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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古代富士山被稱為不死之山  為日本神聖的象徵 

對日本而言   富士山跟櫻花一樣受到重視 

201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每年7-9月  湧入大量前來挑戰自己的人潮 

是許多喜愛登山的朋友們   最嚮往的高山之一 

登上富士山迎接第一道曙光  接收上天賜予的珍貴禮物 

就等你更靠近一點 

擁抱一輩子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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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富士山專業登山嚮導(日本人嚮導，領隊隨行翻譯) 
  由富士河口湖町公認自然登山導遊資格的登山嚮導，熟悉富士山氣候、環境、登山危機處理等狀 

  況，別於一般旅行團，提供當地最熟悉山況的專業嚮導，以安全為優先考量，給您安全的登山旅程。 

  ※登頂成功會提供登頂證明書。 
 

●吉田路線 (適合初次登山者) 
  富士山主要分為富士宮口、御殿場路線、須走路線、吉田路線四條登山路線，其中以吉田路線為基 

  本路線，上山時間約6小時，下山時間約3小時30分，來回距離15.1KM，高標差1405M，適合初 

  次挑戰者。 
 

●下山入住高級河口湖溫泉飯店 
  河口湖溫泉為日本十大人氣溫泉區，除了可體驗泡湯還可以欣賞富士山絕景。下山後我們將前往河 

  口湖溫泉飯店入住，泡湯放鬆消除疲勞，晚餐於溫泉飯店內享用。 
 

●1人參加OK! 大歡迎! 
  每年舉辦都有許多登山愛好者獨自報名，活動結束後成為志同道合的旅伴，前兩晚可選擇1人1 

  室不加價!  ※最後一晚為溫泉旅館(2人一室) 
 

●深度之旅，細細品味 
  每一趟旅程都希望給您最完整的體驗，別於一般旅行團半自由行模式，除了挑戰富士山外，以富士 

  山為背景，晀望富士山最佳景點的周邊觀光絕對不能錯過!讓您一次滿足! ※走馬看花者不建議參 

  加。 
 

●全程不進免稅店，車上不販售東西 
  我們僅提供給您旅遊服務，車上領隊不販售物品、不進免稅店，您的旅遊購物您自己決定! 
 

 
 

富士山登山行程為2天1夜登頂看日出行程，大致上有四條路線 

四條主要路線 

富士宮路線 
移動距離最短，上山路線以直線往上較為險峻。 

上山時間約5小時 下山時間約3小時30分 來回距離約10km  高標差約1320m 

御殿場路線 
新起點為新五合目高標較為低，因此距離較長，較推薦有經驗的登山者。 

上山時間約8小時30分 下山時間約4小時 來回距離約19.5km  高標差約2260m 

須走路線 
此路線森林地帶較多，別於一般路線，綠意盎然，較為多采多姿。 

上山時間約8小時 下山時間約4小時 來回距離約14km  高標差約1740m 

吉田路線 

(河口湖) 

有一半以上的富士山登山者使用此路線，為基本路線 

上山時間約6小時 下山時間約3小時30分 來回距離約15.1km  高標差約14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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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登頂為特殊行程，2013年6月22日正式登入世界文化遺產，為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富士山資源以

及您的安全，請務必詳閱以下事項，祝您有個愉快的旅遊體驗。 

【富士山情報】※重要 

★富士山登山季節／富士山登山季節為7月1日至9月中旬為止。最熱門的時間為7月中旬的三連休和

8月份清明節以及六日周休的時期。如果想優閒地登上富士山的話，平日時間為宜。7月中旬為梅雨季

節、8月中旬為颱風季節、9月份氣候最為涼爽。 
 

★富士山的氣象／富士山的夏天和東京的冬天一樣寒冷。富士山7~8月平均氣溫為6度左右，與平地的

溫度相差約20度左右，約凌晨左右山頂氣溫甚至會超過零度。相對的，富士山上沒有任何的樹木可以

遮蔽，日正當中時，日光直接照射，登山道會顯得非常炎熱。從登山開始至山頂，一日間可以體驗到夏

天與冬天的差異性。 
 

★富士山的廁所／在2006年為止，針對富士山的山小屋有配置簡易廁所，比起以前增加了一些便利性

以及舒適性。山小屋的廁所，可提供住宿者免費使用，如途中須借用山小屋的廁所必須付費使用，約200

日幣，無找零設施，請記得攜帶零錢，衛生紙也請自備。使用時請顧慮到他人的使用，避免造成廁所的

髒亂，請勿將垃圾丟置於廁所內，以維護環境的整潔與山林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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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和垃圾處理／富士山上無垃圾桶，請將自行攜帶上山的物品及食用完的垃圾，請務必自行攜帶

下山。(五合目有垃圾桶可以丟棄) 請自備2～3個垃圾袋，請盡量不要攜帶多餘的物品上山。 
 

★山小屋事情／富士山的山小屋設有飲料及乾糧的販售、租借廁所的服務(須付費)，根據天氣的狀況也

會設置避難小屋。但山上水源缺乏，無法提供洗澡及泡澡的場所。山小屋均為通舖，夜晚也無限制出入

管制，提供的設備與設施皆無一般旅館飯店來的舒適和便利，請不要過度的期待。休息空間可讓各位能

夠橫躺休息，稍作體力的恢復，但無法達到舒適及寬敞的睡眠，敬請諒解。此外，請配合山小屋的規定，

山小屋休息者皆為登山旅客，休息時請考慮到其他同行登山者睡眠品質，請勿在休息時聊天喧嘩，也盡

量避免取行李時發出過大的聲響，打擾到其他休息者，懇請各位配合。山小屋電燈也會在休息時間關閉

不需要的電源。夜晚可在山小屋外眺望富士山美麗的星空夜景。 
 

★行動電話／五合目和山頂上大致上都可以接受到電信業者所提供的訊號。如遇旺季，山頂會開放臨時

訊號接受器，接受訊號都可保持順暢，但如遇場所或是氣候的影響而導致訊號不安定的狀況也可能會發

生。為了避免緊急狀況發生，建議多帶一顆備用電池及行動電源以備不時之需。 
 

★何謂「火山口巡禮」？／富士山山頂有一處火山口，沿著火山口環繞一圈則稱之為「火山口巡禮」。

登頂後，至高點的剣ケ峰是聚集最多登山者的一個地方。火山口一周約3㎞，需花費1小時30分左右

時間。火山口巡禮一周可欣賞周邊景色及眺望富士山下全景的最好景點。不論當天氣候狀況，如果有時

間或者是體力者，下山前建議可以體驗一次看看，感受一下最高峰的火山口魅力。(當天預約者一位費

用為1000日幣。)  
 

★女性登山者／建議女性登山者除了飲用水之外再多帶350ml的水，可用來如漱口或用來擦拭身上的汗

水以及去除皮膚上的灰塵。 
 

★高山病的予防／根據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可能會有高山症的狀況發生，請小心避免。行前請睡眠充足，

調整呼吸及最好水分的補充為宜。 
 

登山提醒事項 
1. 富士山登山行程皆由日本專業富士山登山導遊機構所安排，請務必配合登山導遊指示，富士山登頂
是一種非常艱難的挑戰，除非您有登過富士山，無論您有多豐富的登山經驗，切勿輕視，嚴禁私自

行動，以免造成危險。 
 

2. 富士山能不能登頂最重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合。除了天災及颱風外(會事先告知)，其他狀況則由
當地山小屋主催者判斷而定。如抵達五合目登山前告知無法登山，則於五合目觀光，登山費用依照

登山團實際所產生之費用，將會為各位向登山團辦理退費的手續。如於爬山過程中因氣候風雨過大

而無法登山，則依照登山導遊指示下山，費用則全數不退。※如無法登山的話則須加訂一晚住宿(原

本第三天無包含住宿) 費用，每位NT$2150/晚。  
 

3. 日本是非常注意人身安全的一個地方，登山導遊會依照當地當天狀況做行程上變更或調整(更換登山
路線等等)，敬請見諒。 
 

4. 富士山除了日夜溫差大外，高度的氣溫也相差很大，請做好服裝的準備，做好充足的睡眠。 
 

5. 登山時請依照自己的腳程登山，切勿過快，以免引發高山症的發生。 
 

6. 富士山爬山請依自行的狀況調整腳步，路段無柏油路，大多為火山碎石路段，請務必穿著高筒的易
行走的鞋子(建議登山鞋)，新購買的鞋子也請先適應，登山杖也請務必準備。 
 

7. 富士山登山專車由富士山登山團專用車，車輛不見得有空調設備，請先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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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富士山環境依舊維持原始面貌，山上設備也不是很先進，山小屋休息也只提供簡易設備，富士山上
所有的物資都比山下來的貴(因為都是人力運上去的) ，水500CC一瓶約150日幣的話，山上可能

500~600日幣左右，糧食也是，包括煮泡麵的熱水也需要付費，建議事前先準備好補給食品為宜。另

外山上無換洗清潔的地方，使用廁所(包括休息的山小屋廁所)都須付費且不找零(約200日幣)，請

事先準備好百元零錢，也請各位先有個心理準備，建議事前先準備好補給食品為宜。 

 
 

出發日期：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只限此團) 
 

團    費：NT$53,500元(含稅含服務費)   ※16人以上成團。 
 

費用包含： 

          1.經濟艙來回機票(含稅)。 

          2.行程中記載景點門票、住宿(2小床)、餐食、富士山登山費用、交通費用。 

          3.登山專業嚮導、司機、領隊費用及服務費。 

          4.500萬旅遊責任險及20萬醫療險。 

費用不含： 

          1.台灣國內機場接送服務。 

          2.住宿單人房(前兩晚無須追加費用)及升等價差。 

          3.辦理護照費用、行李超重費、電話費、酒水費等私人費用。 

備    註： 

          1.此行程建議12歲以上參加，65歲以上年長者須有親友陪同報名。 

          2.此團為團進團出，如需延回請報名前事先告知。※延回可能會有追加費用的產生。 

          3.此團為富士山登頂行程， 為了您的安全考量，登山行程請考量自身體能及身心狀況， 

            有氣喘等慢性疾病及孕婦請務必事先告之，建議事先到醫院評估而訂。 
           

參考航班： 

           7/06(五)  中華航空 CI-168  桃園機場～靜岡空港 1435/1815  

           7/10(二)  中華航空 CI-169  靜岡空港～桃園機場 1930/2215  

           ※上述為參考航班，最終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新體驗  新嘗試  新挑戰   
                             追求自我  挑戰極限  一趟超越自我的旅程  一趟驚奇的冒險旅遊  

    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666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1 段 93 號 6 樓之 1 

                 電話:02-8771-7551  傳真:02-8771-7552 日本語專線:02-8771-3024 

Http://www.knt-taiwan.com 

 

 

售價：每人 53,500 元(含稅含服務費) 

出發日期:2018/7/6(五)  
日次 日期 行程說明 

1 
7/6 

(五) 

桃園機場===靜岡空港(CI-168  1435/1815)→靜岡 

中午12:35抵達桃園機場集合，辦理CHECK IN 手續，搭機直飛日本靜岡空港。 

餐食:早/X 午/X 晚/機上餐                  <靜岡 Associa Hotel > 

2 
7/7 

(六) 

三保松原→大井川鐵道SL蒸氣列車(新金谷~千頭) →寸又峽溫泉街散策→

飯店 
 *三保松原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區域的三保松原，也為日本

新三景之一，三保松原約有3萬棵茂盛的松樹籠

罩約7公里的海岸、綠油油的松林、波濤的海浪、 

藍海與富士山交織等的景致自古就表現在歌川

廣重的板畫與多數的繪圖以及和歌。 

 

SL大井川蒸氣鐵道列車，日本坡度最陡的鐵道 

   全日本第一台復駛蒸氣火車，也是日本唯一一年營

業300天以上的蒸氣火車，目前大井川鐵道僅   存的

四輛蒸汽火車皆在行駛中，列車維持著日本昭和初期

的原貌，充滿了懷舊的氣息。沿途可見靜岡著名產茶

區、河山美景。 

寸又峽溫泉散策 

寸又峽為日本票選日本21世紀希望保存的日本自然百選和

新日本觀光百選的景點，2012年全球   最大雜誌評選為人

生一定要走一次的吊橋「夢之吊橋」就位於寸又峽溫泉內，

站在吊橋上，能看到清澈溪谷及山谷美景，因為於深山區內

被日本列為溫泉秘境之一。※溫泉區徒步至夢之吊橋約90

分鐘。 

 

 

 

餐食:早/飯店內    午/鐵路便當     晚/居酒屋    <靜岡 Associa Ho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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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次 日期 行程說明 

3 

 

 

 

 

 

 

 

 

 

 

 

 

 

 

 

 

 

 

 

 

 

 

 

 

 

 

 

 

 

 

 

 

 

 

 

 

7/8 

(日) 

 

 

 

 

 

 

 

 

 

 

 

 

 

 

 

 

 

 

 

 

 

 

 

 

 

 

 

 

 

 

 

 

 

 

 

 

富士山登山 
早上用完早餐後整裝前往富士山五合目(登山口)，抵達五合目將於休息處用完午餐後，

聽取登山嚮導解說及暖身後將開始登山。 

依照每團狀況而定，平均上山時間約6小時，下山時間約3小時30分，來回距離15.1KM，

高標差1405M。 
 

富士山為日本第一高峰，高標3776m，每年登頂時間為7-9月初，每年挑戰富士山登山

客絡繹不絕，富士山登頂難度除了體力以外，氣候及天況都是一大考驗! 

吉田口路線 

 

 

 

 

 

 

 

 

 

 

 

 

 

 

 

 

 

 

 

 

 

 

 

 

 

 

 

 

 

吉田口登山路線                 吉田口爬山時間表       吉田口下山時間表   

餐食:早/飯店內    午/五合目便當     晚/山小屋輕食               <山小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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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9 

(一) 

富士山登山                            

預計下山時間為中午左右(依照團體行走速度而定)，下山後將備有熱茶及點心。全體片

刻休息後將前往住宿旅館。 

餐食:山小屋輕食 午/下山食間未定自理 晚/山小屋輕食 <風之露臺 KUKUNA > 

5 
7/10 

(二) 

富岳風穴～鳴沢氷穴～御殿場 OUTLET～静岡空港～桃園空港 
                          富岳風穴、鳴沢氷穴探訪 
                              老天賜與天然紀念物，位於富士山周圍有許多洞穴其               

                              中以這兩處最具代表性，在炎熱的夏季為最佳的避暑 

                              景點，平均氣溫約3度左右，可見冰柱、熔岩棚、鐘             

                              乳石等自然景觀。※當地專業導遊陪同導覽。 

 

 
                                 

●御殿場OUTLET  

 關東最大級OUTEL，約有210家精品名店、餐廳等， 

 應有盡有，還能夠眺望富士山美景。 

   餐食:飯店內  午/河口湖特色料理 晚/機上餐 

※圖片僅供參考，餐食註明：含早餐:早餐、含午餐: 午餐、含晚餐: 晚餐、機上用餐:機上、不含餐:XX 
其他事項 

◆為了保障您的旅遊權益，請務必閱讀行程內容及注意事項。 

◆此團成團人數為16人，隨團派領一位領隊兼導遊隨團導覽服務。 

◆欲報名時，請先繳納每人新台幣10,000元訂金，確認報名。 

◆確認報名後，交通部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立即生效，如有變更或取消，依契約內容辦理。 

◆出發前20天，以旅客主要聯絡方式(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等)通知成團與否，如人數不足 

  或其他因素導致無法成團時，訂金將全數退還。 

◆為使團體能夠順利作業，旅心國際旅行社將保留更換飯店及餐食等之權利，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如 

  航空臨時調度、天氣狀況等)本公司將保留變更行程地點之權利(如降落地點變動) 

◆此行程建議12歲以上參加，65歲以上年長者須有親友陪同報名。 

◆為了您的安全考量，如有孕婦或身心障礙者請務必事先告知，建議請事先到醫院評估身體狀況。 

◆為了讓您的旅遊更無慮，如有特殊需求時，如一大床需求者(如未先告知，房型皆為2小床設定)。 

  或素食者(日本的素食和台灣有些許的差異，如柴魚湯底在日本為素食如全素者，請務必告知)，請 

  於報名時事先告知，以便為您安排。 

◆如自行脫團或放棄行程參觀景點、餐食、住宿等，請務必填寫自動放棄書，取消之景點、餐食、住 

  宿等，皆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如整團包團者，可依照需求作住宿飯店及行程餐食等修改。 

◆赴日觀光旅遊享有90天免簽證之權利，但需持有台灣護照有效效期6個月以上。 

  ※第一次出國者:請親自至各縣市戶政事務所處辦理人別確認，申請須知請參考 

     http://www.boca.gov.tw/passport/Notes.html 

  ※役男者:係指年滿19歲當年度1月1日起至年滿36歲12月31日止尚未履行兵役 

    義務男子，申請須知請參考 https://nas.immigration.gov.tw/nasf/view/index.htm 

◆其他有任何相關疑問，請來電02-28771-7551，聯絡專人邱小姐為您服務，謝謝您。 

http://www.boca.gov.tw/passport/Notes.html
https://nas.immigration.gov.tw/nasf/vie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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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報名表 

團體名稱 富士山 5 日遊(聯營團) 出發日期 2018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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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年滿 12 歲以上) 性      別  □男 □女 □孩童 

2 

中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___月___日 

(須年滿 12 歲以上) 性      別  □男 □女 □孩童 

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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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地址  

消費明細 c訂金 NT$(每位) 10,000.-  消費日期 ____年__ _月_ __日 

付款方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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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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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刷    卡 

Visa/Master/J

CB 

 

信用卡卡號 c c c－c c c c－c c c c－c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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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代轉收據如需開抬頭及統編 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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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莉婷  小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