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入境- 静冈- 马笼宿- 京都- 奈良- 大阪- 大阪出境（团号：JPN）

◎ 经典本州黄金线路，畅游东京、富士山、静冈、奈良、京都、大阪，饱览东瀛日风
◎ 全程国际及当地星级品牌酒店，豪华温泉酒店，体验日式温泉魅力和泡汤文化 
◎ 享受温泉酒店内地道长脚蟹自助大餐，正宗日式烤肉料理自助，京都汤豆腐料理
◎ 日本最美之富士山五合目、河口湖，感受四季繁花各异之美景，樱花季赏樱不涨价
◎ 包含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东大寺、金阁寺、马笼宿，讲述日本文化的发展
◎ 远眺著名的“天空之树”，银座（Ginza）商业区，明治神宫，忍野八海，奈良鹿公园

东京：成田日航大饭店 /成田希尔顿大饭店 /成田美爵酒店 /同级 Tokyo:N ikko N arita H otel /sim ilar
东京：幕张新大谷酒店 /新横滨王子大饭店 /八岳皇家温泉酒店或同级 Tokyo:H otel N ew  O tani M akuhari /sim ilar
箱根：八岳皇家温泉酒店滨 /富士山花园温泉酒店 /名湖皇家温泉酒店 /同级 H akone:R oyal hot springs hotel /sim ilar
京都：滨松格兰大饭店 /大津王子饭店 /滨松大仓酒店 /同级 Kyoto:Toyohashi Loisir /sim ilar
大阪：关西空港日航酒店 /大阪喜来登酒店 /大阪帝国饭店 /同级 O saka：N ikko Kansai A irport /sim ilar

抵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N RT）后，请自行搭乘成田机场酒店免费穿梭巴士前往酒店休息（1号航站楼在16 号站台候车，
2 号航站楼在 26 号站台候车，最晚一班班车晚上 22:30 出发，一旦赶不上最晚一班车，请自行打车前往酒店，打车费
用约合 U SD 20）。抵达酒店后客人出示护照自行办理入住。导游会于当晚致电客人房间确认行程。（下午 15:00 之后
客人凭护照入住）。羽田机场抵达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店入住。

早餐后游览【皇居二重桥】。护城河环绕皇居，河上一道二重桥，是皇居的象征。天空之树高度为 634 米，为全世界
最高的自立式电波塔。远眺世界第二个高塔【东京晴空塔 Tokyo Sky Tree】。随后游览与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纽
约的第五大道并列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的【银座（G inza）商业区】。继而游览【浅草观音寺】。寺前的购物小街 -【仲
见世商店街】，可选购特色手信。之后游览【明治神宫】。随后参观综合电器免税店，高科技电子产品任您挑选。
Visit :H uang ju double bridge ,G inza，SKY TR EE，M eiji Shrine，Com prehensive electrical duty- free shops，Asakusa 
goddess of m ercy tem ple，N akam ise- dori Street

早餐后前往游览日本标志性景点【富士山五合目】，是观看富士山顶绝佳的地点。续往【忍野八海】。继而前往【河口湖】，
感受四季繁华各异之美，随后前往【平和公园】。今晚享用著名長腳蟹大餐，之后享受日皇御用温泉泡浴。 
Visit : Lake Kaw aguchi,M ount Fuji five orders，O shino H akkai,Peace park，Buddha Tow er

早餐后前往【热田神宫】，里面收藏有 4000 多件宝物。之后参观【御宝珠宝店】。【马笼宿】保持着江户时代的古老
建筑，走在街上你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接着前往【惠那峡】，分布着受自然侵蚀而形成的奇岩怪石的断崖，犹
如刺入地面的伞岩，令您叹为观止。是日晚餐自理。
Visit : M agom e- juku，H ot -  field shrine，Ena- kyo Valley

早餐后前往京都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金閣寺】。之后参观奈良【东大寺】、【奈良鹿公园】，东大寺佛殿是世界上最
大的木造建筑。前往大阪觀光免稅店，免稅商品琳琅滿目。傍晚游览大阪最大的购物区【心斋桥】。接着前往【道顿崛
美食街】，是大阪美食的代表地点。晚餐自理，可自由品尝当地美食。
Visit: G olden Pavilion，D ong da Tem ple (C om pulsory program s*)， Japanese tourist duty- free shops，H eart 
shinsaibashi，dotonbori。

早餐后导游会协助各位贵宾自费搭乘酒店门口的机场特快专线直达关西国际空港，自行办理登机手续。

指定自费：
【富士山五合目】+【银座（G inza）商业区】+【忍野八海】+【马笼宿】+【金阁寺】+【东大寺】=U SD 310/人（必
须参加，大小同价）

D AY1 东京入境 Tokyo            X

D AY2 东京 Tokyo B/L/D

D AY3 东京 - 箱根 Tokyo -H akone  B/L/D

D AY5 京都 - 奈良 - 大阪 Kyoto-N ara-O saka                  B/L/X

D AY6 大阪出境 O saka           B

特约旅行社

月份 周日抵达 月份 周日抵达

2019. 04 07, 21 2019. 10 13, 20, 27

2019. 05 05, 19 2019. 11 10, 17

2019. 06 02, 16 2019. 12 待告

2019. 07 07 2020. 01 待告

2019. 08 18 2020. 02 待告

2019. 09 08, 22 2020. 03 待告

● 团费= 报名费+ 指定自费+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100/人/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不接收日本籍或外籍
日裔客人报名。

●  报名费不含保险，强烈建议客人在当地报名旅行社购买各种旅游保
险，如医疗、失窃、旅程取消等，以确保您的个人利益。

●  我社保留修改行程的权利以便让团体成行或顺利完成计划。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599 CAD599  CAD549 CAD550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 ）

服务费
（大小同价）
（ ）

自行打车费用约
（ ）

提前 /延住酒店 
双人间/夜
（ ）

310 70 20 200
1.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 SD 300/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
3.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送
机、提前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D AY4 箱根 - 马笼宿 - 名古屋 - 京都 H akone-M agom e-juku-N agoya-Kyoto B/L/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