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天日本北陸之旅
名古屋，白川鄉合掌村，金澤，長野，東京

1479起

$

( CAD 不含機票 )

7 Days Hokuriku Japan Tour

Nagoya, Shirakawago Gassho Village, Kanazawa, Nagano, Tokyo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s: (2018) 9/08 ; 10/20; *11/24 ; 12/15

重點推介

(* 附加費CAD$70)

貼心純玩行程，絕無購物旅遊。不走回頭路，讓您有充足的時間感受東瀛之美。
「白川鄉合掌村」漫遊世界文化遺產．走入童話村。四季不同景緻，令您親身
體驗文化遺產魅力所在。
「金澤兼六園」日本三大名園。以六大景觀元素贏得此名，隨處可見的創意，
醞釀出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風情，演繹出其他庭園無法比擬的景觀。
「善光寺」前往戒壇一探究竟，迴廊有一副被稱為〝極樂之鎖〞的鎖，據說在
黑暗之中觸摸到本尊正下方的鎖，即可往生極樂。
「地獄谷野猿公苑」公苑是日本獼猴的自然棲息地，坐落於山之內地獄谷的森
林，可看到野生猴子沐浴在天然溫泉，令人大開眼界。
「兩大DIY體驗」親手製作仿真食品模型及金箔樣本，獨一無二的旅遊紀念品。
特意安排名古屋地下商店街及新宿購物區，令您享受悠閒購物之樂。
破天荒尋找兩大海產美食勝地[近江町市場]及[築地市場]，新鮮的海鮮，任君選
擇，一嘗入口即化的感覺。
特色美食: 陶板燒家鄉料理，和風料理，日式懷石料理 / 酒店自助中丶日丶西
餐，讓您色、香、味俱全。
入住特色溫泉酒店享用日式溫泉，消除疲勞，舒暢身心，旅程陪感舒適寫意。

住宿酒店
導遊/接送

入住豪華酒店及溫泉酒店,盡情享受日式風呂
接機時間: 14:00-17:00 / 送機時間: 11:00
中/英文專業導遊服務

新

特麗亞名古屋中部國際
機場位於日本中部，方
便客人前往日本各地。 機場
緊湊的佈局有利於國際和國內
航班之間的順暢連接，並且只
需很短的時間即可到達機場。
機場內有各種商業設施，您可
以在那裡找到日本紀念品，享
受各種全球美食，包括日本料
理，西餐和中餐。

Tour Code: JNT7

BCCA 583953 BC REG# 61145

行 程

1

原居地
Hometown

名古屋（日本）
Nagoya (Japan)

是日乘航機飛往日本愛知縣西部的首府名古屋。

2

名古屋 - 名古屋地下街

Nagoya - Nagoya Underground
Shopping Mall
抵達後，專業導遊接機, 稍後前往名古
屋地下街。
【名古屋地下街】地下街明亮整潔且價
格適中，店舖數量約80家，此外，從約
50年代開始，這裡便因電視廣告歌曲「
地下小鼴鼠」而受到大家的喜愛。
酒店: Nagoya Tokyu Rei Hotel or similar

3

名古屋城 - 郡上八幡樣本村 - 白川
鄉合掌村 - 金澤市（早/午/晚）

Nagoya Castle - Gujyo Hachiman
Sample Village - Shirakawago Gassho
Village – Kanazawa (B/L/D)
【名古屋城】由德川家康建造，為名古
屋的象徵，被歌詠為尾張名古屋因城而
盛。天守閣城堡中央的的高樓中的文物
展示，從最高層眺望，隨四季變換的庭
院之美等，皆為遊覽重點。
【郡上八幡樣本村】是仿真食品模型的
生產地中心。這些食品模，常常擺設在
日本全領域的餐廳...村內有體驗工場，指
導客人基本製作技巧，天婦羅、生菜及
水果。安排您親手製作像真度極高獨一
無二之食品模型。
【白川鄉合掌村】合掌村這個名稱，來
自於其建築型式，呈人字型的屋頂外表
看起來如同兩手手掌合起來，於是房子
被稱為「合掌造」，而村莊就被稱為「
合掌村」。合掌村於1995年被指定為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冬天
的浪漫雪景更使此地成為童話般的莊小
屋，如世外桃源。
【金澤】 有小京都之稱，日本北陸地方

的第一大都會，一座迷人的古典城鎮。
春季市內各處櫻花盛開，夏季氣候溫
和，秋季滿山紅葉，冬季城市和山野披
上一片銀裝。
午 : 陶板燒家鄉料理 ; 晚: 和風料理
酒店: Kanazawa Tokyu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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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兼六園 - 金箔工房 - 近江町
市場 - 東茶屋街（早/晚）

Kenrokuen - Gold Leaf Workshop Omicho Market - Higashi Chaya (BD)
【兼六園】 名列三大名園之首，是金澤
最著名的遊覽景點。其名稱由來乃是因
為本園造景兼具了寬廣、幽隧、人力、
蒼古、水泉與眺望等六項特點。冬季更
難得可欣賞傘松雪吊美景。
【金箔工房】 動動手，親身感受讓金光
閃到眼的奢侈快感，同時屏息體驗萬分
之一毫米金箔的輕薄。
【近江町市場】它和東京的築地市;大阪
有黑門市塲和京都有綿市塲一樣，是當
地最重要的海產集散地之一，近300年歷
史的，有「金澤廚房」的美譽。
【東茶屋街】是一條極具歷史價值的茶
屋街，它被選為國家文化財產，在這裡
不但能看到街邊兩旁滿滿的茶屋，還有
機會感受傳統藝妓文化。
當晚享用日式溫泉, 消除疲勞, 舒暢身心 (
惟傳統日式溫泉不可穿著泳衣或衣服)
晚餐 : 懷石料理或酒店自助中丶日丶西餐
酒店: Shinshu Matsushiro Royal Hotel
溫泉酒店或同級

【地獄谷野猿公苑】地獄谷的猴群由
200隻以上的猴子組成。這裡已經成為
了世界上唯一一個有野生猴子泡在天然
溫泉裡的地方。獼猴們泡在熱騰騰的溫
泉裡，一個個臉上洋溢著幸福陶醉的神
情，這已成為全球聞名遐邇的一個景
觀。
午餐 : 和風料理定食
酒店: Shinjuku Washington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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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草寺 - 仲見世商店街 - 東京晴空
塔(外觀) - 築地市場 - 新宿 - 自由
購物時間（早）
Asakusa Temple - Nakamise Street –
Tokyo Skytree (exterior) - Tukiji Market
– Shinjuku - Free at Leisure (B)
【淺草雷門觀音寺】是東京都內最古老
的寺廟，寺內有一尊觀音像給善男信女
供奉，是著名的旅遊景點。
【仲見世商店街】位於雷門觀音寺旁，
是東京最熱鬧的購物街之一，兩旁店鋪
大多數有上百年歷史。
【築地市場】是日本魚市場最大的中央
批發市場之一。其規模之大與知名度之
廣，居日本首屈一指。
【新宿】具有世界代表性的購物區，同
時保有最新的流行趨勢和老店的傳統，
在這極具魅力的街區，林立著百貨公
司、世界一流品牌的旗艦店及歷史悠久
的老字號名店，可以讓您體會全球性的
購物樂趣。
酒店: Shinjuku Washington Hotel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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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光寺】據說創建於 7 世紀，是長
野市的觀光中心，為國家級重要文化遺
產。“善光寺”三個字的筆畫是以鴿子
模樣寫成的，其聲名遠播。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並保留本行
程之變動權及變換旅館之權利，和因季
節性關係，膳食與旅館方面有更改之可
能性，團員不得異議）

善光寺 - 長野地獄谷野猿公苑
東京 （早/午）

Zenkouoji - Jigokudani Monkey Park
Tokyo (B/L)

東京
Tokyo

原居地 (早）
Hometown (B)

早餐後，前往機場返回原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