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Jalan Metro Pudu , Fraser Business Park ,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92222228          Fax: 03-92222298         E-mail: sales@HelloHolidays.com.my 
 

九天七晚 日本深度之旅 -立山雪壁绝景/合掌村/四国- 德岛/鸣门涡潮/ 
富山郁金香/富士山芝樱祭/富山郁金香/大阪/京都/神户/金泽/高山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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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见稲荷大社~ 高山 

  
伏见稲荷大社 

是在公元 8 世纪，致力于大米和酒的神由畑家庭。随着农业的作用减弱，神被纳

入，以确保繁荣商业。如今，靖国神社是日本最流行的之一，是头神社约 40,000 稻

荷神社分散在全国的长度和广度。 
 
 

 
 

  
高山阵屋 

这是江户时代的代官所，过去曾在日本国内有 60 处以上，可是现存只有高山一处

了。在江户时代进行统治管理的地方。在这之中有官员的府邸以及包括收纳税收的

仓库，总称为阵屋。管理裁判所和纳税的政府部门。由于可以从资源丰富的山林中

出产资源（木材）和地下资源中获取矿材（金银铜铅），所以高山是江户幕府直接

管辖的地区，成为了幕府的经济基础。 

 
 

高山古街：上三之町 

素以古街市闻名，自古就是庶民的居住买卖之所，以商人汇聚之街繁盛至今。远在

300 多年以前，大名及郡代、代官等在此设立馆邸——阵屋。被指定为完好保存了

日本重要的传统建筑群的代表性地域，至今仍只有不破坏其茶色黑色基调的建筑物

才被允许新建或改建。所用的木材据说是以古有不可采伐之说的桧树杉树等 5 种高

级树木，为掩盖其宅邸的奢华，以防止官府发现后予以破坏，只好用柿子汁及烟灰

涂抹，遂成一片灰黑。以酒窖、家庭咖啡为代表的饮食店、工艺品店铺等多数使用

古已有之的老式建筑。 
 

  
樱山八幡宫.高山屋台会馆 (Takayama Yatai Kaikan) 

樱山八幡宫内的屋台会馆，保存着秋季高山祭巡游时使用的 11 台神轿彩车（屋

台）。这里每年举办三次神轿彩车展示活动（3 月、7 月、11 月），每次轮流展出

其中的 4 台。届时，将重现高山祭巡游时的场面，并有侍奉神（社）的未婚女子

（日语称“巫女”）现场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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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高山. Hida Plaza Hotel (温泉)      或同级 

 
25 APR  第三天      高山~ 白川乡合掌村 ~ 金泽  ~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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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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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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泽. 近江町市场 

 
 
 
 
 
 
 

 

  
长町武家屋敷 

长町是位于金泽城下区，是武士和他们的家庭所居住的地方。该地区保留了历史氛围

与剩下的武士住宅、土墙、私人大门入口、狭窄的小巷和水渠。其中一个主要景点是

位于中心的“野村家”，修复了的武士居所中，展示的文物和生活方式显示出当时武士

的富庶。与其对比的是“老铺记念馆”，这是一间修复的药房，显示了商人的生活水准

慢慢提高，同时武士阶级则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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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富山. DAIWA ROYNET 饭店   或同级 

 
26 APR  第四天      富山 ~ 郁金香四季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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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5/05 郁金香博览会)郁金香四

季彩馆 

日本国内最多！600 种品种，250 万棵

的郁金香色彩鲜艳地开着！博览会期

间，也举办召开各种各样的时尚花展等

充满了很多乐趣!!在会场里，有用郁金

香画的动人的地上画或是在葫芦池里浮

现出罕见的水上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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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PR  第五天      世界影绘美术馆 ~富士山芝樱祭 ~ 静冈茶之乡博物馆 (品尝茶道文化) ~ 浜松温泉   

世界影绘美术馆 

呈现日本传统艺术之一--剪纸，在黑暗中利用灯光和玻

璃反射的作用，将人们带进梦幻的气氛；馆内也收集

了影绘巨匠藤城清治的众多作品，纤美精确、丝毫不

带瑕疵的画面，幅幅都是色彩光影画出的细致之诗；

几幅大型作品甚至加上与镜、水的交错，创作出虚幻

又魅惑十足的神秘感 
 

 

 
富士山芝樱祭 

首都圈最大规模的「富士芝樱祭」，是在?

地约 2.4 公顷的会场里，种植了 80 万颗芝

樱的花海，芝樱与富士山共同编织出梦幻般

美丽的景色。迎向第 6 年的活动，期间红、

白 乡间呈现出「壮观的粉红色芝樱」。 
 

 
 

 
茶之乡博物馆 

静冈，是绿茶之乡， 来到这里，你除了可以品尝到一

些与茶相关的食物外， 还能有不一样的体验活动。 ... 

博物馆内有展示中国、土耳其以及尼泊尔及英国的茶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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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滨名湖. Hamanako Grand Hotel Sazanamikan  ( 温泉 )    或同级 

 
28 APR  第六天      浜松  ~  京都 ~ 神户 

岚山 ( 含船游 ) 

 岚山渡月桥 

最初建于平安时代 (794-1185)，在 1930 年重建，河

岸公园提供了绝佳的休闲场所；特别是在 4 月初樱花

盛开之时，以及 11 月中枫叶转红的时候最为壮观。 
 

 磋峨野竹林步道 

漫步于寂静的围篱小径通过高耸的竹林 
 

 

  
 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 

清水寺是日本最有名的寺院之一。始建于 780 年，属于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宗派法相

宗。1994 年，清水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之中。清水寺最出名的是其木制台阶，

长达 13 米从山下一直通向大厅。从观景台(清水寺的舞台) 可以看到京都的美景，春

天可以放眼粉红色的樱花，秋季可以看到京都的枫树美景。舞台结构建筑没有使用

钉子，与被市委观音灵堂的长谷寺和石山寺同样结构，体现出对观音菩萨的崇敬。

寺内供奉着千手观音及其他观音像。  
 

早餐：酒店                         //         午餐：京都豆腐宴                //   晚餐：日式和风料理 

酒店：神户.  东急 REI 酒店       或同级 

 
29 APR  第七天      神户 ~ 四国 ~ 德岛 

 
神户市厅舍展望台 

神户市政府大楼，搭乘 24 层电梯展望台，观看神户市港口或街景。 

 
 
 
 
 
 



 
神户港湾 MOSAIC 区 

象征神户港町 21 世纪风貌的临海公园区内，有 1~3 层的约 100 多家的商店美食

街，每一家店都富有各自独特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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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牛排 ( 或 猪排 )              //   晚餐：海鲜火锅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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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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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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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 套餐              //   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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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参考酒店如下】 
 
 
 
 
 
 
 
 
 
 
 



【 Hotel 】 
 

★ 高山 . Hida Plaza Hotel  (温泉)   /  Takayama . Hida Plaza Hotel   ( Hot Spring )      

 
 

★ 富山 . Daiwa Roynet 酒店  /   Toyama. Daiwa Roynet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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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滨名湖 . Grand Hotel Sazanamikan  ( 温泉 ) / Hamanako . Grand Hotel Sazanamikan   ( Hot Spring )    

 
 

★ 神户.  东急 Rei 酒店  /  Kobe. Tokyu Rei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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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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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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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