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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3日亲子游樱花季
赏樱、泡汤、鉴美食

忆热血青春、疯玩五大主题乐园

2019年4月14日出发
$4688/人起

追忆青春——《灌篮高手》镰仓江之岛电车/
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
绝美风景——富士山/忍野八海/箱根樱花/
鸣门漩涡/淡路梦舞台
古寺祈福——浅草寺/热田神宫/清水寺
潮流购物——银座大街/御殿场奥特莱斯/心斋桥
和风日料——和牛火锅/海鲜居酒屋/河豚料理/
黑门市场/淡路美食
亲子时光——东京迪士尼乐园/名古屋乐高世界/
大阪环球影城/淡路岛海豚农场/奈良鹿鸣公园/
箱根赏樱泡汤

行程亮点

早餐后客人可选择在大阪市区购物和自由午餐，午餐后送大阪关西机场。

【MU748】（1655/1845）到达上海转机，后乘搭【MU779】（
0015+1/1610）（实际航班信息以订到为准）

大阪 - 上海 - 奥克兰
4月25/26日

（早）
11

今日早餐后前往我们将前往濑户内海的最大岛屿——淡路岛。这个小岛因各
种美食与奇景越来越受到欢迎，更是亲子同乐的观光地。首站我们将来到【
海豚农场】，在这里有许多人气超高的海豚，可以与人们亲亲。进入海豚的
生活区域前，要先换上经过消毒的衣服，走过长长的木栈道，就可以喂食海
豚并与它们来一次嬉游了。然后我们来到【鸣门海峡】，观看世界“三大旋
涡”之一的【鸣门旋涡】，感受自然的奇迹。乘坐客轮出海，亲眼目睹那种
看上去能把人随时吸进去的巨大漩涡，让人大呼刺激过瘾。午餐我们安排在
【涡之丘顶楼绝境餐厅】，品味淡路岛的特色美食。牛肉盖饭，淡路汉堡包
等美食让人垂涎三尺。

下午我们将驱车前往【淡路梦舞台】，感受安藤忠雄的妙手回春，把草木不
生的淡路岛变成一百花齐放与摩登建筑并存的艺术殿堂。其中由100个花坛
组成的【百段苑】，还有用100万个扇贝做出的【贝之滨】以及日本最大的
温室之一的【奇迹之星之植物馆】定必让你流连忘返。

晚餐自费品尝制虎河豚料理名店-玄品河豚，之后驱车返回大阪酒店休息。

大阪 - 淡路岛 - 大阪
4月23日

（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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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大阪四星酒店 Hotel in Osaka (4 Stars)

早餐后将游览【环球影城】。影城中有各种亲子娱乐设施，还有日本特色的
卡通人物。这里更是一座电影主题游乐场，可分为纽约区、好莱坞区、旧金
山区、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水世界、亲善村、环球奇境、侏罗纪公园8个
区域。（为避免打扰客人的游园体验，本日午餐请在环球影城自理。）

后前往【道顿堀】和【心斋桥】购物，这里是大阪最大的繁华街，大型百货
店、百年老铺、面向平民的各种小店舖鳞次栉比。客人还可以品尝到世界各
地的风味美食。同时亦可感受石板铺就的人行道、英国风格的路灯和成排砖
造建筑物的周防町筋，格调高雅，这一带被人称为欧洲村。（本日晚餐客人
在心斋桥商业区自理。）晚上结束后送酒店。

大阪
4月24日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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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大阪四星酒店 Hotel in Osaka (4 Stars)

1. 机票: 奥克兰/东京/大阪/奥克兰国际航班往返机票及燃油税。
2. 酒店: 全程入住当地四星酒店双床标准间/温泉酒店日式榻榻米房间住宿。（日本
酒店不标星）。    
3. 京都和服体验。
4.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餐食。餐食早餐10餐，午餐5餐，晚餐4餐。
5. 导游: 专业中文导游。
6. 全程空调旅游大巴，正常全天用车10小时。（自由活动不含用车）

团费包含：

1. 报名时请完整填写报名表并付清定金$1800/人；定金交付截止日期1月30日，不
予退还。尾款交付截止日期2月28日。
2. 出团前30-45天取消，扣除全部团费的50%
3. 出团前30天内取消，扣除全部团费。

定金、付款、退款说明：

1. 签证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
2. 小费：8纽币每人每天（在新西兰预付）。
3. 行李托运或超重费用。
4. 门票共计$510（大人），$442（小孩<12岁），请在支付余款时一并付清：行
程中提到的景点首道门票：东京吉卜力美术馆，东京迪士尼，名古屋乐高世界，大
阪环球影城，浅草寺，热田神宫，江之岛电车，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清水寺，和
服体验，富士五合目观景台，忍野八海，奈良公园，淡路岛海豚乐园，鸣门涡流，
淡路梦舞台
5. 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消夜、酒水、
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团队
用餐规定外的酒水饮  料消费。
6. 酒店提前入住及延迟退房费（酒店入住时间为15:00以后，退房时间为中午
10:00）。
7.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费
用。
8. 行程列明以外的景点或活动所发生的任何费用。
9. 因不可抗拒力如天气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
更改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
10. 旅游保险。
11. 用车超时费：晚于晚上8点后，超时每小时10000日元起。

团费不含：

1. 所有节目安排按当地状况决定,因天气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权适时调整浏览安排,
并且本公司保留最终决定和解释权。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订满，本公司有权用其他
同级酒店替换。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会合导游，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如因个人原因、罢工、天气、政治因素、战争、灾难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额外费用，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重要事项：

成人$4688/人起
2-12儿童不占床$3280/人起，2-12儿童占床$4418/人起
单人房差$1228/人起



东京

箱根

富士山

御殿场

名古屋

近江八幡

京都

奈良

大阪

淡路岛

4月14日乘搭东方航空【MU780】（2100/0555+1）到达上海转机，后乘
搭【MU523】（0905/1250）到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抵达日本东京成田
机场，于指定时间导游接上乘客前往酒店休息。

下午参观【吉卜力美术馆】。喜爱宫崎骏的人，绝对不可以错过这里。这里
像是一个小小的迷宫，有龙猫车，有一部部的吉卜力动画的原稿，每个人都
如同孩子一般，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美好。（实际航班信息以订到为准）

奥克兰 - 上海 - 东京
4月14/15日

（晚Dinner）
1

今日享用早餐后，前往参观【浅草寺】，它是日本现存的具有“江户风格”
的民众游乐之地。浅草寺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庙。寺院的大门叫“雷门”,
正式名称是“风雷神门”，是日本的门脸、浅草的象征。【仲见世商店街】,
位于东京浅草寺，是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之一。

东京
4月16日

（早/中）
2

夜宿：东京四星酒店 Hotel in Tokyo (4 Stars)

早餐后前往【富士山五合目】。这是富士山的一个观景台，富士山从山脚到
山顶，共划分为是十个阶段，每个阶段是一个“合目”，由山脚下出发到半
山腰称为五合目，由五合目再往上攀登，便是六合目，直至山顶的十合目。
每个合目都设有供游人休息的地方，巴士最高可上到2305米的五合目，近观
富士山的美。后到达【御殿场欧特莱斯】，是日本品牌店最多的Outlet商场,
也是日本最红火的商场之一。堪称全日本最大的商业区内，有超过200家店
面相连而立。林立销售Armani, Bottega Veneta, Bvlgari, Chloe, Gucci, 
Jimmy Choo, Prada, Tod’s,Valentino等世界著名品牌商品的专卖店。(为
避免打扰客人购物,本日午餐请在outlet上自理。)后前往名古屋并入住酒店。

箱根 - 富士山 - 御殿场 - 名古屋
4月19日

（早/晚）
5

夜宿：名古屋四星酒店Hotel in Nagoya (4 Stars)

早餐之后“穿越时空”来到古风洋溢的【近江八幡】位于滋贺县中部、八幡
山山麓的近江八幡是坐落于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东岸，建于1585 年八幡山
城的“城下町”，该地区是近江商人的故乡，被指定为国家“重要传统的建
造物群保存地区”。

午餐后出发京都，参观【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博物馆采用了原旧龙小学
的建筑，收藏了包括明治时期的杂志，战后的漫画书的珍贵藏书20万件。下
午游览【清水寺】。它位于京都东部音羽山的山腰，始建于778年,是京都最
古老的寺院。曾数次被烧毁并重建，后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游览完毕后我们接着前往【三年坂】,它是寺前的一条小商业街。各色手工艺
品、京都和菓子等小店非常具有当地特色。下午将【体验日本传统和服】，
在樱花烂漫的景致前留下美好的一刻。（本日晚餐客人可根据自身喜好在商
业街自理。）

名古屋 - 琵琶湖 - 京都
4月21日

（早/中）
7

夜宿：京都四星酒店 Hotel in Kyoto (4 Stars)

今日早餐后前往奈良。我们将游览【奈良公园】,这里成群嬉戏的鹿，因与春
日大社流传的白鹿传说有关而受到保护，且被指定为国家的自然保护动物。
在碧绿的若草山享受这美丽的大自然和可亲手喂小鹿。

下午出发大阪。首站来到【大阪城公园】（不登城）系丰臣秀吉于1583年所
建，是由雄 伟的石墙砌造而成，大阪城公园内城中央耸立著 大阪城的主体
建筑天守阁，镶铜镀金，十分壮观 。下午游览完毕后前往【黑门市场】，这
里被当地人称作：大阪人吃进胃袋食物的代表厨房。这是一个具有大阪市井
氛围的市场，体验一下大阪市民日常生活，真是别有一番趣味。（本日晚餐
客人可根据自身喜好在黑门市场自理。）

京都 - 奈良 - 大阪
4月22日

（早/中）
8

夜宿：大阪四星酒店 Hotel in Osaka (4 Stars)

早餐后，游览【热田神宫】自古就被称为「热田SAN」，每年都有近650万
人的参拜者，热闹非凡。

随后将游览名古屋乐高乐园。【名古屋乐高乐园】-亚洲第2座乐高乐园。园
区共分为7个区域，包括入口处、乐高城、小人国、探险之地、幻想乐园、
乐高王国与乐高技术园区。园内设有超过40种的游乐设施、表演与景点。许
多可爱的大型人偶都是用乐高积木堆砌而成，园区共有15000乐高模型。园
内使用1000万个积木，重现了包括名古屋城在内的世界建筑，无论大人还是
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为避免打扰客人的游园体验，本日午餐自理。
）晚上送回酒店休息。

名古屋
4月20日

（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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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名古屋四星酒店Hotel in Nagoya (4 Stars)

夜宿：东京四星酒店 Hotel in Tokyo (4 Stars)

早餐后，前往【东京迪士尼乐园】，东京迪士尼被誉为“亚洲第一游乐园”,
也是目前营运最成功的迪士尼乐园之一。从主建筑【灰姑娘城堡】进入游乐
园,开始一段忘我的豪华童话之旅吧！迪士尼乐园分为世界市集、探险乐园、
西部乐园、动物天地、梦幻乐园、卡通城、明日乐园，这7个区域中可玩性
最高的要数明日乐园了，尤其推荐【星际旅行】和【太空山】。（为避免打
扰客人的游园体验，本日午餐自理。）晚餐自费体验网红海鲜居酒屋的权—
—矶丸水产，晚上送回酒店休息。

东京
4月17日

（早）
3

夜宿：东京四星酒店 Hotel in Tokyo (4 Stars)

今日早餐后早餐后前往箱根地区，游览【大涌谷】,这里也被称为“大地狱”,
是三千多年前因火山大喷发而形成的火山口遗迹。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硫磺蒸
气和温泉，还能品尝到用温泉水煮的“黑玉子”（即黑鸡蛋）。搭乘百年以
上的古老【江之岛电车】，沿途经过著名的动漫场景地【镰仓高校】。随后
前往【芦之湖】，这里是是一个远望富士山的名所。

随后游览【忍野八海】，这里错落有致地散布著八个清泉，被誉为“日本九
寨沟”。箱根是日本当地人最喜爱的渡假地之一。在箱根沿途可一并欣赏四
月盛开的灿烂樱花。下午可在温泉酒店自由休息，泡泡温泉尝尝茗茶糕点。

东京-箱根
4月18日

（早/中/晚）
4

夜宿：箱根温泉酒店 (4 Stars)

午餐过后参观日本【晴空塔】，它是全世界最高的自立式电波塔，也是目前
世界第二高的建筑物，仅次于迪拜的哈利法塔。

后前往静谧美丽的【皇居前广场】，在【二重桥】前拍照留念。后到世界三
大繁华街之一的【银座大街】自由观光淘宝，自费享受著名日本黑毛和牛涮
涮锅，晚上入住舒适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