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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世界文化遺產 

登上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 5 日 
富士山是日本神聖的象徵，每年七~九月份登山季，各地旅客前來富士山的朝聖 

喜愛登山的朋友，此生必來一回富士山，登上富士山迎接憾動人心的曙光 

上天賜予的自然美景，等您前來 

擁抱這瞬間的感動 

 

DAY1 

 

(三) 

 

台北／東京─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 
預計航班：中華航空 CI100  0855/1315 或 CI220 0900/1255 或 JL802 1000/1420 

早上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機前往日本東京，出關後專車前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參觀。 

 
【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日本國內共有大小一千三百多個的淺間大社，這裡是所有淺間大社的大本營。在社殿旁

有座「湧玉池」，池水是富士山的雪水融化滲入地底之後再自然湧出，終年不斷。在池水旁有一個汲水處可試飲

這天然的泉水，據說飲用後可以得到保佑。在富士山頂上有淺間大社的奧宮，明日我們登上山頂後即可看到。我

們先來本宮參拜，祈求明日登山能一切平安順利。 

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                  晚餐：居酒屋料理 

住宿：Hotel Route Inn 富士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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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四) 

 

靜岡─富士宮口五合目 ─ 富士山征服之旅開始 (兩日 8.6KM) 

經過昨晚充分的休息後，我們來到這趟行程的重點－富士山，我們將從富士宮口這邊登頂。富士宮路線，是四條

攀登富士山的路線中，到達山頂最短的路線。登山口的海拔較高，天氣晴朗時，可眺望伊豆半島到駿河灣的風光。

午餐後準備登上日本第一高富士山嚕，由於山上溫差大要準備好保暖衣物喔!! 爬山過程中，會有烙印的地方，拿

著購買的金剛仗去烙印留作紀念喔!!接著入住在山中小屋小憩，等待日出的美景嚕! 

 

登山提供會說日文登山教練： 體驗時間下午 1:30 出發， 所需時間約 4 個小時 

五合目登山口(海拔 2400m） 

下午 1:30 出發，往富士山途中有休息站，每個休息站都會作停留休息!!。在富士山上使用廁所每人約 100~200

元日幣。 

六合目(海拔 2490m) 

從五合目上來約 20 分鐘。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只有在靜岡側才看的到的寶永山(2963m)。寶永山是位於日本靜岡

縣御殿場市的一座火山，在寶永 4 年（1707 年）的寶永大噴火中誕生的，為富士山最大的側火山（寄生火山）。 

七合目(海拔 2780m) 

從六合目上來約 1 小時。在此歇息一會，準備延著彎道登山上坡，天氣變的會比較不穩定，但吹來的風還蠻涼爽

的。 

八合目(海拔 3250m)  

這邊變的比較會下雨。注意保暖，建議穿著防風防雨的外套。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五合目或六合目                 晚餐：山上小屋簡餐(咖哩飯) 

住宿： 御來光山莊 或 池田館 或 萬年雪山莊 或 同級山上小屋 

DAY3 

 

(五) 

凌晨富士山山頂 ─  富士宮 ─ 修善寺─淨蓮瀑布 

【征服富士山】體驗所需時間約 6~7 個小時(含夜間爬行) 

清晨時分，整理好裝備後，我們準備今日攻頂的行程。在攻頂途中可欣賞「御來光(日出)」(但富士山天氣變化多

端，也有可能都是霧喔) 。抵達富士山頂（海拔 3776m) 。富士山頂上的淺間大社奧宮與郵局，是您不可錯過的

景點，下午約 13 點回到五合目登山口，休息一陣子。 

爬完日本第一高富士山身心疲憊，我們來到伊豆半島知名的修善寺溫泉，泡泡溫泉，洗淨我們富士山登山的疲憊。 

 

【淨蓮瀑布】 

日本瀑布百選之一的淨蓮瀑布落差高度 25 公尺、寬度 7 公尺，壯麗的水瀑、磅礡的氣勢，為伊豆享負盛名的瀑布，

據說日本昭和天皇曾經為此讚嘆。淨蓮瀑布自古流傳著女郎蜘蛛傳説，頗具神秘感，瀑布周圍茂密的原始林，相

傳是蜘蛛精的巢穴，因凡人不得侵犯而入，因此至今仍保有美麗的景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A3%AB%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1%B4%E7%81%AB%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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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糰       午餐：富士宮炒麵               晚餐：日式懷石料理(慶功宴) 

住宿：Hotel LAFORET 或 同級 

DAY4 

 

(六)  

修善寺─土肥～Dream Ferry 橫渡駿河灣(從海上看富士山) ─清水港夢幻

廣場～超人氣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玉露之里(體驗在日式庭園的茶室裡

享受玉露綠茶與甜點) ─東京 

 

【夢幻廣場】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 

人氣動畫櫻桃小丸子的故鄉，就位在現在靜岡市的清水區。我們來到了夢幻廣場，這裡不但是個大型的購物商場，

裡面更有櫻桃小丸子故鄉主題館，裡面重現了小丸子的家、學校、公園及雜貨店等佈景，讓人就像是進到卡通一

樣，相機可是會喀擦喀擦拍不停，與小丸子一同留下美好的回憶，並有小丸子、花輪等等的各樣用品，讓您一次

買得過癮！ 

【玉露之里】體驗在日式庭園的茶室裡享受玉露綠茶與甜點 

來到茗茶之鄉靜岡，怎麼可以不品嘗一下正統的日式綠茶呢？靜岡的綠茶很有名，而在岡部更是綠茶中的極品《玉

露的故鄉》。沿著滿丘遍綠的茶園來到了玉露之里，在此不僅有豐富的綠野芬多精，更有大自然的綠野茶香，除

了視覺上的享受，更可滿足嗅覺上的奢侈。特別安排品嚐綠茶的頂級品～玉露，並贈送貴賓品嚐抹茶甜點，讓大

家唇齒留香。 

 

【東京逛街】 

接著我們驅車返回東京市區，讓大家可以好好地逛街，慢慢的購物。所有還沒有購買的土產、藥妝、服飾等等，

您都可以在東京一次購買齊全。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日式餐點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京王 PLAZA HOTEL  或同級 

http://www.keioplaz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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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日) 

東京自由玩樂  

預計航班：中華航空CI101  1430/1715 或 CI221 1435/1715 或 JL805 1115/1405 

可利用此日自由行，去想去的地方，提供以下幾個建議可由導遊引導帶多的一方搭便捷的捷運地下鐵。 

1.去一代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創作出的MIDTOWN中城逛最有現代建築美與前衛新地標參觀或至充滿活力。 

2.去很前衛標新立異的原宿，沿竹下通約1公里摩登街道觀賞新潮商品與奇裝異服的日本新生代，附近有明治神宮

及拍阿信的日本最大電視台NHK參觀拍電影過程，您也可坐上主播台上電視親身體驗一下，或至新宿新都廳，大

地下街或代官山逛街。 

3.去江戶時代起香火鼎盛的金龍山淺草觀音寺雷門觀光仲見世商店街選購紀念品或去上野公園，進入上野動物園看

國王企鵝及珍禽猛獸.可愛的動物 

建議行程 

(景點)Roppongi hills六本木之丘 網址：http://www.roppongihills.com/cn/ 

六本木Hills在東京都心六本木區域在2003年4月25日誕生，這個由當代藝術與建築的結合的新開發都會區，以54

樓超高層摩天樓為中心，呈圓幅狀展開的複合式建築裡還雲集了購物、美食、電影院、日式花園、電視台、展望

觀景台、商務中心、高級公寓，森之塔，地上53層，地下4層，當中匯集了東京凱悅大酒店、森美術館、六本木新

城TOHO影城等設施。非常多日本知名企業總部，也位於此大樓。52樓的「Tokyo city view」展望台擁有360度

的View，是觀賞東京夜景的首選之一!!  

(購物)ドン•キホーテ激安の殿堂【秋葉原】網址：http://www.donki.com/index.php 

各類名牌二手貨、化妝保養品、零食到日常生活用品等一應俱全，是一非常便宜的連鎖店，這家位於秋葉原的分

店還有豐富的食品專區。店內還有賣角色扮演的特殊服裝和道具，可以親自體驗女僕扮裝。  

 

秋葉原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住宿：溫暖的家 

http://www.roppongihills.com/cn/
http://www.donki.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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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選擇入住當地特色飯店、體驗日本風情生活、更親近當地的遊玩日本!! 

■人數： 

16人出發   

 

■出發日期：2017/08/23 

 

■費用： 

16人成團  54,000 元 / 單人房差+ 13000 元 

■費用包含： 

 1) 桃園至東京經濟艙來回機票 

 2) 飯店住宿二人一室三晚、富士山山上小屋通鋪。 

 3) 旅行責任保險：500 萬元意外險及 20 萬醫療險。 

 4) 機場稅及燃料附加費。 

 5) 領隊小費。 

■費用不含： 

 1) 如身體不適不參加不另外退費。 

 2) 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護照辦件費。 

 3) 個人消費，如房間冰箱飲料費、電話費、洗衣費等。 

 4) 含酒精飲料費。 

■其他事項： 

 1) 在富士山上要記得把垃圾帶下山。不可隨意大小便。 

 2) 預防高山症睡眠品質要注意。 

 3) 登山前三天讓自己身體休息，準備好登山。 

 4) 水帶 600CC 即可、山上休息區可補水(須付費)。 

 5) 早上溫度約 18 度，晚上溫度約 6 度，需要保暖衣物。 

 6) 山上水源缺乏、上廁所是需要費用。(200~300 日圓，請準備好零錢) 

 7) 如遇天氣不好、將會取消上山。(由當地山屋管理者做決定、依造日本指示規定下山，無法完成登山將無法退費，進請見諒。) 

建議裝備： 

       

  

遮陽帽 手套 防寒衣 太陽眼鏡 頭套燈 防水登山鞋 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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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時請給齊全資料及訂金(20000 元)以保留機位，並簽旅遊契約。(出發一個月內臨時取消時，訂金恕不退還，並酌收必要國外取消費，其

他詳細約定依旅行要約，若未達基本人數 16 名，團體取消不能成行，在出發前一週內才通知，依旅遊契約，旅行社要賠客人) 

2.若因飛機航班、訂房、氣侯、花季早慢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為維護旅程順暢，有時會不得已更動旅程順序修正觀光點或住宿地及餐飲(台

灣機位取得慢(約 2 個月前才下機位，才能訂飯店)及日本人約 3 個月前已完成報名及半年前就押飯店，台灣報名比日本慢一大步，旅遊旺季若

表列飯店客滿，會改訂其他飯店，不得已之更動，請能諒解）正確飛行時間及飯店或行程若有更改以出發前資料為準。 

3.依表列飯店訂房訂餐，若遇客滿或有更好者，有時會依飯店、班機、行程，改訂同級飯店或更改用餐內容，但餐等不變。 

表列觀光點，若遇休館或班機時間早晚，行程將稍作調整或增減或換其他景點觀光。 

4.日本溫泉飯店餐食，12 歲以下小朋友大都會提供幾樣菜與大人不同，適合小孩的菜餚（才不致剩下太多不合小孩口味的菜全倒掉），若小

孩亦要與大人餐相同(通常都剩下很多)，需補差價 NT$1,200。 

5.KNT 以客為尊(除特殊外)已為每位貴賓投保綜合責任險(別家一般保 200 萬，KNT 保 NT$500 萬及意外傷害醫療險(別家 NT$3 萬，KNT 保 NT$20

萬)。 

6.此為運動主題旅遊，跟一般旅遊團有點不同。 

◎旅遊注意事項◎   

1 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觀光免簽證，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在出國

當天算起 6 個月以上。  

2 停留期間不超過 90 日之期間。  

3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懇請；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4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5 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6 役男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

公所】  

7 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一種章，即為【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8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9 役男是指年滿 18 歲至服兵役前，接近役齡是指年滿 16 歲至 18 歲。  

10 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11 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量，所有乘客（包含後座）均需繫上安全帶。  

12 持非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請洽詢日本交流協會您是否需要辦理簽証及所需資料。日本交流協會電話:(02)2713-8000 

13 本行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

知您的服務人員。  

14 持非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請參考日本國家旅遊局 

15 移民署相關規定 注意事項第 5 點  

16. 行程途中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致使無法完成行程，KNT 有權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變

更後若節省之支出經費，將於返回後，另行通知退還。 

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許毓倫 02-8771-7551   Email：helen.h@knt-taiwan.com 
 

 

 

 

 

 

 

 

http://www.welcome2japan.hk/arrange/essential/passport_and_visa.html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idno=0306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idno=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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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報名表 

團體名稱 2017 年富士山登山 5 天 4 日之旅 出發日期 2017 年 08 月 23 日 

*主要聯絡人請填寫第一欄位 **繳回報名表時如果尚未繳交護照影本者煩請提供** 

1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___月___日 

服務機關/職稱   性      別  □男 □女 □12 歲以下 

2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___月___日 

服務機關  性      別  □男 □女 □12 歲以下 

住家地址 
  －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連絡電話 (H)              (O) 手    機  

E-mail              @ 

《報名付款單》 
付款人姓名 (刷卡者及匯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西元 _ _ __年_ __月__ _日 

連絡地址 
  －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消費明細 
訂金 NT$ _________  機票款 

尾款 NT$_________   其他費用 
消費日期 ____年__ _月_ __日 

付款方式 

 

匯    款  

匯款日期 ____年__ _月_ __日 匯款帳號銀行   

匯款金額 NT$： 麻煩匯款後,請將收據傳真或 MAIL至敝公司 

匯款帳號：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006) 新生分行  ０９４８０８－００００XXX 

 

刷    卡 

Visa/Master/JCB 

 

信用卡卡號   －   －   －    

持卡銀行  有效期限 月/     年  

消費金額 NT$： 卡片背面末三碼  

金額總計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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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代轉收據如需開抬頭及統編 請註明) 

 

 

報名日期： 2017  年      月      日    

房間安排 

□雙人房(山小屋為通舖)--2 小床,需協助安排室友(如因故須要取消,導致室友落單,無人可分房的狀態;

同意幫室友負擔全額單人房房差額) 同意簽名:                    

□一大床(須補差額)  

□單人房(需另補單人房差額 NTD 13,000.-) 

 

餐食禁忌 

□無禁忌 

□全素 □奶蛋素 □早齋 □鍋邊素(湯汁可)*日本多使用昆布及柴魚作為湯底及調味料,屬於素食者可食用,如無法

接受者請告知。□不吃牛   □不吃羊   □不吃豬   □不吃海鮮   □不吃生食(如生魚片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請確認填寫內容是否正確,報名表請連同護照影本傳真至 02-8771-7552  許小姐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