繽紛新日本

東京大阪富士山6日

$369

*

2020

USD

掃碼看詳細行程

Japan Highlights 6 Days

行程特點

★全程入住當地星級酒店 ★嚴選[榮獲米其林三星評鑒景點]-富士山 ★[關西三大古都]-京都，奈良，大阪
★關東+關西，全面領略日本之美 ★獨家行程亮点：築地市場，奧運场館，奈良古都 ★豐富多樣的餐食：
溫泉酒店豪華料理，箱根風味料理，日式拉麵料理，京都湯豆腐料理

1 抵達東京（成田機場入境）

Arrive in Narita airport

各位貴賓抵達成田國際機場後，享受免費酒店穿梭巴士服務前往酒店
入住。抵達酒店後客人出示護照自行辦理入住。
導遊會於當晚致電客人
房間確認行程。
（日本酒店 15:00 之後可辦理入住）
Transfer to hotel by using airport shuttle bus (no Guide).
住 宿：馬 洛 德 大 飯 店 / 愛 迪 星 大 酒 店 / 日 航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Marroad International Hotel Narita or equivalent

2 東京

Tokyo(B/D)

早上 08:00 於大堂集合，前往遊覽【皇居外苑二重橋】是日本天皇的官
邸，遊客們可在外苑拍照留念。
。
車覽
【新國立競技場】
外觀，該體育場被
選為 2020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及 2020 年夏季帕拉林運動會的主
場館。
隨後在東京綜合電器免稅店，盡情的享受購物的樂趣！參觀日本
最大的海鮮魚生美食市場【築地市場】
（午餐市場內千余款美食自理）
，
隨後遠眺東京新地標：世界最高的自立式電塔【SKY TREE 東京晴空
塔】
。
參觀【淺草觀音寺】為日本觀音寺總堂。
【仲見世商店街】是淺草寺
前的購物小街，遊客可在此選購特色手信。
晚上入住溫泉酒店 , 享受日
本泡溫泉的樂趣。
Visit: Imperial Palace with Nijubashi Bridge, 2020 Olympic Stadium, Tsukiji Market，SKY TREE (exterior)，Comprehensive electrical duty-free shops，
Asakusa & Nakamise-dori Street
住宿：石和春日居或じらごんの富士の館或ニュースターホテル山中湖
或西湖レイク或同級酒店 Kasugai View hot springs hotel or equivalent

3 箱根/濱松

Hakone/hamamatsu (B/L)

早餐後遊覽
【山中湖畔】
，背倚著富士山。
湖山相映，不同的季節有不同
的景致和情趣。
以「富士山」為其背景，山色絕美。
遊覽【富士山五合目】
（自費專案）
富士山日本的象徵，登上五合目，一覽富士山美景
（如遇天
氣不好封山，將以一合目替代）
。
繼而遊覽
【忍野八海】
（自費專案）
，被譽
為“ 日本九寨溝。
隨後
【抹茶茶道體驗】
，教您親自動手體驗打抹茶的樂
趣。
最後前往為了表達日本人對戰爭的控訴、祈求世界和平的願望而建
造的
【平和公園】
。
Visit: Lake Yamanakako, Mt.Fuji 5th Station (Compulsory programs*), Oshino Hakkai (Compulsory programs*), Matcha (Green
Tea) Experience, Peace park, Buddhist relics Pagoda
住宿：濱松格蘭大飯店 / 豐橋羅伊薩酒店 / 濱松大倉飯店或同級酒店
Toyohashi Loisir or equivalent

4 濱松/京都

Hamamatsu/Kyoto(B/L)

早餐後前往京都，途中參觀珠寶店。
抵達京都遊覽參觀
【伏見稻荷大社】
（自費專案）日本伏見稻荷大社建於 8 世紀，主要是祀奉以宇迦之禦魂
大神為首的諸位稻荷神。
它是京都地區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
【西陣織
和服會館】在天子腳下謀生的西陣自 15 世紀起就聚集了許多織工，生
產出了華麗高貴的“ 西陣織 ”
。
【世界文化遺產 : 金閣寺】
（自費專案）因
寺內由金箔貼制而成舍利殿
「金閣」
非常著名，
故被稱為金閣寺。
Visit: Jewelry Store, Fushimi Inari Shrine, Nishijin Textile Center,
Kinkaku-ji Golden Pavilion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大津王子酒店/大津皇家橡樹酒店/大恒酒店Otsu Prince Hotel
or equivalent

5 奈良/大阪

Nara/Osaka(B/L)

早餐後前往奈良 , 途中前往睡眠中心體驗，遊覽【神鹿公園】
（自費專案）, 隨處可見
悠然自得，閒庭散步的鹿。
前往大阪參觀
【大阪城公園】
和
【日本觀光免稅店】
。
繼而前
往【心齋橋】
【道頓崛】是百貨商店與各式專門店等為大阪最熱鬧的商業街。
以日本美
食出名，被稱為日本的廚房，彙集八方美食，本日晚餐不包，各位貴賓自由購物和用
餐，
隨後前往入住酒店。
Visit: Healthy Sleep Experience Center, Nara Deer Park (Compulsory Programs*),
Osaka Castle Park, Japanese Tourist Duty-Free Shops, Shinsaibashi & Dotonbori Zone.
住宿：泉佐野中心關西空港酒店 / 關西空港唐草大酒店 / 日本橋水晶大飯店或同
級酒店 Izumisano Center Hotel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6 大阪/關西機場

Departure from Osaka(B)

早餐後，結束愉快的日本 6 日遊。
自費乘坐機場快線，快鐵電車或者計程車前往大阪關西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或前往下一個目的，
結束日本 6 日愉快的旅程

Go to Airport on own,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USD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6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
（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
（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
（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
（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
（大小同價）

369

2020年抵達東京成田機場開班日期：週日

399

4月:5**日，12**日，19日，26日

400
200
360

Service Fee

70

額外接 / 送機
（2人起，
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2020

299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
（大小同價）

（以網站更新為準）

100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築地市場+忍野八海+
富士山+奈良鹿公園+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
USD 360/人（成人和兒童同價）
備註：以上自費專案是團費的組成補充部分，
包含車費，導遊服務費公司操作費等綜合服務
費用。

3月:15日，22**日，29**日
5月:10日，31日
6月:7日， 14日
7月:5日

8月:30日

9月:6日，13日，20日

10月:11日，18日，25日
11月:8日，15日

**號標注的日期，有附加費USD80/人
（附加費沒有買一送一）

接機時間：東京成田機場 1 號和 2 號航站樓，
07：00-22：30，
自行搭乘免費酒店穿梭巴士
服務前往酒店入住，
具體時刻表和上車地點見
出團書
送機時間：大阪關西機場；客人自行搭乘機
場快線，
計程車或者電車便捷前往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