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春櫻百選～東京迪士尼.小田原城址公園.井之頭恩賜公園.身延山纜
車.採果趣.溫泉美食五日
出發日期：2019/3/22.23.24.26.28.30

4/1.2.3.6.7.8.
現金優惠價：40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小田原城址公園】小田原市民的最佳休憩場所，並於平成 18 年獲選為「日本的歴史公園 100 選」。沿著
護城河種植約 350 株的櫻花爭相怒放，更被評選為賞櫻百選名地之一。
★【井之頭恩賜公園】原為幕府將軍及皇室的御用園林，在西元 1913 年時下賜給東京府（現在的東京都），
1917 年開始成為「恩賜公園」並對外公開。井之頭恩賜公園一直是東京都內有數的賞櫻名所、1990 年時更被
選定為日本櫻花百選之一。
★【身延山久遠寺】～★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 - 身延山是夾在山梨縣南巨摩郡身延町和早川町之間道山。
作為有日蓮宗的"身延山久遠寺"的山而十分有名，此外日蓮宗鼻祖日蓮種植了杉樹的"奧之院思親閣"、日蓮墓、
排列著樹齡在 260 年以上的杉樹的"千本杉"、位於身延山南邊的"七面山"，作為運動景點人氣十分高。
★【艷嫩草莓採果趣】自然風光明媚，得天獨厚的山脈地型加上氣候，讓這片土地上孕育出許多可口香氣十
足的水果。本行程特別安排採果體驗，根據季節不同採食當季最好吃的水果。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03/22

五

長榮航空

BR196

桃園機場

15:20

東京成田機場

2019/03/22 19:20

2019/03/26

二

長榮航空

BR195

東京成田機場

20:20

桃園機場

2019/03/26 23:2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東京成田國際空港
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在導遊的帶領下順序出關。
若抵達成田機場，則前往飯店 CHECK-IN，之後專車前往成田之大型購物廣場，自由逛街購物，有各類品牌服
飾、日常用品、以及各類商品，共有上百家店舖任您閒晃。若住宿東京或千葉，則前往飯店 CHECK-IN，之後
可自由活動，自由逛街購物，感受時尚東京鬧區五光十色的生活。
※如住宿千葉地區旅館，則由導遊帶領(自費)搭乘電車前往鬧區逛街購物。
※本日如搭乘下午班機，到達成田機場，即前往飯店休息，敬請了解！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成田或千葉或東京 成田東急 EXCEL 或 千葉 CANDEO 或 成田 GARDEN 國際 或 上野 CANDEO 或
成田東武 或 VILLA FONTAINE 系列飯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日本賞櫻名所百選～【小田原城址公園(不上天守閣) 】～《櫻花季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特別安排搭乘★【身延山纜車】～眺望日本 3 大峰(富士山．北岳．間之岳)絕景
→★日本賞櫻名所百選～【身延山．久遠寺】～《櫻花季約 3 月下旬～4 月上旬》→日本的
名瀑百選～白絲瀑布→富士五湖區或石和溫泉鄉
●【小田原城址公園】(不上天守閣)位於神奈川縣，賞櫻百選名地之一。曾是關東霸主北條氏居城所在地的小
田原城，現今已開發成為小田原城址公園，雖無過往的霸氣，卻增添了親民的隨和。園內遍植花卉，尤以賞
梅、賞櫻、杜鵑、菖蒲等聞名，不僅吸引了無數觀光客前往參觀，亦是小田原市民的最佳休憩場所，並於平
成 18 年獲選為「日本的歴史公園 100 選」。沿著護城河種植約 350 株的櫻花爭相怒放，更被評選為賞櫻百選
名地之一。
身延山是夾在山梨縣南巨摩郡身延町和早川町之間道山。作為有日蓮宗的"身延山久遠寺"的山而十分有名，
除了久遠寺之外，還有日蓮宗鼻祖日蓮種植了杉樹的"奧之院思親閣"、日蓮墓、排列著樹齡在 260 年以上的
杉樹的"千本杉"、位於身延山南邊的"七面山",作為運動景點人氣十分高。其次，在身延山山頂一年內可以 2
次看見從富士山中間太陽升起的"鑽石富士"。山腳的久遠寺站與山頂的奧之院站海拔高度相差 763m，全長
1665m 的★【身延山纜車】每隔約 20 分鍾運行一次，從一站到達另一站只需約 7 分鍾。山頂有三座展望台，
東可眺望富士山、南可眺望駿河灣和伊豆半島、西可眺望七面山和安倍山系、北可眺望南阿爾卑斯山脈（赤
石山脈）和八嶽山脈等。此外，久遠寺內因為有兩棵超過 400 歲的枝垂櫻，所以每年櫻花季時期，都有不少
人前來賞櫻，因此此處也是靜岡縣及山梨縣內知名的賞櫻名所。
位於富士山西南山麓，以富士山湧水為其水源而形成的●【白絲瀑布】被認為是 16～17 世紀富士講開創者長
谷川角行的修行之地。瀑布分成多條水線，沿著高 20m、寬 200m 的彎曲岩壁流下，其纖細的水流，彷彿一
片白色絹絲橫掛在岩壁上，也因此而有了白絲瀑布之名。白絲瀑布與其附近的「音止瀑布」皆入選日本的名
瀑百選，但呈現的風格卻大相逕庭、各有千秋。
傍晚時分前往富士五湖區或石和溫泉鄉，讓您可充分享受泡湯的愜意，洗滌疲勞的身軀，放鬆心靈的壓力。
並好好享受飯店內的豐盛總匯料理或迎賓會席料理，讓您大快朵頤一番。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日式小鍋風味套餐 或 鄉土 晚餐: 飯店內【長腳蟹吃到飽 + 和洋總匯
風味定食
自助餐】或【迎賓和膳會席料理】
住宿 : 富士五湖或石和溫泉『溫泉飯店』 春日居 VIEW 或 石和 VIEW 或 花石和溫泉飯店 或 本栖 VIEW
或 富士箱根 LAND 或 富士花園 或 富士之堡華園 或 富士松園飯店 或同級

第三天 特別安排【採果體驗】～12 月中旬~5 月下旬鮮嫩草莓樂→關東賞櫻名所～【井之
頭恩賜公園】→江戶城舊址～【皇居二重橋】→路經彩虹大橋→免稅店→台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東京臨海副都心
★【採果體驗】自然風光明媚，雄偉的山景十分受歡迎，得天獨厚的山脈地型加上氣候，讓這片土地上孕育

出許多可口香氣十足的水果，12~5 月草莓、6~8 月水蜜桃、8~11 月葡萄、10~11 月蘋果。本行程特別安排採
果體驗，根據季節不同採食當季最好吃的水果。
【特別說明】如因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影響，而導致不克採果時，改贈送當季時令水果(例如:蘋果 2 顆或葡
萄一房)，敬請了解。
位於東京近郊武藏野市的●【井之頭恩賜公園】中心的「井之頭池」是由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命名的，其寓意
為「引水道的源頭」以及「沒有比這更好喝的井水」，是首次鋪設到江戶的水道，為神田引水道的源頭，明治
31 年（1898 年）水道改良之前，在江戶時代有被稱為「神田上水」的神田川是江戶人的重要飲用水源之一。
原為幕府將軍及皇室的御用園林，在西元 1913 年時下賜給東京府（現在的東京都），1917 年開始成為「恩賜
公園」並對外公開。井之頭恩賜公園一直是東京都內有數的賞櫻名所、1990 年時更被選定為日本櫻花百選之
一。
位於皇居外苑的●【皇居二重橋】，皇居－即是日本皇族的居住地。德川將軍統治日本時的江戶城，曾經位於
此處。明治維新期間，皇室一家從京都遷到此地居住，但 1888 年建成的皇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聯
合國軍隊砲火的空襲下而遭到破壞，現在的皇居於 1968 年建成。
途經◆【彩虹大橋】是日本首都東京一條橫越東京灣北部，連接港區芝浦及台場的吊橋，全長 798m，分為上
下二層構造，上層為首都高速道路，下層為百合鷗號電車的路軌。前往◎【免稅店】(停留約一小時)店內商品
琳瑯滿目，您可在此自由參觀，選購喜愛的物品。
●【台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東京臨海副都心的新名景點，商場除了集結各種世界知名品牌、國內外的休
閒品牌和充滿個性、獨創性品牌等，還有東京名店聚集的美食廣場，是富有多樣性和話題性的商業設施。國
內最大規模的「ABC-mart」、「H&M」、「UNIQLO」的複合店、「COACH」男裝等，眾多的外國專櫃品牌，以優
質合理的價格進駐。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日式燒肉吃到飽+軟飲暢飲 或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日式風味精緻套餐
住宿 : 東京或千葉或橫濱
上野 CANDEO 或 Dormyinn 系列 或 千葉 CANDEO 或 舞濱歐亞 或
VILLAFONTAINE 系列 或 新橋愛宕山東急 REI 或同級

第四天 ★★ 請於團體出發前三日團體確認是否前往迪士尼，及確認前往 A(迪士尼樂園)
或 B(迪士尼海洋)入園 ★★ 盡情暢遊一票到底～全日 【東京迪士尼樂園】 或 【東京迪士
尼海洋】～搭捷運電車、地下鐵或專車接送
◎【東京迪士尼樂園】位於東京灣邊，佔地達 51 公頃，園內由 7 大主題樂園區所構成，走在園內到處可見陪
著大家渡過童年的卡通人物：憨厚老實的米老鼠、咶噪自私的唐老鴨…等等，是大人與小孩夢幻中的天堂。
◎【東京迪士尼海洋】2001 年 9 月 4 日開幕，東京迪士尼渡假區中開幕的第二座樂園，佔地 49 公頃，由七
大主題海港構成，充滿跨越國界、融合卡通與現實的海洋樂園。整個樂園仿如座落在海上；園內有著濃濃的
南歐風、二十世紀初美國紐約的漁村風情、更有與神燈精靈一同遨翔的阿拉伯海岸、以及與小美人魚及海底
居民一同玩耍的海底世界等，讓您渡過一個難忘歡樂愉快的海洋之旅。
【特別說明】迪士尼可選擇 A(迪士尼樂園)或 B(迪士尼海洋)入園。請於團體出發前三日團體確認是否前往迪
士尼，以及確認前往 A(迪士尼樂園)或 B(迪士尼海洋)入園，以利預約入園票券。如臨時更改以致產生相關費
用(例如:取消費或門票價差等)需請另自行支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因東京迪士尼規定門票當天不能跨園區使用(領隊亦同)，故領隊將與選擇後佔多數之貴賓一同入
園，少數者敬請自行前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團體票預約皆以「東京迪士尼樂園」為主，如選擇前往「東京迪士尼海洋」之貴賓，特別則於
當日以購買個人票或事前購買之票券(A4 紙)方式入園(價差由公司吸收)，另因「東京迪士尼海洋」有入園人數
之限制，如遇當日無法預期入園人數超過限制額而無法入園之情況，則請改與團體一同前往「東京迪士尼樂
園」
，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迪士尼樂園及迪士尼海洋各項設施及表演節目、遊行或活動等，依天候、季節性及日期會有暫
停、休止、保養等情形，詳細依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海洋官網公告為主。

【特別說明】迪士尼樂園及迪士尼海洋偶有特殊包場活動關係，營業時間至下午或傍晚止的情形(12 月 31 日
當日因團體票券之限制，營業時間皆至 PM 6:00 止)詳細依官網公告為主，特此公告敬請瞭解。
※※※ 本日若「不前往」迪士尼或迪士尼海洋 ※※※
◎ 大人：每人退費台幣 1700 元
◎ 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1700 元
◎ 滿 2 歲～未滿 12 歲之不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1000 元
◎ 未滿 2 歲嬰兒：免票範圍不退費
請於「出團前三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不前往，退費金額於團體出發前由團費中扣除，「當地不
予退費」，敬請瞭解。
※※※ 本日若「前往」迪士尼或迪士尼海洋 ※※※
◎ 滿 2 歲～未滿 4 歲之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1000 元 (免票範圍，當日無票券)
◎ 滿 4 歲～未滿 12 歲之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300 元 (於當日領取迪士尼孩童票)
◎ 滿 2 歲～未滿 4 歲之不佔床小孩：每人退費台幣 700 元 (免票範圍，當日無票券)
◎ 未滿 2 歲嬰兒：免票範圍不退費
請於「出團前三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正確年齡，退費金額於團體出發前由團費中扣除，「當地
不予退費」
，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因團體票券須經事前預約，請於出團前三個工作天告知前往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海洋，以便
團體票券預約，如未於出團前三個工作天提出需求，例如:臨時由「前往迪士尼樂園」變更為「前往迪士尼海
洋樂園」之情形，因入園當日領隊將與選擇後佔多數之貴賓一同入園，所以佔少數之貴賓需自行前往該樂園
排隊且自費購買 FIT 個人票券入園，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東京或千葉或橫濱 上野 CANDEO 或 Dormyinn 系列 或 千葉 CANDEO 或 舞濱歐亞 或
VILLAFONTAINE 系列 或 新橋愛宕山東急 REI 或同級

第五天 全日自由活動．建議您可自費前往 (1)築地場外市場 (2)有樂町、銀座時尚百貨名店
街 (3)新宿 大型知名日系百貨、美食餐飲店以及歌舞伎町→東京成田空港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建議自費前往)：「築地場外市場」築地是日本最大的魚貨批發市場，供應東京都內將近 90%的魚貨。從晴海
通與新大橋通的會合處開始，共有五百多家商店的「築地場外市場」，是一般民眾的採購天堂；築地魚河岸則
是築地場外市場商店街的暱稱，有賣各種新鮮魚貨、海苔、茶、醬菜，還有陶瓷器、刀具等廚房用品等，更
吸引人的是還有許多新鮮、便宜、好吃的壽司小店，建議可自由自費品嚐新鮮壽司或生魚片。
(建議自費前往)：「銀座」從戰前以來，就一直以繁華鬧街而聞名。有許多百貨公司和高級名牌精品店並立。
白天有美味甜點的咖啡廳，夜晚則是壽司店、日本料理店陸續開張，還有高級俱樂部等等，將街道妝點得多
采多姿。有樂町則因再開發的關係，蓋了 ITOCiA、有樂町 Mullion 等等，配合丸之內方面的專賣店為主流的流
行時尚的中心地。
(建議自費前往) ：「新宿」以日本最大的電車總站為中心的區域。夾著 JR 線，西側有以東京都廳為中心的超
高層大樓林立，車站周邊有京王、小田急兩大百貨公司，以及大型家電量販店並立。另一方面，東側則以伊
勢丹等等的百貨公司為中心，形成購物商圈。從靖國通北側到西武新宿站前附近，是亞洲最大等級的歡樂街‧
歌舞伎町。南口進行再開發，高島屋時代廣場、小田急 Southern Terrace 等，有露天平臺連結，滿足您血拼購
物的慾望。
稍晚整理行裝，專車前往成田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祖國台灣，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五日遊。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或機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上精緻簡餐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