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春櫻立山★雪之谷.兼六園.米其林合掌村.三町美食.輕井澤騎單車.溫泉 5 日遊

成團人數» 1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8,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KHQJLD80417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早鳥優惠~02/05 前報名付訂(2 人同行~第 2 人省 NT:2000)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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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早鳥優惠~02/05 前報名付訂(2 人同行~第 2 人省 NT:2000)
✿❀春色滿喫－櫻花狩✿❀櫻花可說是日本的精神象徵，它的花開花落，驚鴻一瞥的生命，有如日本人人生觀的貼切表
現，詠歎櫻花那短暫卻豔麗生命的獨特美學。北陸區－世界遺產「合掌村」、立山黑部壯麗的雪谷冰牆，櫻花與湖光春
色，飛驒高山櫻姿、輕井澤的微風等，是春天不容錯過的美麗景致。
✿❀日本的阿爾卑斯－立山連峰✿❀ 橫跨日本阿爾卑斯山脈之旅～立山黑部的自然景觀之美！途中六種別具風味的交通工
具也是一大特色，在搭乘的過程中可以完全的欣賞到立山黑部的獨特景觀，是一趟深度的山岳之旅。
✿❀『米其林三星評鑑』世界遺產－白川鄉合掌村✿❀ 地處豪雪地帶、再加上山區地形阻絕、形成地域獨特的風俗文化，
至今仍完整保留為日常生活之用，其中以合掌型的茅草家屋最為著名。為防積雪而建構的急斜面的茅草屋頂，有如兩手合
掌的形狀，目前尚有 113 棟，屋旁田地園圃交錯銜接，構成一幅濃厚懷古幽情、山間農村的田園景觀，於 1995 年 12 月聯
合國文教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以來，世界各國觀光客蜂擁而至。
✿❀ 『米其林二星景點』上三町古街美食品嚐～三項小點✿❀ 古街美食品嚐～三項小點：特別贈送漫步『美食三項小
點』，品嚐當地有趣及特色美味。PS：漫步美食三項小點的內容依季節而定會有些許調整，敬請瞭解！
■『米其林三星評鑑』～兼六園：被稱為日本三大名園之一，它形體格局完備，具「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泉、眺
望」等六勝，因而被命名為「兼六園」。春天園內百間崛、石川門都有古老櫻木，曲水兩岸植滿櫻花，從橋上遠眺櫻花，
兼六園內總共栽植有 420 株櫻花，分別是彼岸櫻、染井吉野櫻、山櫻、里櫻等品種，以及熊谷櫻等珍貴品種，最旅人受注
目及喜愛。(開花時段依當年氣候狀況而定)
■輕井澤～騎乘單車(或)喝咖啡：輕井澤銀座一帶春夏新綠風景是單車旅遊的主要路線之一，您可以自由自在通過最迷人的
綠光森林小徑，享受迷人的異國風光。如不騎乘單車，可享受綠光輕井澤銀座旁咖啡小館的甜蜜咖啡，真正感覺旅行的悠
閒和慢活的樂趣。
■『米其林二星評鑑』上三町：為昔時商家聚集的城下町中心之三町古街，均保存其傳統古宅，有小古都之美稱；安川通是
三町的中央地點。不論是到上三之町或下町中，黑木格、低屋簷、白紙障的舊式民家一家接一家，散步於此可以體會為何
日本女性會為高山市著迷。散步於飛驒三之町古街上，感受江戶風情的薰陶。
■安排日本地區有名之純和風式溫泉，並享受泡湯樂趣及日式會席料理。

■全程安排住宿二人一室、舒適、寧靜、品質有保證。
■全程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航班時間參考：依航空公司飛行日不同,班機亦有可能作調整,敬請見諒!!
★【花期短暫】★ 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花期無法保證，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
諒！！
附上櫻花前線網站～供自行參考： http://sakura.weathermap.jp/

【世界遺產 白川鄉合掌村】
地處豪雪地帶、再加上山區地形阻絕、形成地域獨特的風俗文化，至今仍完整保留為日常生活之用，其中以合掌型的茅草
家屋最為著名。為防積雪而建構的急斜面的茅草屋頂，有如兩手合掌的形狀，屋旁田地園圃交錯銜接，構成一幅濃厚懷古
幽情、山間農村的田園景觀。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成田空港→飯店
今日帶著一顆愉悅的心，齊聚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員幫忙辦理出境手續，飛往日本首都～東京。抵達後專車前往飯
店，高原相連的群山峰，在森林覆蓋的緩坡上，修築了許多條登山路線，從大都市來這裏交通特別方便，登山者紛至遝
來。部份山麓還是畫家、雕刻家等藝術家的知名的聚集地，或許還散佈著許多獨具個性的工作室、畫廊。部份位於長野縣
茅野市北部蓼科山西麓，是湖面海拔 1416 米、最深處達 9 米的人造湖，屬八岳中信高原國定公園。部份飯店距離都心大約
兩小時三十分左右，不僅融合自然，也帶有都市洗練風采吹過林梢的風一起散步高原，享受道地度假飯店的優質服務。或
溫泉江戶時代即廣受民眾喜愛的蓼科溫泉，在飯店的露天浴場中，一邊泡溫泉，一邊欣賞滿天星斗，是最美麗的溫泉詩
篇。
【食】早餐：甜蜜溫暖的家午餐：壽司餐盒+飲料或自選餐￥1000 晚餐：迎賓溫泉會席料理或和洋自助百匯料理或御膳風
味定食
【住】八岳 ROYAL 或 白樺湖池之平 或蓼科 RESORT 或 濱之湯 或 澀之湯 或 華乃井 或 蓼科 GRAND 瀧之湯 或 GRAND
或 PARK 或 八岳高原 AMBIENT 或 春日居 或同級

第 2 天 飯店→櫻花名勝（4/中旬）高山～『米其林三星景點』「上三之町」～特別贈送漫步美食『三
項小點』、古街巡禮，傳統之美韻味十足→世界文化遺產『米其林三星評鑑』～櫻花名勝（4/中旬）
白川鄉合掌村→『米其林三星評鑑』日本三大名園～兼六園櫻花百選，(4 月上旬～4 月下旬) →飯店
早餐後前往【高山古街】保留傳統日式風格，走在日本江戶時代原色古味的建築當中，幽雅靜謐的氣氛，展現了日本文化
傳統美，是高山地區最有人氣的旅遊景點。自古以來，一直是飛驒地區(現在的岐阜縣北部)經濟重地的高山古街有著「飛驒
的小京都」之稱。樸素的老街兩旁盡是日本江戶時代風味的街屋宅第，屋簷下的清晰小水道更加點綴了這歷史文化街區。
沿路酒店、味噌店、雜貨店、咖啡廳、餐廳、紀念品店等現代商店林立，但絲毫不損老街的歷史風情。路邊小攤的飛驒牛
烤肉串以及牛玉(裡面包著牛肉的章魚燒)，是高山的名產，難得一趟的高山古街之旅，必定要嘗試這高山古街的美味。高山
古街是 400 年前高山城城主金森長近效仿京都開發的城下町(城堡周圍的城市)。金森長近是豐田秀吉麾下的歷史名將，在飛
驒地區留下城郭、神社與佛堂等許多歷史遺跡。金森長近曾在千利休及古田織部等茶道名師之下學習，據說高山如此優美
的街景就是受到茶道深奧的境界所帶來的獨特美感的影響。人稱「不知上三之町者不可言高山」的高山市，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位於【上三之町】的古街道，也是高山最著名的觀光勝地。由千排格子構築而成的古街建築中，古色古香的工藝館、
造酒屋、餐館等店家林立，漫步在其中可感受到濃濃的江戶風情。特別贈送漫步美食『三項小點』，品嚐當地有趣及特色
美味。PS：（漫步美食三項小點的內容依季節而定會有些許調整，敬請瞭解！）後往【白川鄉合掌村】地處豪雪地帶、再
加上山區地形阻絕、形成地域獨特的風俗文化，至今仍完整保留為日常生活之用，其中以合掌型的茅草家屋最為著名。為

防積雪而建構的急斜面的茅草屋頂，有如兩手合掌的形狀，目前尚有 113 棟，屋旁田地園圃交錯銜接，構成一幅濃厚懷古
幽情、山間農村的田園景觀，於 1995 年 12 月聯合國文教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以來，世界各國的觀光客蜂擁而至。最早披
露「合掌造」民居的造型而引起全球驚艷，是一位德國建築學者布魯諾．陶德。他在 1935 年抵日從事傳統住宅樣式的田野
調查，實地走訪調查「合掌造」傳統居屋之後，不禁讚譽合掌造為「極端合理，就連日本境內也相當罕見的傳統庶民建
築」。現存最早的「合掌式」建築，是已有 400 年歷史的「田村家」住宅，被列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目前白川村
還有 600 位居民，在「世界遺產」區域內的「合掌村」，共有「合掌式」建築，約佔整個村落的 1/4；居民自覺守護家園，
天助自助者的寫照。【兼六園】被稱為日本三大名園之一，它形體格局完備，具「宏大、幽邃、人力、蒼古、水泉、眺
望」等六勝，因而被命名為「兼六園」。春天園內百間崛、石川門都有古老櫻木，曲水兩岸植滿櫻花，從橋上遠眺櫻花、
杜鵑花和燕子花是最好的位置。兼六園內總共栽植有 420 株櫻花，分別是彼岸櫻、染井吉野櫻、山櫻、里櫻等品種，其中
更以中央千歲橋附近兩棵多重花瓣的菊櫻，以及熊谷櫻等珍貴品種，最受注目。兼六園的花季概分為兩段，4 月上旬到中旬
是染井吉野櫻開花期，下旬後才是菊櫻滿開的時期，要看奇櫻要把握時間。(開花時段依當年氣候狀況而定)。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高山飛驒和風料理 或 山菜 朴葉味噌料理晚餐：溫泉迎賓會席料理 或 和洋自助料理 或 鄉
村和風料理
【住】礪波 ROYAL 或 金澤東急 或 立山國際或 日航 或 能登 ROYAL 或 富山全日空 或 富山大和 ROYNET 或 第一 或
EXCEL 東急 或加賀八汐或同級

第 3 天 飯店→立山黑部阿爾卑斯路線(中部山岳國家公園) ～搭乘六種交通工具→立山連峰→【電纜
車】（或）代行巴士～美女平【高原巴士】→室堂【隧道巴士】→大觀峰【空中纜車】→黑部平【黑
部地下纜車】→黑部湖【散策】→黑部水庫【關電山路巴士】→扇澤→飯店
【立山連峰】橫跨日本阿爾卑斯山脈之旅～立山黑部的自然景觀之美！途中六種別具風味的交通工具也是一大特色，在搭
乘的過程中可以完全的欣賞到立山黑部的獨特景觀，是一趟深度的山岳之旅。最高點到達海拔 2450 公尺的室堂，沿途高山
四季的綺麗景觀，以及工程建設的鬼斧神工之妙，保證令您嘆為觀止。搭乘電纜車至【立山車站】自標高差約 500 公尺緩
緩地由山地帶到低山帶駛出立山車站出口，立山群峰以保有遠古時代自然壯觀之氣勢迎接造訪的遊客。搭乘高原巴士至
【美女平】森林變化生動的視野展現於車窗每個角度，被指定為「適於森林浴．日本百選」之一的山毛櫸林，此外樹齡有
300 年的巨大立山杉樹等原生林生長於此。搭乘無軌道電車至【室堂】立山三山的雄山．淨土山．別山聳立儘入眼簾；室
堂平也是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觀光路線的中心地，作為立山登山的基點。搭乘空中纜車至【大觀峰】長達 1.7 公里的立
山空中吊車，以無支柱直跨方式，長度為日本第一而自豪 可一享廣闊空中散步輕快感～欣賞山頂周圍一幅不同的景色猶如
一座移動的眺望臺。搭乘地下纜車至【黑部平】從黑部平庭園可眺望到後立山連峰，立山東壁的岩峰和田地平的樹林。徒
步前往觀賞～攔截御前澤所形成的人工【黑部湖】在聳立的群山間隙中，延伸著翡翠綠湖面。專車至日本最高的【黑部水
壩】其建構之宏偉，令人瞠目結舌。前往【扇澤】搭乘無軌道電車經過東洋第一的山洞隧道《全長六公里》。立山群峰以
保有遠古時代自然壯觀之氣勢迎接造訪的遊客。
※雪之大谷散策預定 2018 年 4 月 15 日～6 月 22 日，開放時間 10:00～15:00。
※依照天候情況、可能變更開始・結束時間及縮短路線。
※漫步大雪谷 (天候積雪狀況等 無法確保安全的情況 有可能中止)
※贈送「來山證明書」（於活動會場出入口）
※活動時間
平日 １０：００～１５：１５（１５：：００前入場）
六日・假日 ９：３０～１５：１５（１５：：００前入場）
※※立山→美女平間搭乘立山纜車或代行巴士。
※立山黑部的４個餐廳（立山餐廳、大觀峰餐廳、黑部平餐廳、彌陀原飯店）行程中會在適當的場所和時間內，提供午
餐，"彌陀原飯店"無法提供與其他餐廳同樣的九宮格便當，但料理內容相同。
※立山黑部登山地區為 3000 米高度的山地，氣溫與平地有很大的差別，請事先準備適當保暖衣物、帽子。另外，白雪容易
反光請注意防曬或攜帶太陽眼鏡等。
※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全線營運時間：4 月 15 日～11 月 30 日。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1800 九宮格風味料理 或 立山風味定食+名物 火鍋（4 人~6 一鍋）或鄉村定食料理晚
餐：溫泉會席料理或和洋自助餐 或日式定食料理
【住】松代 ROYAL 或 圓山莊 或 長野大都會 或 華盛頓 或 松本花月 或 輕井澤 GREEN PLAZA 或輕井澤 1130 或 同級

第 4 天 飯店→浪漫歐風小鎮～輕井澤 (皇家避暑勝地．浪漫歐風小鎮～輕井澤＊聖保羅教堂散策) 散
策→『特別贈送』騎乘單車散策於林間小道（或）浪漫咖啡屋喝咖啡→免稅店→台場夜風華～（日劇
人氣偶像拍攝地）→飯店
早餐後前往【輕井澤】隨著文人墨客的腳步，探訪素有「小瑞士」之稱的歐風小城鎮。而明治時期就已開發的約 600 公尺
的典雅街道上，透著歐式建築風情的商店林立，手工製作的點心或是充滿獨特設計的服裝飾品，也是日本天皇最愛的避暑
勝地、富歐洲山林風情，有『小瑞士』之稱的【輕井澤】四周為淺間山、鼻曲山、碓冰嶺等山峰環繞，夏季氣候涼爽，由
於位在海拔約 1000 米的高原地帶，落葉松和白樺樹鬱鬱蒼蒼，充滿清爽的綠意與西歐風情的異國情調，因此在 19 世紀
末，就成為日本有代表性的避暑勝地。【輕井澤散策】由輕井澤的代表－聖保羅教會，到舊三笠飯店，再到美術館一帶，
欣賞古色古香的洋風別墅建築，讓您悠閒度過這難得的懷舊時光。另外在輕井澤銀座，各種餐廳、咖啡館、喫茶店、精品
屋和流行商品專賣店鱗次櫛比，這些多彩的設施使這個度假區成為年青人樂於光顧的地方。特別贈送【騎腳踏車】輕井澤
銀座一帶春夏新綠風景是單車旅遊的主要路線之一，或您可以自由自在通過最迷人的綠光森林小徑，悠然地欣賞透過樹影
的光線，沿途雅致的別墅、渡假中心、教堂多如繁星，展現著休閒聖地輕井澤的魅力。▲若不騎乘腳踏車，可以改浪漫咖
啡屋喝咖啡。續前往【免稅店】採買禮品贈送親友。再後往【台場】位於東京都東南部東京灣的人造陸地上，是東京最新
的娛樂場所集中地，受到人們，尤其是年輕受到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青睞。台場的取名有這樣一段來由：1853 年，當時
東京還稱為江戶。台場的中心是“台場水色之城”，建有購物中心，其中一條流行服裝店街長約 300 米，及日本最大的美食
城，此外，還有可以參觀走紅電視節目製作過程的“富士電視臺”等。令人目不暇接，這座公園建在從新橋車站起跨過“彩虹
大橋”，延伸到台場的新交通系統“百合鷗”的沿線，站在公園中，可以眺望“彩虹大橋”的雄姿。此外，還有“面向女士的主題
公園” ──“帕萊特城”，其內部裝飾模仿 18 世紀歐洲的城市風格，容納了 140 多家店鋪。另「劇場型都市空間」的設計理
念，為國內外顧客提供購物、休閒遊玩及舒適的空間，讓顧客感受驚奇和感動。2012 年 4 月 19 日全新開幕營業，位在台
場著名地標富士電視台正後方，商場除了集結各種世界知名品牌、國內外的休閒品牌和充滿個性‧獨創性品牌等，各種對
時裝潮流敏感的品牌以外，在購物之餘還能夠體驗各種大規模的娛樂設施、東京名店聚集的美食廣場，及盡享餐廳樓層的
美食等，是富有多樣性和話題性的商業設施。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和風定食料理或釜鍋定食晚餐：台場自選餐￥1000
【住】幕張 NEW OTANI 或 幕張ＡＰＡ 或 舞濱歐亞 或 格蘭皇宮 或 千葉 CANDEO 或 千葉 GARDEN 或 品川王子 或 新
高輪王子 或 圓頂巨蛋 或同級

第 5 天 飯店→自由活動（逛街購物或者洽商、訪友）→成田空港→高雄
早餐後，您可自費前往 1:洽商訪友 2:SHOPPING、逛逛百貨公司、或地下街買些當下流行的時尚精品、當地特產饋贈親
友。爾後前往成田空港，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高雄，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５日遊。
～SWEET HOME～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晚餐：機上輕食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1.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1 人以下（含），特殊團不在此列。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
不得累計哩程數。
2.全程 2 人一室(含溫泉區)。如逢日本旺季期間(例如：黃金週 4/26~5/6、盂蘭盆節 8/9~17、日本新年 12/27~1/3..等)時，
原定住宿溫泉飯店如遇客滿則需改住市區飯店，請恕不另退費，特別叮嚀：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
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3.團體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雙人房+加床一間房)作業處理~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4.報名付訂金時請一併告之特殊餐食~例如:全程素食或不吃牛肉或其它….等等。及分房表(未滿 12 歲以下之小孩是否佔
床??)~【最晚出發 7 天前如無告知者(不含休假日) ，日本將無法接受處理特殊餐食及房型變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
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
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
時之需。
5.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68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
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6.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
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7.本行程已投保觀光局規定之最高 6800 萬元履約特約險內附加之每人 500 萬元意外死殘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生病不屬於意外險之理賠範圍】(依法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
8.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9.本公司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日本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
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恕無法指定，請依出發前之
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並保留導遊領隊依當地實際狀況前後調整行程之權利) 。
10.國外遊覽行程使用合法綠牌營業車(投保一億日幣保險)安全有保障；專業導遊 服務，安全、貼心、有保障。
11.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12.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
見諒。
13.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
及貴賓們的權益，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14.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15.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16.基於安全考量，使用游泳池、溫泉湯，請勿單獨前往，務必攜伴同行。
17.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外籍旅客敬請自行備妥回程
【離台】之機票航班等相關資料。
18.本行程所訂定之飯店費用皆以持"台灣護照"旅客為報價，若您是外籍人士或持外國護照參團，報價另加 NT2000。(join
tour 同等之) PS:並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19.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20.新規～（發表單位：日本國土交通省）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表資料，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
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每天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相關連結如下:
http://www.mlit.go.jp/common/000215058.pdf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友
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之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侯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