟艙(含稅金)。 

2. 住宿：2019/5/20 ~ 5/24 住宿四晚含早餐，全程飯店為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 

3. 加派 5/17 行李車。 

4. 旅遊責任險：每人 500 萬附加醫療 20 萬。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每人 200 萬附加醫療 20 萬。 

費用未含 

1. 2019/5/17 ~ 5/19 三晚住宿、餐食與檢定報名費。 

2. 領隊小費每人每日 NT$ 300 元，八日共 NT$ 2,400 元。 

3. 台灣機場來回接駁。 

4. 行程中未列之餐食。 

5. 個人費用：國際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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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活動設施使用費。 

7. 護照代辦：每人 NT$ 1,600 元。 

注意事項 

1. 護照有效期限須超過回國日起六個月以上。 

2. 旅客若有特殊情形及需求請先告知，以利後續作業安排。 

3.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儘量忠於原行程，但如因班機之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

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更行程之權利，請以出團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見諒。 

4. 滿 2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如需佔床則團費與同大人相同；如不佔床費用另計。 

5. 未滿 2 歲之嬰兒，費用另計。 

 



         會展事業服務部 
 

服務團隊         劉鳳鳴 02-8793-8180 

甘一涵 02-8793-9354  陳亭豫 02-8793-9372 

 

 報 名 表 

            

報名截止日: 2018 年 12 月 28 日 (五) 

 

承辦業務：甘一涵  電話：(02) 8793-9354  傳真：(02) 6607-1142 
 
報名人員中英文姓名及基本資料：（請以正楷填寫護照上之英文姓名）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英文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團費 
□ 現金或匯款價 NT$ 52,000 /人 (團體經濟艙雙人房) 

□ 刷卡價 NT$ 53,000 /人 (團體經濟艙雙人房) 

房間安排 

 
□ 全程雙人房，室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全程單人房，須補足單人房差 NT$ 15,000/人 

特殊需求 
□ 不吃牛   □ 不吃羊   □ 不吃豬   □ 不吃海鮮   
 
□ 吃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辦護照 □ 代辦護照 NT $1,600 / 本 
 

 
1. 機位、房間數有限請儘早報名。報名時請一併繳交訂金 NT $20,000/人。 
2. 為確保權益請於回傳報名表同時提供正確名單、護照影本，以便確認開票姓名。 
3. 尾款請於出發前兩週付清。 
4. 雙人房二人同住部分: 

  (1) 建議自行安排同公司室友或同行親友 
  (2) 若落單者，如需安排室友，屆時視報名狀況及報名順序協助安排 
     若報名狀況而無落單者，則需支付價差住宿單人房 

  (3) 若有吸煙者或打鼾者，建議住宿單人房 
 
5. 匯款帳戶如下： 

戶名: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006) - 民生分行 
帳號:  0936-717-156370  

*** 即日起 開始報名；房間/機位有限 售完截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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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六種不同交通工具登上立山黑部峽谷連峰】 
 

1.立山車站→美女平【立山電動纜車 1.3KM，7 分鐘】 

2.美女平→彌陀原→天狗平→室堂(海拔 2450 公尺)【立山高原巴士 23KM，50 分鐘】 

3.室堂→立山主峰→大觀峰【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3.7KM，10 分鐘】 

4.大觀峰→黑部平【空中纜車 1.7KM，7 分鐘】 

5.黑部平→黑部湖→黑部水壩【黑部地下纜車 0.8KM，5 分鐘＋徒步 0.6KM 走過水壩上方，15 分鐘】 

6.黑部水壩→扇澤【關電隧道無軌電車 6.1KM，16 分鐘】 

*立山至室堂區間交通如卡旺季時期，會依行程流暢度為主，改為搭乘【臨時直通巴士】 

 

 

 

 
  



         會展事業服務部 
 

服務團隊         劉鳳鳴 02-8793-8180 

甘一涵 02-8793-9354  陳亭豫 02-8793-9372 

 

  景 點 介 紹 

【農舞台】 

荷蘭建築師 MVRDV 所設計的農舞台，建築本身就是藝術。 不分四季，全年開館的松代「農舞台」，是一座集結越

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之鄉」各式各樣元素的野外博物館。廣佈水田與菜園的里山中，設置許多草間彌生的《花開妻

有》等永久性作品。在此地來一趟巡禮，即可跟循藝術的引導，盡情享

受里山的四季風情。像四隻大腳踩在大地上一樣的建築物，就是荷蘭建

築師 MVRDV 設計的「農舞台」，除了有餐飲與賣店服務，藝術祭期間也

有表演及講座等在此舉行，可以體驗松代地區的雪國文化，並且學習藝

術、民俗與科學，2009 年完工的鄉土資料館也提供更豐富的民俗資料。  

※ 由於越後妻有地區廣大，飲食區分散，為方便觀賞作品，建議旅客可

先添購方便隨身擕帶的飲料乾糧。 

 
 

 

【里山現代美術館】  

由原廣司設計，每年都是重要新作品壓軸展出場地。以大型迴廊為特

徵的這棟建築，於 2012 年轉變為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術館重新誕生。

除了諸多作品展出，館內有完整資訊，以及展品販售，內部還有溫泉

泡湯設施。 

 
 
 
 

 
 

【星峠棚田】 

星峠梯田曾獲選為日本鄉里百選，擁有懷舊的田園風情。若天氣狀況適

宜，清晨還可見到雲海，隨著日出漸漸染為金黃，照耀在梯田上，美麗

而奇幻，也是許多攝影師追逐的絕景。 

 
 
 

 
 
 
 

【鉢與田島征三‧繪本與樹木果實的美術館】 

名家繪本創作者田島征三改造廢棄小學，成為童話和幻想的園地，目

前成為新的藝術教育基地。 已廢校的真田小學成為作品的舞台，以這

所小學最後的三位學生作為主角，如繪本般地建構整個學校空間。 

 
 
 
 
 
 



         會展事業服務部 
 

服務團隊         劉鳳鳴 02-8793-8180 

甘一涵 02-8793-9354  陳亭豫 02-8793-9372 

 

【富山縣美術館】 

2017 年 8 月開幕的富山縣美術館位於富岩運河環水公園旁，是一間結

合了觀賞、創作與學習的雙向體驗型美術館。美術館招集了各設計領域

的大師，像是知名建築師內藤廣(建築)，三宅一生(員工制服)，日本平

面設計大師永井一正(LOGO)，日本平面設計師佐藤卓(屋頂遊樂設施)

等，每一個細節都充滿著藝術美感。館內藏有二十世紀初相當活躍的大

師像是畢卡索、達利的畫作，富山代表作家設計的海報及椅子等作品。

二樓開闊的落地窗可觀賞運河美景，在最上層的 ONOMATOBE 屋頂還

可眺望立山連峰。館內另外還設有咖啡廳、餐廳及商店。 

 
 
 

【日本最美星巴克】 

在日本 1 千多家的星巴克店舖中，有數家店舖融合了當地的歷史及文

化，設計出深具特色及風格的店面，而其中位於富山環水公園內的星

巴克店，設立在公園運河邊，其獨特的木造建築，以大自然為主題，

佐以透光玻璃帷幕，融入富山環水公園的景觀，則是被公認為是「世

界最美的星巴克」。如時間許可，可以體驗一下在大自然中啜飲咖啡(自

費)的怡然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