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山梨八岳秘境
採麝香葡萄星野渡假村

●有行旅獨家葡萄酒鄉之旅：日本山梨八岳星野度假村
●東京頂級旅宿：東京星野
●期間限定採麝香葡萄：親手採摘日本頂級葡萄
●品味勝沼釀造葡萄田園料理
●日本國家指定第一名勝峽谷昇仙峽遊群山奇岩
●日本最高JR小海線電車、童話小鎮、夢幻萌木の村
●清泉寮黃金牛奶霜其林佐山梨美景
●懷舊老時光純樸療癒力：富士五湖之最西湖合掌村
●嘗鮮河口湖餺飥麵食鄉土佳餚、五大湖KABA遊船樂
●東京建築巡禮：隈研吾大師打造根津美術館
●百年建築名作遇見米其林美食饗宴：根津釜竹

夏日限定/9.14~9.18



●住宿：
星野集團山梨八岳 （連住三晚）

●餐食：
晚—飯店 鐵板燒烤+和洋自助

猿橋
與岩國錦帶橋、木曾的棧並列日本三大名橋之
一，也被列為日本國家名勝。之猿橋長31公尺，
寬3公尺，其特殊的四層刎木支撐起全橋體結
構，聳立於桂川之上，串起了距地面約30公尺
的兩端，是江戶時期重要的商業連接道路，和
建築奇蹟，遊人可在此近距離感受山梨群峰環
抱、溪谷之美。

山梨
日本是亞洲國家中，少數擁有本土葡萄品
種的國家之一，山梨被譽為日本葡萄酒勝
地，距今已種植葡萄長達800年之久，利
用當地得天獨厚的氣候及土壤，孕育出特
有的『甲州種』，以光澤柔美、晶瑩剔透、
有清香的甜味為其特色，並將這份美味創
作出另類的『和』葡萄酒及具有地方風情
的葡萄料理。本次山梨旅程我們將帶著旅
人前往酒鄉重鎮，與知名酒莊來一場微醺
葡萄酒見學，讓您身心靈都有滿滿的收穫。

頂級星野酒店
星野集團Risonare山梨八岳位在優美的
山梨縣山區，是一座鄰近富士山的葡萄
酒度假村，整座飯店相當夢幻繽紛，以
葡萄酒色彩渲染其中，飯店融合在大自
然森林裡，充滿了療癒的氛圍，園區的
甜椒小路特色商店街暗藏多處驚喜，不
但具有歐風時尚感，也充滿了童真，迎
接遠道而來的旅人。

桃園機場
｜

成田空港
｜

日本葡萄酒鄉山梨
｜

日本三大奇橋之猿橋
｜

星野山梨八岳

Day1
9/14(一)



昇仙峽纜車
具有「日本第一峽谷」美名之稱的魅力絕景
昇仙峽，是日本全國觀光地溪谷首選，為秩
父多摩甲斐國立公園的一部份。起源於江戶
時期歷史悠久的昇仙峽，擁覽超完美360度眺
望景觀，我們將帶您搭乘全長1015m的纜車，
親睹各種奇岩怪石造物主渾然天成的藝術，
遠觀日本人心中神聖的富士山之美，走進心
靈的綠野仙蹤，與大自然對話。

勝沼釀造
成立於1937年的勝沼釀造一聲懸命致力於
研發最具代表性的日式葡萄酒，擁有長達百
年葡萄酒的生產歷史，雖然相較於歐洲葡萄
酒，算是較新產區，但酒廠年年脫穎而出獲
得大賞，在國際市場耀眼奪目具有極高知名
度，近年來勝沼釀造也提供深度的酒莊體驗
活動，我們將獨家為旅人預約專屬的製程參
觀與品酒之旅。

SADOYA酒莊

知名葡萄酒作家林裕森：或許在天然資源上，日本不
是最佳葡萄酒產地，但日本釀酒師卻擁有最廣博知識

走進 SADOYA酒莊那刻，彷彿來到歐洲中古世紀葡
萄酒小鎮，SADOYA起源於1917年，是日本產量第
一和風味居冠的葡萄酒莊，除釀造法國葡萄品種外，
也與日本獨有「甲州」、「麝香百里」葡萄混釀，充
分將山梨獨有氣候與優質土壤結合，孕育出來的特有
葡萄酒，更是被旅人寵愛喻為「怎麼喝都喝不膩！」
此行將在此葡萄酒莊見學，由專業達人帶領一探葡萄
酒世界奧秘。

昇仙峽纜車
｜

勝沼釀造
｜

SODAYA葡萄酒莊見學
｜

採麝香葡萄

Day2
9/15(二)

●住宿：
星野集團山梨八岳（連住三晚）

●餐食：
午— BISTRO Mille Printemps

葡萄酒莊田園料理
晚—飯店義大利料理



三得利白州蒸餾所

被喻為森林蒸餾所的三得利工廠，與南阿爾卑斯山
廣闊的大自然相依，獨家選用南阿爾卑斯山天然水
製作「純麥芽威士忌酒白州」，釀造出各種獨特的
原漿威士忌，史無前例的區分原漿酒的釀造，並以
獨有的木製發酵槽通過蒸餾所培育的乳酸菌生產出
別墅一格的新滋味，三得利以其專業的配酒師的匠
人技能，在2006年純麥芽威士忌白州 18年ISC國際
烈酒挑戰賽上獲得金獎，聲名遠播。

小海線電車（小淵澤至野邊山）

南阿爾卑斯山背後行走的小海線電車，是
日本JR海拔最高的高原鐵路，將遊覽最精
華一段，起至小淵澤站直到野邊山站，沿
途可欣賞美的令人讚嘆的八岳高原，天氣
好時，電車行駛途中也能幸運望見富士山。

清里車站、萌木之村

電鐵線上最夢幻的清里車站，也是全日本海拔第二
高車站，被群山包圍的車站小鎮，地處高原，風景
清幽，寧靜祥和的清里還有一個必打卡秘境，萌木
之村，這裡彷彿帶旅人前往宮崎駿卡通世界。

這裡充滿綠意，可愛的小木屋分布四周，有許多質
感的日式手工雜貨、居家小物與藝文創作，在萌木
之村制高點，還有一座特別的旋轉木馬。此外，在
此可以品嘗到隱身高原清泉寮中，美味濃厚的黃金
牛奶霜淇淋，邊享受富士山美景，身歷山城美景中。

三得利白州蒸餾所
｜

日本最高車站小海線電車
｜

清里車站
｜

萌木之村
｜

清泉寮霜淇淋

Day3
9/16(三)

●住宿：
星野集團山梨八岳（連住三晚）

●餐食：
午— BISTRO Mille Printemps

葡萄酒莊田園料理
晚—飯店義大利料理



合掌村西湖里根場
｜

不動茶屋餺飥料理
｜

KABA水陸兩用車遊湖
｜

東京星野

●住宿：東京星野

●餐食：
午—不動茶屋餺飥料理
晚—東京星野主廚迎賓料理

西湖里根場

想看合掌村，不必遠赴富山，位於東京近
郊的富士山五湖之一西湖湖畔，一片彷彿
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合掌村落近在眼前！
充滿樸質與新靈療癒力量的西湖里根場，
沿路充滿著陶藝、手工藝、紡織品藝術小
店，還可以遠遠的靜賞富士山美景！

不動茶屋餺飥料理

不動茶屋是河口湖
當地著名的美食名
店，以其獨有的鄉
土作法，用扁平的
烏龍麵加上蔬菜及
味噌燉煮而成的餺
飥料理，為饕客心
之所嚮！是來到當
地不可不吃的當地
特色美食。

Day4
９/17(四)

KABA水陸兩用車遊湖

乘坐刺激有趣的KABA水陸兩用車，悠然
自在的徜徉在湖面上，欣賞遺世獨立的湖
光山色，還有天鵝點綴其間，頗富趣味。

東京星野

旅人可以在最熱鬧的東京都心泡到真正的溫泉。
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看到結合日本傳統文化的用
心。能夠在最昂貴的市區中心，泡在十七樓高
的溫泉裡，頭頂是東京的天空，身邊是琥珀色
大手町原汁原味的溫泉，還可以隱約聽到車水
馬龍的聲音，真是奢侈啊！



隈研吾根津美術館
｜

米其林推薦根津釜竹
｜

微熱山丘南青山店
｜

賦歸成田空港

根津釜竹

名建築家隈研吾改建的百年老宅，飄來陣陣
美食香氣，那是享譽國際的烏龍麵店
《根津釜竹》，純手工打造烏龍麵，過程
強調最新鮮現場製作，獲選米其林最推薦餐
廳名單，在百家爭鳴的烏龍麵界微首屈一指。

Day5
9/18(五)

●餐食：
午—根津釜竹
百年老宅手打烏龍麵

微熱山丘

來自台灣的驕傲微熱山丘首家海外門市，就
坐落於東京僻靜的表參道南青山，耗資新台
幣上億元，特別指定隈研吾名建築師設計外
觀，建築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在此可以一
邊舒服的品茶享用鳳梨酥，欣賞綠意街景。

隈研吾根津美術館

知名日本大建築師隈研吾根津美術館，擁有七千
多件以上日本及東亞珍貴的藝術藏品，園內以其
傳統大和之美到近代日本建築、代表性日本庭園、
東方禪意，巧妙的融合在一塊，沿著美術館的幽
徑散步，時間像是被凝結在這美好的瞬間，輕柔
的隔絕了城市的紛擾，還給靈魂一絲最靜心的休
憩，順著長廊走進美術館的那一刻，與美學自然
而親密的展開對談，一股詩意油然而生。



報名資訊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編號

2020/09/14 09:30 13:30 桃園/成田 CI 100

2020/09/18 17:45 20:55 成田/桃園 CI 105

█ 航班參考

◎歡迎來電洽詢：
(02)8643-3581、8643-3926、
86433517、8643-3543

◎手機/LINE ID：
0989-689-609、0956-200-868、
0937982-238、0915-883-089

█ 費用：台幣128,000元。全團人數最多20名，10名以上成行。

█ 貼心安排
1. 安排當地特色餐廳或人氣料理，不安排旅行社風味團體餐。
2. 安排桃園機場環宇商務中心禮遇出關，快速通關尊榮體驗。
3.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強迫推銷，團費包含領隊及司機小費。
4. 每房提供一台WI-FI機，行程聯繫溝通分享旅遊體驗超方便。

█ 費用包含
1. 經濟艙來回機票(團體機票，團進團出)
2. 兩地機場稅及附加燃油稅。
3. 全行程參訪費用、導覽、食宿、交通、門票等。
4.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險500萬，20萬意外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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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費用不包含
1. 個人護照及相關簽證之費用。
2. 行李超重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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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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