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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七晚 日本. 立山雪壁/广岛/四国深度之旅 
 大阪 /郡上古街/合掌村/金泽兼六园 /子弹列车 

 
23 APR 第一天      吉隆坡 / 大阪 (关西机场)              MH 52 (2345/0715+1) 

( 9:30pm) 请准时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离境大厅集合，并由公司专职人员协助办理登机手续后，乘搭飞机飞往日本[大阪] 
 
24 APR  第二天      (0715 am) 抵达大阪  ~ 郡上：八幡古街 / 博览馆+郡上舞 / 食品模型制作工厂 ~白川乡合掌村 ~金泽 

  
郡上八幡古街 

是一个保留着日本独特传统文化的迷人小镇。沿着旧街道走去，感受着这里古色古香

的氛围。 

 
 
 
 
 

 

  
郡上八幡博览馆+欣赏郡上舞 

在日本中部岐阜县的郡上八幡博览馆，你可以了解到当地的

历史，如城镇的来历、宗祇水的典故、渔民生活用具等。 

每天会上演 4 次的舞蹈表演，包括名为「春驹」、「猫之

子」的舞步，大家可以不妨细意欣赏。 
 
 

 

  
郡上八幡食品模型制作工厂 

日本最早期制作漂亮食品模型是原自于郡上八番。让我们欣赏制作这些食品样本的过

程，如:寿司，甜品，天妇罗等。 
 
 
 
 

 
 

  
白川乡合掌村 

在 1995 年列为世界遗产，白川乡著名的传统合掌农舍，其中一些更超

过 250 年。合掌顾名思义是佛教僧侣双手压在一起祈祷。这建筑风格发

展了多代，其设计是能够承受在冬季下的大雪。屋顶没有使用钉，大阁

楼空间用于培养蚕虫。 

 
 
 

早餐：机上用餐           // 午餐：日式和风料理            //   晚餐：日式和风料理 

酒店 ：金泽 . 国际  酒店  或同级 

 
 
25 APR  第三天       金泽兼六园 ~ 阿尔卑斯山立山连峰 (中部山岳国家公园．雪壁绝景. 黑部水坝) 

金泽兼六园 

称为日本三个最美丽的风景花园之一。有各种池

塘，溪流，瀑布，小桥，茶座，树木，石头和鲜

花。兼六园的字面意思是“兼顾六原素的公园” ，指

的是宽敞，僻静，矫揉造作，古色古乡，丰富水原

和广泛视野，而据中国景观理论是这六个基本因

素，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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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是穿越日本北方阿尔卑斯的一条壮观的旅游路线，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各种交通工具来旅行，包括缆车、电车和索道。立山黑

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于 1971 年建成，连接富山县的富山市和长野县的大町镇。立山站和扇沢站之间的路段不对私人车辆开

放。该路线 4 月中旬到 11 月开放。 
 

雪壁绝景旅游路线  ( 大约 4 月 20 日~ 5 月 30 日 )  ： 

1. 立山车站→美女平                          : 【登山铁道缆车】        (1.7km  - 7 分钟 - 海拔 977m ) 

2. 美女平→弥陀原→天狗平→室堂:【高原巴士】                  (23km - 50 分钟 -海拔 2450m)                  

3. 室堂→立山主峰→大观峰             :【无轨道隧道电车】    (3.7km - 10 分钟 - 海拔 2316m) 

4. 大观峰→黑部平                              :【空中缆车】                  (1.7km - 7 分钟 - 海拔 1828m) 

5. 黑部平→黑部湖                              :【地下电车】                  (0.8km - 5 分钟 - 海拔 1455m) 

6. 黑部湖→黑部水坝                         :【徒步走过水坝上方】(0.8km - 15 分钟 - 海拔 1470m) 

7. 黑部水坝→扇泽                             :【无轨道电车】              (6.1km - 16 分钟 - 海拔 1433m)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和风料理             //    晚餐：饭店内自助餐  

酒店：白桦.  池の平   Shirakaba  Ikenotaira Hotel   (温泉)    或同级 
 

 
26 APR  第四天       名古屋~子弹列车【新干线】~ 2.5 小时 ~ 广岛 

  
名古屋车站/地下街—逛街 

体验子弹列车【新干线】( 2.5 小时)前往 广岛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和风料理             //    晚餐：广岛烧 (日本 Pizza) +铁阪鲜蚝   

酒店：广岛 . 王子酒店  Hiroshima Prince Hotel     或同级 
 

 
27 APR  第五天      广岛 : 原爆馆  / 严岛神社 ~ 经濑户内海跨海大桥前往 ~ 四国. 道后温泉街 (号称日本最古老的温泉) 

  
广岛原爆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 迫使日本提早结束大战,

此原爆馆内展示着有关原爆的相关资料及无核子武器威胁的理想世界。 

 
 
 
 
 

 

  
严岛神社 ( 含渡轮 ) 

神社主要祭奉宗像三女神（田心姬命、市杵岛姬命、湍津姬命），其中严岛之名即来自

市杵岛姫命（いちきしまひめのみこと）。严岛神社修筑于濑户内海海滨的潮间带上，

神社前方立于海中的大型鸟居是被誉为「日本三景」之一，为严岛境内最知名的地标。

严岛神社的大部分建筑结构均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宝，神社亦收藏许多国宝级的文物。神

社在 1996 年时与后方弥山的原始林区登录于世界遗产名单中。 

 
 



  
四国.  道后温泉街 (号称日本最古老的温泉) 

浸泡于千年古汤之中为当地人长生之秘密,约 3000 年前开池，号称日本最古老的温泉。

自古以来便吸引无数的文人墨客、文化气息相当浓郁。可深刻感受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

小说《少爷》里的意境，浓浓的文学味配上蒸汽火车、内子町老街、道后百年温泉，漫

步道后温泉街，沉浸在浓浓的传统日式风情里。 
 
 

少爷音乐钟& 足汤 

在温泉街旁的红身绿顶「少爷音乐钟」从早上八点到

晚上十点每到整点时分，叮叮当当的音乐声中形形色

色的人偶陆续登场，随着缤纷的音乐摆动，吸引在场

每位游客的注目, 非常有趣。机关钟塔的旁边有可让路

人泡踋的温泉。这种温泉称为「足汤」。足汤对脚部

的血液循环很好，来这里泡泡脚可以消除疲劳。但是

要自备毛巾。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和风料理            //   晚餐：酒店会席料理 

酒店：道后. 王子酒店   Dogo Prince Hotel  (温泉)    或同级 
 

 
28 APR  第六天      道后~搭乘少爷列车~ 松山.  松山城公园~ 今治毛巾美术场货中心 ~ 藤蔓桥 ~ 祖谷溪: 大步危峡谷游船 ~ 高松 

  
道后 ( 搭乘少爷列车 )前往 松山市 

夏目漱石在其著作《少爷》里形容为「像火柴盒一样」的少爷列车是日本第一部

轻轨铁道，1888 年~1954 年之间行驶在松山市内的复古蒸气火车。因为小说里的

登场人物很多都利用这辆蒸气火车，所以给它取了一个昵称叫做少爷列车。少爷

列车行驶时有汽笛鸣声，烟囱还会冒出水蒸气，为松山市增添独特怀旧美感。 
 
 

 

 松山城公园 ( 含缆车 ) 

巨石矗立、庄严雄伟、规模之大，为大小天守阁连立

式的日本三大平山城之一，建筑巍峨，让人遥想此地

的光荣时代，处处弥漫着古代侯国风范。建于 1627

年，与姬路城、和歌山城共列为日本三大连立式平山

城。天守合的最上层是观景眺望的最佳场所，伊予平

野、石锤山、濑户内海等美景尽入眼帘。 
 

 

  
今治毛巾美术场货中心 

今治 Imabari，濑户内海畔的一个小镇，是在日本毛巾生产量

最多的地方，占全国生产量的 60%。“毛巾美术馆”(Asakura

为今治市朝仓)是以毛巾为主题的在世界上非常稀有的美术

馆，象征着“毛巾城今治”。 

 

. 

  
藤蔓桥 : 日本三大奇桥 

在过去，这道藤桥是将人员和货物运过山谷的其中一个途径。历史没有记录清楚这道

桥的起源，但相传是由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起的；或在源平战争（1180

至 1185 年）时，平氏一族逃到这里之后所建，这样可以迅速把桥弄断，切断敌方的

去路。这里曾经有 13 道桥梁横跨山谷，但至今只剩下三道。祖谷"Kazura 桥"是三条

桥中最大和最有名，桥长 45 米，离河谷 14 米。每隔三年便会重建，两端固定在高大

的雪松树，钢索隐藏在藤蔓中以确安全，游客只能向单方面行走。 
 

 



  
祖谷溪 : 日本三大秘境 

祖谷被“失落的日本”作者亚历克斯克尔“重新发

现”，他前往祖谷后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买下了

一个古农舍，向人们介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 

大步危峡谷 ( 含游船 ) 

大步危峡谷及邻近位于下游的小歩危峡谷是一个

狭窄而陡峭的峡谷。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和风料理              //   晚餐：日式烧烤 BBQ 

酒店：高松.  Rihga Royal Hotel Takamatsu    或同级 

 
29 APR  第七天      高松 ~ 德岛 

  
高松. 栗林公园 (日本最大最广的庭园) 

以翠绿的紫云山为背景，公园总面积约 23 万坪(约 3.5 个东京巨蛋)，是日本最大最广

的庭园。园内共建造有六个池塘和 13 座假山，其中区分为池泉回游式的南庭以及西

洋风的北庭，是四国(高松)最著名的景胜地，所以是必游之地。 

 

 

  
德岛 . 阿波罗会馆 ( 欣赏德岛民俗舞蹈阿波舞 ) 

阿波舞以连的组舞为特征，据说这是受到能乐的源流之一风流的影响，1663 年的三好

记中就有关于在胜瑞城举行风流舞的记载，这就是阿波舞起源的第三种说法。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和风料理              //   晚餐：日式火锅料理 

酒店：德岛. Daiwa Roynet Hotel Tokushima     或同级 

 
30 APR  第八天      德岛 ~ 【 鸣门海峡大桥】观赏海漩涡世界奇景  ~  神户 ~ Outlet Mall ~ 大阪 

  
【 鸣门海峡大桥】观赏海漩涡世界奇景 

鸣门涡潮 涌动于鸣门市孙崎与淡路岛之间仅 1300 米的海峡中，濑户内海与纪伊

水道的潮流相遇，由于二者的涨落时间不同而产生，春秋两季最盛，漩涡最大可

达到直径 20 米、时速 20 公里。 

 
 

 
 

  
心斋桥 / 道顿堀极乐商店街 

有很多饮食店，既有日本菜，也可以品尝到中国、韩

国、亚洲、美洲和欧洲等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

同的风味。 

 
 

 

早餐：酒店         // 午餐：神户 牛排 ( 或猪排 )                   //   晚餐：螃蟹 套餐      

酒店：大阪 . Sunroute Namba 酒店    或同级 
 

01 MAY  第九天      大阪 / 吉隆坡     MH 53 (1100/1705)     早餐后，送往机场返回温暖的家乡。 

************************************************************************************************************************* 
** 请注意：住宿酒店, 午晚餐及旅游景点若遇特殊情况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变更之权利与义务！**     **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 

 
 
 
 
 
 



【 Hotel 】 

★金泽 . 国际 酒店   /  Kanazawa . Kokusai Hotel     

 
 
★白桦.  池の平  (温泉)     /     Shirakaba .  Ikenotaira  Hotel ( Hot Spring )      

 
 

★广岛 . 王子酒店    /   Hiroshima.   Prince Hotel      

 
 

★ 道后 . 王子酒店    (温泉)  /    Dogo.   Prince Hotel  ( Hot Spring )        

 
 

★高松  .  Rihga Royal Hotel     /  Takamatsu  .   Rihga Royal Hotel 

 
 

★德岛 . Daiwa Roynet Hotel   /   Tokushima   . Daiwa Roynet Hotel    

 
 

★大阪 . Sunroute Namba 酒店   /  Osaka. Sunroute Namba Ho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