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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到日本北陸，在一片銀白世界，和親愛的家

人朋友，一起迎接新年到來。

大年初一，我們入住有如置身綠州的東京樁山莊，接著

前往位於能登半島上的九十九灣海灣上的百樂莊，這裡

有神秘的洞窟風呂，可邊泡湯邊享受能登半島的九十九

灣美景，新年第一天，滿滿福氣全納入懷。

在金澤，我們要前往湯涌溫泉，入住被寂靜及芬多精圍

繞的金澤百樂莊 。在鮮有外來遊客的精緻旅宿，享受和

親愛的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時光。

當然，一路的美食也不能錯過。季節限定的加能蟹、比

賽嬴家的冰見牛，以及有如寶石般珍貴的富山白蝦，都

在此趟春節之旅的美食清單裡。

美食在舌尖的味道、山中溫泉旅館的溫度和寧靜、海

邊星光下的能量湯宿，以及綿延不絕的白茫茫雪景…是

2023 年的春節記憶。

雪國的溫暖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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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能登九十九灣百樂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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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登 九十九灣 百樂莊 米其林三星

米其林指南富山·石川（金澤）2016 特別版 米其林三星

位於能登半島上的九十九灣海灣上的百樂莊，

是擁有日本唯一的海洋深層水洞窟風呂的溫泉旅館。

神秘的洞窟風呂，在地下 30 公尺的洞窟內，

可邊泡湯邊享受能登半島的九十九灣美景，

也可搭館內電梯直通獲選日本百景的九十九灣風景，

峽灣美景，有如北歐一般美不勝收。

能登九十九灣 百樂莊在旅遊網站「TripAdvisor」、

「樂天旅行」、「Booking.com」獲獎無數，

被評選為一生必去的地方。

有著「一百種期待」的稱號，為最佳靜謐之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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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金澤百樂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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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湯涌溫泉 百樂莊 本館米其林三星 別邸米其林四星

米其林指南石川 2021 本館及別邸均摘下旅宿星星  

湯涌溫泉位於極少被遊客打擾的金澤山野裡。

每間客房均由著名設計師監修，

有如獨享別墅般的氛圍，以及坐擁山林的極佳位置，

入住期間，旅人被寂靜及芬多精圍繞，

即便只是待在房間裡，都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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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東京椿山莊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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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椿山莊酒店

入住房型：Prime Executive Suite 60m

於明治時代元勳山縣有朋公在此建築的庭園宅邸，

為位於東京的高級飯店，從神田川步行即可抵達。

所在地點鄰近新宿，在歷史悠久的庭園中，

可以遠離日常喧囂，平靜心靈。

有如森林般的庭園，令人難以想像身處東京，彷彿置身綠洲。

於此享受宛如明星待遇的世界級服務，並度過隨四季變遷的悠然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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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陸旬之海鮮 -白蝦  富山灣的貴婦人

位於富山的百年名料亭「松月」端上桌的白蝦會席，

是傳承四代的手藝。

其中特別為老饕推薦的「福丸子」，

是用超過 200 隻白蝦製作的手工炭燒蝦丸餅，一口咬下，

白蝦的鮮甜在口中瞬間爆開，擴散整個味蕾，

是松月的獨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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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能蟹  石川縣捕獲的雄性帝王蟹  

「加能蟹」是金澤冬天的代表美食，

只能在石川縣捕獲的雄性帝王蟹，

名稱源自於石川縣加賀及能登兩地名而來。

加能蟹的開放捕獲期間是 11 月 6 日至 3 月 20 日，

約在 11 月 7 日便可在市內的市場中看到剛捕獲的加能蟹，

蟹上  掛著的藍色標籤上記有石川縣內的捕獲漁港名稱，

其中，以金澤當地產的特別受到好評，

最常見的吃法為燙煮，

也有人獨好生吃或涮蟹的鮮嫩甜美。

是冬季限定美食。

季節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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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見牛  近畿地區和牛比賽贏家

1995 年開始被認定為品牌名稱， 

近年來，因農民努力和育肥技術改進，在近畿地區的和牛比賽中，

被公認為是競爭第一名和第二名的黑毛和牛。 

冰見牛之所以美味，是因在山中綠化的環境中，

保持適宜的養殖密度，避免壓力，並使用自產的優質粗飼料。

而每位飼養者在熟練的育養技術中，

融入自己的愛和真誠，也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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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東照宮  冬牡丹祭：1 月 ~2 月下旬

一般的牡丹花開花季節約在春天 (4-5 月 )，但在上野東照

宮內，有一種特別品種的牡丹品種，在春雨冬寒之際依然

綻放盛開，故有冬牡丹之稱。

上野東照宮一年會舉辦兩次牡丹祭，一次是冬牡丹，另一

次是春牡丹。每年的 1~2 月是冬牡丹盛開的季節，東照宮

特別為了這些嬌客，特別為每株牡丹花搭建稻草斗篷以防

風吹雪壓。鮮豔花朵配上潔白的雪地，是冬天的一幅美麗

風景，而上野東照宮，也是日本冬天賞冬牡丹的三大名所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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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倉合掌造聚落  世界遺產的童話世界  

位於五箇山中，保存完整的茅葺民家，有著獨特的傳統技法，

整個聚落保留了古日本的原始風景，因其歷史景觀保存良好，

被日本政府選定為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物保存地區。

不同於白川鄉的觀光氛圍，相倉的合掌村，

更像秘境般有著山中的田園美景及氛圍，

在這裡，會瞬間以為自己走入童話世界。

相倉合掌造聚落與白川鄉合掌村及京都美山茅聚落，

三處並列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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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六園  日本三大名園

被譽為日本三大名園，

園區內共植有五千多株花木和小橋、飛瀑、石燈籠和亭台水榭，

中央以大池貫穿，隨處可見日式山水與涼亭，

無論在哪個地點都能鑑賞全景。

兼六園的名字是因設計概念同時具備六個景觀元素

「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泉、遠景」而命名。

另外，冬季為了防止大雪壓垮樹枝而做的防禦措施－雪吊，

是只有此時節才能感受的風情。

白米千枚田點燈  日本文化遺產

在輪島，每年入秋之際，梯田收割完後，

到了冬天因為天氣過於寒冷無法耕種，

當地居民就立起一根根的燈

讓旅人不只在白天可以欣賞美麗的梯田，

夜晚更有數萬隻燈柱為梯田亮起，

梯田配上燈海，每 15 分鐘就變換色彩，

壯闊又浪漫的景觀，為季節限定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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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島塗

「蒔繪」和「沉金」美麗傳承

輪島塗指的是在輪島所生產的漆器，

其特色是質量極輕及美麗的塗漆花紋，

其中塗料的持久性也是輪島漆的魅力之一，

更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重要無形文化財。

輪島塗使用了「蒔繪」和「沉金」兩種塗漆技術，

「蒔繪」是用金粉直接在表面漆上花紋，

觸感是向上浮起；「沉金」則是用雕刻刀雕出花樣後，

再鑲上金粉或金箔，觸感為向下凹陷的感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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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林寺客殿  北陸版琉璃光院

青林寺有如北陸版的琉璃光院一樣，

尤其在御便殿中全部用檜木製作成的折上格天井，

與日式庭園綠樹，再搭配上反射度極高的桌子，

完美的反射出綠意的美景，

2017 年被國家登錄為有形文化財後，

更是成為當地人氣景點。

武家敷屋遺跡  野村家

座落於藩政時代的加賀藩中上階層武士宅邸的長町一帶，

野村家是唯一被公開的武士宅邸，美麗的庭園極具人氣。

曾經於 2009年 3月發行的觀光景點評定指南「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文版上，

摘得二星的場所。

優美的庭園內，有各種形狀的燈籠和小橋，

其中有棵樹齡 400 年以上的楊梅，還被指定為金澤的保存樹種。

來到野村家，別忘了好好體會江戶時代的武士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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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美術館  傳統工藝城市裡的現代藝術

在金澤這樣傳統的工藝城市裡，

有一間極具現代感的 21 世紀美術館，

巧妙地將自己融合在傳統氣息裡，卻又不失自我本色。

21 世紀美術館不只是單純觀賞繪畫和作品的場所，

在這裡透過互動的體驗，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的樂趣所在，

裡面也能發現到台灣藝術家的展覽，

終年吸引在地人及國外觀光客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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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1  /  22 日  

松山機場→羽田機場→上野東照宮 冬牡丹祭→川村牛排頂級神戶牛→東京

奢華飯店 椿山莊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川村牛排頂級神戶牛

住宿：東京椿山莊酒店

* 本日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20：00

Day 2    1  /  23 一 

早餐→搭乘國內線：羽田空港─富山空港→能登玻璃美術館→能登九十九灣

百樂莊二連泊

午餐：松月白蝦會席

晚餐：飯店內晚宴

住宿：能登九十九灣百樂莊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9：3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8：30

Day 3   1  /  24 二 

早餐→能登外浦海岸 ~ 大海的泡泡浴→輪島神轎會館→【輪島塗】~ 輪島漆

藝體驗→白米千枚田點燈→能登九十九灣百樂莊

午餐：河豚料理

晚餐：飯店內溫泉會席料理

住宿：能登九十九灣百樂莊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9：2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7：20

Day 4    1  /  25  三 

早餐→青林寺客殿→雪中童話世界：相倉合掌村→金澤百樂莊二連泊

午餐：冰見牛料理

晚餐：飯店內溫泉會席料理

住宿：金澤百樂莊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9：0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8：00

Day 5    1  /  26  四 

早餐→兼六園→見城亭包場日式御膳→武家敷屋遺跡 ~ 野村家→ 21 世紀美

術館→金澤百樂莊

午餐：兼六園內見城亭包場日式御膳 

晚餐：加能蟹料理

住宿：金澤百樂莊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9：30

預計抵達飯店時間：約 18：00

Day 6    1  /  27 五 

早餐→ AEON MALL 新小松→小松機場→羽田機場→松山機場

午餐：日本料理梶助

本日預計出發時間：約 9:00

* 早上用餐完後，專車前往小松機場搭乘國內線班機到羽田機場，再由羽

田機場直飛回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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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

富山縣
石
川
縣小

松
機
場

Day2-3能登九十九灣百樂莊

羽
田
機
場

Day1 東京椿山莊酒店

富山機場
Day4-5
金澤百樂莊

航班參考資訊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2023/1/22(日) 08:50 2023/1/22(日)12:30 松山─羽田 中華航空CI220
2023/1/23(一) 10:00 2023/1/23(一)11:00 羽田─富山 全日空NH315
2023/1/27(五) 10:30 2023/1/27(五)11:40 小松─羽田 全日空NH754
2023/1/27(五) 14:15 2023/1/27(五)17:15 羽田─松山 中華航空CI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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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1. 費用：台幣 195,000 元。

報名時請繳交 50,000 元訂金，以確保您的

席位。餘額請於出發前一個月繳清。

2. 費用包含

● 全行程參訪費用、導覽、食宿、交通、門

票等。

●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險 500 萬，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政府規定 15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 司機導遊服務小費。

● 每人一台 WIFI 機。

● 每日晚餐每人一壺日本酒或洋酒。

3. 費用不包含

● 台灣日本來回機票。

● 日本國內線機票。

● 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 行李超重費

●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

飲、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額

4. 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 報名流程

Step1→�線上報名，或來電由專人為您 處理

報名手續

Step2→�繳交 50 ,000 元訂金，回傳繳款單、

護照影本

Step3→ 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Step4→ 辦理出國手續

Step5→ 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 機場集合、出發

6. 補充說明

● 全團人數：22 名，本團最低出團人數：18

名。

● 團費為兩人一室。單人入住需另外報價，

入住三人房不另折價。

●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

資訊，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

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確行

程。

● 為保留各位貴賓的房間及機位之權益，請

於報名完成後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尾款請

於指定時間前繳清。

●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公司保有

活動最終說明權，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

有離隊放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 因天候因素可能導致花況改變，敬請見諒。

● 此行程所有取消規定及扣款原則，以交通

部觀光局旅遊定型化契約之規定為準。

● 如在出發前確診新冠肺炎或仍在管制時間

內，主辦單位有權利拒絕旅客參團，旅客

因此產生的可能損失，將由旅客自行負擔；

惟我方會盡量協助旅客向相關場域爭取，

減少顧客損失。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和新冠肺炎相關之進出國規定，以中華民

國 CDC 及各國政府之宣布為準。

● 如有任何問題，請和您專屬的旅程服務專

員聯絡。

7. 報名請洽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一段 369 號 2 樓 ( 近台鐵汐科站 )

電話：(02)8643-3517、8643-3581、

8643-3926、8643-3543、8643-3905

傳真：(02)8643-3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