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關東風情 6 天 4 夜 (2019)
東京、鎌倉、西湖、河口湖







特色安排：依季節不同，精心策劃尊榮、舒適、特色體驗的高品質旅遊。此行您
可悠閒享受溫泉、美食、藝術、山水勝景、現代高科技...適合日本初遊者
o
富士五湖中兩湖的美景，由此或遠或近欣賞世界文化遺產「富士山」的絕景：

西湖：漫步日本最美的合掌村，眺望富士山美景

河口湖：湖濱散策，感受河口湖的美景及富士山近距離的震撼；參觀
米其林 3 星久保田一竹美術館及品抹茶
o
東京：市中心住宿三晚，重新發現東京的魅力、吃喝、玩樂、購物及夜景
o
四季行程因應調整，以便感受旅遊的最佳驚艷，如賞櫻花、芝櫻...及特殊祭
典等
精選住宿：
o
河口湖溫泉飯店：美麗的庭園散策，眺望四季不同的富士山、會席晚宴及歡
唱卡拉 OK 。貴賓可選擇 up grade 到富士山景房，每房另加 USD$100
o
東京都中心飯店：舒適及地點適中的豪華住宿
品味美食：美食是高品味旅遊不可或缺的，每個餐食都是我們產品小組親自品嚐
後評選出來，絕非一般團體餐。

第1天

美國 USA/ 加拿大 Canada

日本 Japan
第2天

抵達日本成田新東京國際機場 NRT(48 英里，1.7 小時) 或 東京羽田國際機場
HND(14 英里，0.5 小時)
飯店 Hotel【晚餐】



提早抵達貴賓今天請您務必於 15:00-17:30pm 之間抵達飯店 check in，
導遊將帶您前往餐廳享用晚餐，非常謝謝！
航班於當日指定時間抵逹，超值專員機場接機，安排貴賓搭乘機場巴士
Limousine Bus 前往飯店
o
接機航班抵達時段：NRT 12:30pm - 6:00pm, HND 11:00am 7:30pm 如無法配合，請自行前往飯店會合。






抵達成田機場第 3 航站貴賓，恕無法安排接機。抵達後，請自行於第 3
航站 1 樓搭乘機場巴士 Limousine Bus 到飯店與團體會合。
※巴士時刻表請參考成田機場官網。
提早到的貴賓，可自由享受飯店及周邊的巡遊。
6:00pm 之後航班抵達的貴賓，請自行用餐。抵達後超值旅遊將退款：大
人小孩一律一人 2000 日圓。

【晚餐】精選日式套餐
Keio Plaza Shinjuku (Superior room) or Imperial Hotel Tokyo
第3天
東京 Tokyo【早、午餐】








皇居東御苑 The east gardens of the Imperial Palace：散策皇居東側優美
日式庭園，進入時光隧道探訪江戶時代天守閣遺跡。
東京隅田川遊船 Tokyo Cruise：欣賞隅田川兩岸風光，眺望最新地標東
京晴空塔。
淺草 Asakusa：穿梭小巷弄，體驗傳統下町風情及享受沿路特色小吃及挑
選小紀念品的樂趣。
*3 月下旬-4 月上旬：特別安排前往隅田川遊船船上及隅田川公園賞櫻花
銀座 Ginza ： 帶您踏上日本地價最貴的銀座,感受東京最時尚的魅力。
百年老店虎屋羊羹、UNIQLO 的銀座限定版款式等您來搶購喔！
住新宿京王大飯店：走路前往新宿；亦可自由前往東京都廳(展望
台)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Office 參觀夜景(免費)。請認明住宿
新宿京王大飯店，才能享受豪華住宿及方便自由逛街的樂趣。
*我們將為您準備一份自由行資料，循圖探訪，感受遊覽東京的另類樂趣。

【早餐】飯店內(3 個餐廳供您選擇) 【午餐】精選淺草百年老店鍋釜飯或精
緻生魚片套餐(二選一） 【晚餐】自費(各式美食供您選擇)
Keio Plaza Shinjuku (Superior room) or Imperial Hotel Tokyo
第4天
東京 Tokyo (50.5 英里，1.5 小時) 富士登山電車 Fuji mountain railway
(16.5 英里，1 小時) 河口湖 Lake Kawaguchiko【三餐】




東京：
o
富士登山電車 Fuji mountain railway：最靠近富士山的觀光列車。
旅人們沿途可倚窗欣賞富士山，一幕幕綺麗景色像是嵌入畫框似的
優雅。
河口湖 Lake Kawakuchiko：

久保田一竹美術館 Itchiku Kubota Art Museum:米其林旅遊指南三
星級評價的美術館，和服為畫布，富士山四季美景為背景的特殊技
藝作畫，高品味的呈現出藝術家的堅持及格調。館內享受抹茶，窗
外綠意盎然，"禪風"意境，不必言喻。（休館期間，將以其它景點
代替）
o
湖濱散策享受美麗剔透的河口湖及富士山倒映 (天氣關係，恕無法
保證)
o
享受溫泉浴，著和服浴袍，於宴會場享用會席料理晚餐及歡唱卡拉
OK。
*4 月中旬-4 月下旬：特別安排散策河口湖北岸賞櫻花
西湖 Lake Saiko：
o
合掌村 Iyashinosato：悠遊於日本最美的合掌村，欣賞富士神山的
雅姿及神秘。依個人喜好，自由自費選擇村內最有人氣的變裝體驗，
戰國武士、忍者服裝…。 *4 月下旬-5 月中旬：特別安排改為前往
本栖湖賞芝櫻
o



【早餐】飯店內(3 個餐廳供您選擇) 【午餐】精選山梨鄉土料理 【晚餐】日
式會席料理（歡唱卡拉 OK)
Kawaguchiko Fuji View Hotel (貴賓可選擇 up grade 到富士山景房，每房費
用另加 US$100)
第5天
河口湖 Lake Kawaguchiko
里，1.5 小時) 東京 Tokyo【三餐】




(60 英里，2 小時) 鎌倉 Kamakura

(56 英

鎌倉 Kamakura：與奈良、京都並為日本三大古都，聚集許多有名寺院散
發著幽幽的寂靜及文人的氣息。
o
鶴岡八幡宮 Tsurugaoka Hachimangu Shrine：鎌倉最具象徵性的神
社，也是古都的守護神。在花叢、池塘的點綴下，朱紅色的神殿、
鳥居別具一番風情。
o
若宮大路 Wakamiya Street：輕鬆散策在「日本百選的道路」段葛
上，櫻花季節更是美不勝收。
o
小町通 Komachi Dori：悠閒漫遊於小巷弄內，特產老舖林立可自由
選購鎌倉當地地酒、土産、愛不釋手的小禮品。
o
體驗人力車 Pulled rickshaw ：穿梭鎌倉巷弄之間，感受古都氛
圍。
東京夜景 Tokyo Night View：令人讚嘆不已的大都會夜景,美食

【早餐】自助餐 【午餐】天丼+手工蕎麥麵套餐 【晚餐】精緻日式涮涮鍋
Keio Plaza Shinjuku (Superior room) or Imperial Hotel Tokyo

第6天
成田新東京國際機場或東京羽田國際機場(NRT or HND)
Destination【早餐】

目的地 Next



住宿東京都心飯店，要好好享受，將儘量為貴賓安排午後的航班。貴賓請
自行搭乘機場巴士，前往您的離境機場，超值導遊會為您安排妥當。



貴賓返回美國、加拿大或選擇加停臺北、香港及日本、東南亞、中國各大城市 (費用另
計)

【早餐】飯店內 (3 個餐廳供您選擇)

新宿
最能代表現代東京的形象，該區擁有難以數計的電影院、百貨公司、流行服飾店、購
物商場、霓虹招牌、餐廳等…以及令人眼花撩亂的一切。隨著兩棟市政府新摩天大樓的
啟用，這個地區又多了一份尊嚴與驕傲。

富士登山電車
鐵道部分是昔時為運載登山客所敷設的富士馬車鐵道及都留馬車鐵道築。富士登山電
車是為讓旅客盡情享受富士山美景而設計，號稱日本最靠近富士山的登山電車。面向
窗外可眺望景色的座椅設計之外，車廂內各處也有富士山模樣的裝飾品點綴其中。可
沿路欣賞富士山漸漸由小變大的獨特景緻。

久保田一竹美術館
榮獲米其林旅遊指南 3 星級評價的美術館。久保田一竹是日本知名和服染織大師，美
術館建築體依設置時間先後而分為「本館」與「新館」，本館内收藏了名為「幻之染
法」的華美和服，呼應著美術館所在地，有一系列以富士山為主題的和服，庭園設計
也相當可觀，可眺望富士山。

西湖合掌村
位於西湖的西湖いやしの里根場是一個合掌屋聚落，目前有 20 棟合掌屋。每一間都有
不同主題的展示或是 DIY 體驗活動，遊客不多有種鄉村的恬靜與悠閒。

鎌倉
是離東京最近的古都，和京都、奈良並稱日本三大古都，寧靜中帶有一絲清麗美感。
西元十二世紀末，日本軍力最強武士領袖源賴朝，以此為基地開設了日本最初的幕府，
以後一百五十年間，鎌倉是日本實質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此地一面濱海，其餘三面青
山拱繞，幽靜山林中散佈許多歷史悠久的古蹟和名寺，其中又以舉世聞名的鎌倉大佛
及代表日本神道的鶴岡八幡宮最值得一遊。

八幡宮
建於 1063 年，供奉戰神八幡。從入口的表參道（若宮大道）步行，須經過三個鳥居及
61 級大石階，才到達主宮。主宮是雙層式樓門，兩邊迴廊和偏殿配對得非常華麗典雅。

若宮大路
是鎌倉的主要道路，當初興建做為朝拜鶴岡八幡宮的參拜大道。兩側種植了近千株櫻
樹，春天櫻花盛開時，花團錦簇，真是美極了！大路兩旁商店林立，販賣各種工藝品
及土產。最能代表鎌倉的手工藝品無疑就是著名的鎌倉雕（一種漆器），它與好酒一
樣，越陳越美，時間愈久，色澤愈深沉、細緻。

小町通
與若宮大路平行的一條傳統小街，這裡聚集了各色餐廳、土產、手工藝品與流行飾品
等等，是鎌倉最主要的逛街購物中心。

皇居東御苑
皇居東御苑位於皇居東側，是皇居唯一對外開放的區域。在宏大的東御苑裡，依然保
留着 17 世紀到 19 世紀武士曾經生活過的江戶城石垣的痕跡。當杜鵑、八仙花等應時
花卉盛開時，帶來了無限歡樂。在展出昭和天皇美術搜集品的 「三之丸尚藏館」中，
可以看到美麗的和服和日本畫。

淺草
是保持完好且朝氣蓬勃的舊江戶區。這一大片地區主要的魅力當然集中在淺草寺
〈Sensoji Temple〉。淺草寺正門有一個 4 公尺高，670 公斤重的巨型紙燈籠，叫雷門
〈Kaminarimon〉
，雷門通往寺廟區之行人徒步街，即是大名鼎鼎之仲見世通〈Nakamise
Dori〉，兩側商店販賣各類傳統土產、點心、玩具、手工藝品等，令觀光客、兒童、香
客愛不釋手。

銀座
曾經一度是日本現代化與西化的標誌，即使至今仍然宛如貴婦般的雍容優雅，處處散
發著不可抗拒的魅力與品味。各類特色精品商店，令人流連忘返。

東京都廳
即東京市政府，乃世界知名建築師丹下建三作品。在第 45 層設有南、北展望台，建成
後取代了東京鐵塔，成為鳥瞰東京市最佳地點。

東京隅田川遊船
從日之出棧橋站乘坐水上巴士，前往淺草站，途中經過隅田川上極具代表性的四座架
橋：蔵前橋、廐橋、駒形橋、吾妻橋。從遠到近，欣賞在眼前慢慢放大的東京晴空塔，
由河道欣賞東京的另一面貌。

新宿：京王廣場大飯店 (Keio Plaza)
是東京地區數一數二的超級豪華大飯店，位於東京絕佳購物、餐飲地段，許多商店都
在步行的距離內，著名景點「東京都廳」更是近在眼前。
房間基本資料：
房型： Plaza Superior South Tower

面積：30.1m2

Twin Bed：120 x 203cm * 2 床
DBL Bed：240 x 203 cm * 1 床
三人房：酒店無正式三人房，將以 Twin Bed 加活動床 (120 x 188 cm) 安排。

河口湖：富士景觀溫泉酒店(Fuji View Hotel)

富士景觀溫泉酒店是位於河口湖畔，在大自然的環抱中，飯店入口正前方可飽覽富士
山的壯麗景觀。您可以在美麗日式花園漫步，欣賞風景如畫的花園和富士山，享受溫
泉，喚醒您沉睡的身體。
房間基本資料：
房型：日式客房 Japanese Style Room 或 洋式客房 Twin Room
面積：36m2 (8-10Tatami)
二人房：120 x 210cm * 2 床 (洋室)或日式床墊 * 2 床(和室)
三人房：本房型無正式三人房，將以增加一床日式床墊安排。

銀座：帝國大飯店 (Imperial Hotel Tokyo)
坐擁中心地帶，從飯店前往皇宮、銀座區以及附近 3 個車站都只需步行 5 分鐘即可抵
達。設有健身中心、室內游泳池、美容按摩沙龍以及免費無線網路等設施。
房間基本資料：
房型：Tower Building Standard Room

面積：31m2

Twin Bed：110 x 205 cm * 2 床
DBL Bed：170 x 205 cm * 1 床
三人房：酒店無正式三人房，將以 Twin Bed 加活動床(97x195cm)安排。





山梨鄉土料理寬板麵

精緻會席料理



鎌倉天婦羅蕎麥麵套餐



精選牛肉涮涮鍋



百年老店鍋釜飯(自由選擇)



精緻生魚片套餐(自由選擇)



陽光自助早餐



和風定食料理





此行程適合我參加嗎？
o 此行程無年齡限制，但為品質考量，恕不接受 2 歲以下小孩報名。
o 因輪椅通道設施有限，使用輪椅的貴賓可能需放棄部分景點，到指定地點和
團體會合。
證件：

護照須有自行程結束後 6 個月以上的效期，及至少 2 頁標有「Visas」的空白
頁。
o 出行時請務必攜帶報名時提供的證件，避免影響行程中的相關預訂。
o 建議凖備二份護照影印本，一份隨身攜帶，一份另置，以備不時之需。
o 請於出發前確認是否需要辦理日本簽證
安全考量：
o 無論到任何地方旅行，安全是首要考量，我們會密切關注每個目的地安全信
息。
o 若受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而有安全性之疑慮時，我們將會依實際狀況適
度調整行程。
行李：
o 為了讓您在旅途中更輕鬆，建議將不需用到的大型行李放在巴士上，待最後
一天領回。
住宿：
o 全程酒店皆以雙床房(Twin Room)安排，若有特殊需求，如：一大床房(DBL
Room)或三人房(Triple Room)，請提前告知超值旅遊客服。
o 全程有一晚和室塌塌米酒店，無法提供洋式床房間。
o 日本的酒店皆無正式三人房，若有需求時，將依各酒店現有設備做特殊安排。
特殊飲食：
o 特殊飲食需求，請提前告知，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您安排。但因食材有限，
請恕無法提供猶太教或清真飲食等。
導覽語言：
o 為品質考量，中文(Mandarin)團無法使用其他語言為您解說或翻譯。
o











Tour only

2019

（不含機票）

機票費用依出發地、季節、機位及航空公司促銷等因素而異

出發日期

(國際航線約 $900 起)
兩人 or 三人房 /每人

單人房 /每人

01/21 - 03/13

$1399+機票

$2099+機票

03/14 - 04/30

$1499+機票

$2299+機票

05/01 - 12/25

$1399+機票

$2099+機票



以上參考費用以美金計算(小費另計)，加拿大出發貴賓需以當時匯率換算成加幣支付款
項。



日本政府計畫 10 月調漲消費稅，若確定執行時，團費將做微調整。
航班安排：抵達 NRT 機場(時間 12:30pm – 6:00pm)，或 HND 機場(時間 11:00am –



7:30pm)；離開 NRT、HND 機場(時間 12:00pm – 8:30pm)
o 超值旅遊可為您安排最適當的航班，您可指定航空公司、升等、或提前劃位等…費
用另計
o

貴賓亦可自行安排：請配合以上抵達/離開機場的時間。如無法配合，請自行自費前
往指定地點會合，如有損失行程，恕無法彌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