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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親子小旅行 穿梭時空遊日本，追尋絕美北陸祕境 
 第一梯出發日期：2017 年 7月 22日(六)～2017年 7月 26日(三) 

 第二梯出發日期：2017 年 7月 29日(六)～2017年 8月 02日(三) 

 行程對象：親子一起(每梯次限額 32名) 

 航班：長榮航空 

去程 桃園機場－小松機場 BR158 14:40/18:30 

回程 小松機場－桃園機場 BR157 19:30/21:50 

 團費包含： 

1.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500萬履約保險、500萬旅遊業責任保險及 20萬部分意外醫療險，

兒童最高 200萬意外險及 20萬醫療險。 

2.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3. 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4. 全程表列住宿、餐食、體驗課程及所有參觀門票。 

5. 行程所列之日本旅遊交通車費用。 

 團費不包含： 

1. 司機、導遊、領隊小費（1人新台幣 300 元*5天=1,500 元，未滿 2歲嬰兒半價）。 

2. 國際機票款之機位升等、日本住宿飯店升等。 

3. 新辦護照：每人新台幣 1,600元。 

4. 純係個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5. 自理餐點。 

 

行程表 

7/22(六) 

7/29(六) 

台北  小松  小松市周邊溫泉旅館 

午餐：機上點心  晚餐：日式風味餐 

住宿：粟津温泉 あわづグランドホテル 

新開航的小松機場，大幅縮短旅客前往金澤、加賀溫泉鄉等觀光勝地的距離，包括了石川縣、富

山線和福井縣，鄰近日本海，向來就以擁有豐富的海鮮漁獲及眾多舒適的溫泉著稱，在北陸地區

處處能夠感受，富有和風氣息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因此吸引許多旅客造訪，成為最讓人期待的觀

光地。 

住宿介紹：粟津温泉 あわづグランドホテル http://awazu-gh.jp/ 

粟津溫泉為北陸地區最古的知名溫泉，有一千三百年的歷史，四季風景皆不同別具特色，館內設

有兒童遊戲專區，入宿於此可體驗豐富的傳統文化及道地的溫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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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合掌村 

世界遺產「合掌村」分布在岐阜縣大野郡白川村(白川鄉)，富山縣東礪波郡平村與上平村(五箇

山)。目前白川鄉內共有 5座合掌村落，其中荻町的規模最大也最有名，至今完整保留 113棟合

掌造。荻町在觀光方面最充實，有超過 20間民宿及旅館、約 50 家特產店、餐廳、重要文化遺

產和田家、明善寺鄉土館、生活資料館等，是欣賞合掌村的最佳景點。漫步白川鄉山中遺世而立

的古老村莊，欣賞至今仍保存著日式古色蒼然的合掌風格，體現世界文化遺產之古建築純樸典雅

之美，絕對是大自然美學最棒的學習場域。 

 

 

 

 

 

 

 

飛驒民俗村 

飛騨の里保存自然的飛騨聚落，在這裡，移建的合掌屋民家以及各種人民生活器具、農具等，透

過這些古老的生活再造，延續飛驒人心目中遵古敬遠，體驗古早生活，被稱為”古代文化主題樂

園”，在這裡將可體驗合掌村傳統生活文化。 

7/23(日) 

7/30(日) 

小松童話小鎮-世界遺產~白川合掌村飛驒民俗村(高山烤煎餅

體驗)高山老街高山市區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日式精緻料理餐  

 住宿：高山 Best Western Hotel Takayama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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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驒手烤煎餅體驗】 

享受親子動手做，一起將直徑 5公分左右的煎餅米糰用火鉗夾到爐灶中燒烤的滋味。 

 

 

 

 

 

 

高山老街 

高山為城下町中心，是以往盛極一時的商人城鎮，上町、下町的三條街又名「老街區」，其中上

三之町、上二之町、上一之町一帶暱稱「三町通」，為體驗高山文化最佳景點。 

街區中有傳統糖果店、傳統工藝品店、招牌「鹹甜烤米粉糰」、「飛騨牛肉串燒」等店家林立。選

購飛騨傳統護身符「猿寶寶布偶」等民俗工藝品也是樂趣之一。 

 

 

 

 

 

 

 

住宿介紹：Best Western Hotel 

Best Western Hotel 4 星級飯店，靠近市中心大眾運輸站和火車站，附近有購物中心與超市，

晚間可漫步高山市區體驗當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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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朝市 

體驗當地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到當地市場走一走！ 

高山陣屋外的朝市小攤，極具江戶時期生活情調，當地主婦端出自製的醬菜、漬物供人試吃購買，

因為口感特別、甜美多汁、價格實惠，而受到很多人特別推薦飛驒高山的味增更是出名的好吃，

味增入菜也是當地的特色，走一趟傳統早市，保證讓孩子深入日本文化。 

 

 

 

 

 

 

 

上高地 

上高地為中部山嶽國立公園的有代表性的名勝地。沿著流過陡峭山麓的梓川邊，有海拔 1500 米

的盆地狀的寬闊山谷。下游有原生林環繞、水質清冽的田代濕原，再往前行，會看到代表上高地

的大正池湖面上映著穗高連峰的倒影。上游可看到被針葉林圍繞的神秘的明神池。其中河童橋也

是必到景點。 

 

 

 

 

 

 

 

7/24(一) 

7/31(一) 

HOTEL高山朝市神的故鄉-上高地安曇野ちひろ美術館+岩崎

知弘公園+小荳荳電車教室 長野湖蓼科ホテル アンビエント

AMBIENT 飯店 

 早餐：飯店內   午餐：高山板藏拉麵風味餐   晚餐：飯店特色料理  

 住宿：安曇野 AMBIENT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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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曇野ちひろ美術館 

安曇野知弘美術館的建築本身是為了讓參觀者能夠遠離日常生活的喧囂，在此渡過輕鬆舒適的時

刻而設計的。館內的展示每兩個月更新一次。館內設有岩崎知弘作品展示室、世界繪本畫家展示

室、繪本歷史展示室、繪本室、兒童室、附有陽台的咖啡座及提供創意紀念品的商店，老少咸宜。 

 

 

 

 

 

 

 

小荳荳的電車教室 

於松川村約 17,000平方米空間，安排參觀「小荳荳的電車教室」及巴氏學園內場景，與孩子們

一起感受不一樣的教室及上課方式。小荳荳的電車有兩節，其中一個車廂再現了學校的教室之

一，而另一節車廂將作為一個圖書館，在這裡可以重溫窗邊小荳荳經典故事。 

 

 

 

 

 

 

岩崎知弘美術館繪畫體驗活動 

岩崎知弘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插畫家與繪本作家，作畫的主題一直以孩童及花卉為中心，素有「兒

童畫家」的美譽。特別安排參加美術館繪畫體驗活動，一起揮灑畫筆，深入岩崎知弘繪畫秘密，

發揮「魔法」不可思議的力量，使心中的角色和場景可愛登場。 

 

住宿介紹：安曇野 AMBIENT 飯店 http://azumino.izumigo.co.jp/ 

日本嚴選之宿飯店-安曇野 AMBIENT 飯店本館呈現南歐風情可望見常念岳的山腹，從飯店區域

可散步至周邊的烏川溪谷綠地，非常地舒適，渡假飯店內有泉質佳的穂高温泉與 197 間房間，

入住至飯店可至森林漫步享受自然生態洗禮或是至大浴場泡湯放鬆渡假，由飯店眺望北阿爾卑斯

山的絕佳美景是來到日北北陸最療癒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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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市善光寺 

長野市有個必到的地標就是建

於 7 世紀的國家級重要文化遺

産善光寺，據說每年有超過六百

萬以上的觀光客來訪，是江戶時

期最大規模的佛教建築！ 

 

 

上越科學館 

館內主要展覽生物進化歷史和在生物進化過程中誕生的人類的進化過程。在這裡可體驗“宇宙體

驗密封艙”內的模擬失重感覺。並以影像、數據等輕鬆方式介紹以大腦為中心的精妙絕倫人體構

造；以雪的科學為基本課題，從科學的角度對雪進行研究。另有八米長恐龍，歡迎來與恐龍對話。 

 

 

 

 

 

 

 

富山市區散策及路面電車體驗 

富山縣境內擁有多種鐵道，因此又有鐵道王國之稱，除了 JR、新幹線、愛之風鐵道、富山地方

鐵道、黑部峽谷小火車之外，富山市及高岡市內都有路面電車，而富山市內的路面輕軌電車於

2007年獲得鐵道之友會的藍緞帶賞，搭乘路面電車漫步富山市區將有別於台灣的體驗方式。 

 

7/25(二) 

8/01(二) 

安曇野森林散策  長野善光寺  上越科學館 富山市路面電車 

富山市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自理  

 住宿   : 富山市 CANAL PARK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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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介紹：CANAL PARK HOTEL オークスカナルパークホテル富山 

富山市區高級飯店，日本人氣飯店，環境高雅 

 

 

 

 

 

 

 

 

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 

一年 150萬驚人造訪人次的『金澤 21世紀美術館』，為日本國際知名建築師-妹島和世 X 西沢立

衛/共同創立之 SANNA 建築師事務所的代表作。 

此美術館峻工前一個月，就獲得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金獅獎，在其建築設計上，備受世人注目。

美術館中有幾個值得一提的展室與作品，詮釋了空間就是藝術的一部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藝

術家林德羅·厄利什的作品《泳池》（The Swimming Pool），其利用美

術館的天窗加上一層水，並加上假的泳池扶手，從上看恍若真的游泳

池，但遊客亦能在底下的展室走動，上下觀看，造成了特殊的趣味和效

果。 

 

【金澤和菓子體驗 DIY】 

明治時代開始，為與歐洲流傳過來的「洋菓子」（西式糕點）區別，因此，日本將傳統的菓子改稱

為「和菓子」。主要的原料包括糖、米、糯米、小麥粉等，依照不同的口味添加不同的特殊食材。

因為特別講究於手作能力，和菓子又被稱為「日本飲食文化中的花」。大人小孩都可以親手創作出

各種不同造型的京和菓子，享受傳統和菓子體驗之樂趣。 

 

 

 

 

 

 

7/26(三) 

8/02(三) 

 飯店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日本和菓子體驗東茶屋町小松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晚餐：機上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E5%BB%BA%E7%AF%89%E9%9B%99%E5%B9%B4%E5%B1%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E%B7%E7%BE%85%C2%B7%E5%8E%84%E5%88%A9%E4%BB%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6%B3%B3%E6%B1%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6%B3%B3%E6%B1%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C%8F%E7%B3%95%E9%BB%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3%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3%AF%E7%B1%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9%BA%A5%E7%B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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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茶屋町 

金澤著名的古街，兩層樓的木造樓房和成排的細格子門窗，讓整條街顯得古色古香，靜靜遙想昔

日歌舞昇平的年代。整條東茶屋街上大約有店家數十家，都是兩層的木造建築。當時金澤市內為

了避免平民窺看將軍城內情況，因此，所有的房屋都是平房，只有被遷移到城外偏遠處的茶屋可

以蓋成兩層。東茶屋街中留下的建築每一家外觀都非常古樸，走起來非常有日本味道。 

注意事項： 

※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集合／解散時間，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侯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象，        

   本團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個月以上之效期。 

※ 已完成繳費之學員如欲取消報名，依交通部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十三條規定，於

旅遊活動開始前解除契約者，應依本旅遊活動提供之收據，繳交行政規費，並應賠償損失，

其賠償基準如下： 

一、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甲方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 為維護課程品質，若單一梯次招生人數未滿 16人，則該梯次將予以取消，主辦單位將於第一

時間通知，並辦理全額退費。 

※ 學員若未按照規定時間申請退費，或於課程當日未到、中途退出均恕不退費，亦不得要求轉 

   換為其他課程。  

※ 親子天下保留最終報名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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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Q：本次旅程跟坊間旅行社行程有什麼不一樣？ 

A：本次旅程以親子的角度企劃，考量孩子的體力與體諒家長的辛勞，不趕行程；以深度體驗為

主，藉由旅程及小活動，增進親子互動時間；以美學體驗為主題，從大自然美學、建築美學、

兒童美學到現代藝術賞析，並獨家安排安曇野美術館重溫「窗邊小荳荳巴氏學園」多元學習

環境，讓孩子在玩樂之餘更能自然學習。 

 

Q：可不可以只有大人或小孩去？ 

A：不好意思，因為本次行程專為親子設計，故需大人、小孩一同參與才享報名資格。 

Q：進出日本是否需要簽證，護照要多久的有效期限呢？ 

A：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免簽證，但請確認您的護照效期是否在出發當天算起６個月

以上。 

Q：我可以在日本多留幾天嗎？ 

A：因行程專屬設計，恕難延長旅遊時間，請見諒。 

Q：在飛機上可以選位子嗎？ 

A：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走道或窗位，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

一定能相鄰，家庭成員會盡可能安排調整為相鄰座位，敬請瞭解。 

Q：我可以選房型嗎？ 

A：活動提供的房型有雙人一大床／雙人兩小床／三人房（雙人房兩小床+一床）三種，會視報

名人數而盡力配合，如有特殊需要也煩請您先行告知，但仍需以當天入住情形及飯店調整狀

況為主，見諒。 

Q：活動當天我要在哪裡集合？ 

A：活動詳細行前通知與定型化旅遊契約書，將會於活動開始前兩週以電子郵件寄收，請隨時留

意，謝謝！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5/camp/worldcook-1.aspx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5/camp/worldcook-1.aspx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5/camp/worldcook-1.aspx
http://topic.parenting.com.tw/issue/2015/camp/worldcook-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