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天

晶鑽日本關東關西
6  D a y s  J a p a n  S u p e r  V a l u e  T o u r

Day 5 京都—大阪
Kyoto - Osaka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京都西陣織會館】，把絲線先染過色後才織
成圖樣的紋織品，是馳名世界的日本代表性工藝品。之後
參團乳膠店，【平等院】是平安時代池泉舟遊式的寺院園林，
199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前往免
稅店。【大阪城公園】（不登城），大阪城公園位於大阪
的中央，被華麗的樹林環繞大阪城，四季各異的風景令遊
客沉醉。傍晚遊覽大阪最大的購物區【心齋橋】，在道頓
堀美食街品嚐當地美食。
住宿 Hotel：貝嘉斯酒店 / 泉佐野中心關西國際機場酒店
/ 關西空港唐草酒店 Bay Gulls Hotel 或同級
Visit Nishijin Textile Center and Byodo-in. Stop by Latex 
shop and duty-free store, proceed to Osaka Castle (not 
simmit).Enjoy your time in Shinsaibashi
                 Day 6 大阪  原居地 

Osaka Hometown  ( 早餐 B)

早餐後貴賓自費搭乘酒店門口的機場特快專線直達關西國
際空港（KIX）。（導遊會在前一天協助各位貴賓）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on your own arrangement. Or, plan 
rest of the day on own. End of the journey

週四 / 六指定日期出發·櫻花季天天出發

團號
Code

成人
Adult

小童 *
（不佔床）

Child NO Bed

小童 *
（占床）

Child w/ Bed

單人房差
Sgl Supp

指定自費
（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導遊小費
（大小同價）

Tipping

TO6 $499 $399 $499 $550 US$360 US$70

Prices in AUD per person

* 小童費用適用於 2 至 11 歲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且不含早餐。

標為紅色的出發日期加收旺季附加費 AUD$100/人，標為綠色的日期團隊特別贈送“長腳蟹大餐”

日本星級酒店，所列餐食和景點門票，國語/粵語
導遊，旅遊巴士。
Hotel Accommodation, Admission Fee & Meals 
as Indicated in Itinerary, Chinese-speaking 
Guide, Coach

國際機票及稅項，旅遊保險，簽證費，指定自費，
小費，私人消費，因不可抗拒原因引起的額外費用
Air Tickets & Tax, Travel Insurance, Visa Fee, 
Compulsory Programs, Tipping, Personal 
Expense, Any Extra Costs Out of Control

未含費用  Fare Exclusion包含費用  Fare Inclusion

富士山五合目 • 清水寺 • 伏見稻荷大社 • 平等院 • 熱田神宮 • 銀座商業區

** 指定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 連同團費一起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pre-pay with tour fare)

買
一
送
一

全年

Day 1 原居地  東京成田 
Hometown Tokyo(Narita Airport)

抵達東京成田空港 (NRT)，導遊機場協助客人搭乘穿梭
巴士前往酒店。
（接機時間 10:30AM-21:30PM，T1 航站樓 )
住 宿 Hotel： 馬 洛 德 酒 店 / 愛 迪 星 大 酒 店 Marroad 
International Hotel Narita 或同級
Upon arrival at Tokyo-Narita Airport, transfer to the 
hotel by shuttle bus with our guide's assistance. Guests 
can check-in hotel after 3pm.
                 Day 2 東京

Tokyo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前往【皇居二重橋】，皇居是日本天皇的起居之
地，二重橋則是皇居的象徵，為東京著名地標，相當古
雅。之後遠眺全世界最高的自立式電波塔【天空之樹】。
遊覽日本觀音寺總堂、供奉觀音的【淺草觀音寺】，是
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院，客人可在寺前的【仲見世
商業街】選購特色伴手禮。接著再前往銀座瘋狂購物。
晚上則回到飯店享受飯店內的溫泉設施，充分享受溫泉
心情。
住宿 Hotel：石和春日居 / じらごんの富士の館 / ニ
ュースターホテル山中湖 / 西湖レイク Kasugai View 
Hotel 或同級
Visit Imperial Palace-Nijubashi. Then, view sky tree 
remotely and proceed to Senso-ji & Nakamise. 
Afterward, enjoy your time in Ginza
                 Day 3 東京—濱松

Tokyo - Hamamatsu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河口湖】，它是富士五湖中最北的一湖，

天氣晴朗時湖中富士山倒影相映為一絕景。前往日本
標誌性景點【富士山五合目】，在最美角度欣賞富士
山美景。【忍野八海】是富士山融化的雪水經過 80 年
的過濾，錯落有致地散佈著八個清泉，忍野八海看富
士山，位置景色絕佳！接著前往【平和公園】，觀賞
園內富有日本特色的園藝花草，公園的設立，表達日
本人對戰爭的控訴、祈求世界和平的願望，意味深長
且清幽雅緻。
住宿 Hotel：濱松格蘭酒店 / アソシア豊橋 / 藤枝オ
ーレ Grand Hotel Hamamatsu 或同級
Visit Lake Kawaguchi and Mt. Fuji-5th Station. Then 
tour Oshino Hakkai and Heiwa Park
                 Day 4 濱松—名古屋—京都

Hamamatsu - Nagoya - Kyoto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名古屋著名的神社【熱田神宮】，是日本
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相傳自西元 2 世紀由景行天皇所
建，至今已有 1900 年的歷史。之後參觀禦寶珠寶店。
接著遊覽【伏見稻荷大社】，伏見稻荷大社是位於京
都南邊的一座神社，供奉著保佑商業繁榮、五谷豐收
的農業之神稻荷，香客眾多。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
水寺】，漫步【三年坂二年坂】，走在曲徑通幽的石
板坡道上，極具韻味。
住宿 Hotel：大津王子酒店 / 大津皇家橡樹 / クインテ
ッサホテル大垣 Otsu Prince Hotel 或同級
Coach to Atsuta Jingu. Then, proceed to Kyoto, stop 
by the Japan yubao jewelry shop, visit Fushimi Inari 
Taisha, Kiyomizu-dera and stroll down Sannenzaka & 
Ninenzaka
                 

2019 出發日期 
2019 Departure Dates

3月 9，14，16，21，23，
28，29，30，31

4月 1，2，3，4，5，6，
11，13，18，20，25

5月 9，11，16，18，23，
25，30

6月 1，6，8，13，15，
20，22，27，29

7月 4，6，11，13，18，
20，25，27

8月 1，3，22，24，29，
31

9月 5，7，12，14，19，
21，26，28

10月 3，5，10，12，17，
19，24，26，31

11月 2，7，9，14，16，
21，23，28，30

12月 5，12，21

備註 Remarks

◎僅限持日本以外國家護照的華人
◎若買一送一其中一位客人取消，另外一位客人需按單人房價格支
付，補足房差 
◎小費及指定自費需要在出團前與團費一并支付
◎遊客須全程跟團，若中途脫團，須補離團費用USD$150/人 /天，
門票及其他費用恕不退回
◎無床兒童不含酒店早餐，請具體諮詢酒店兒童用餐規定標準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惡劣、罷工、颶風影響、證件遺失、當地
酒店突告客滿、原定班機取消或延誤、政變等等或在非本公司能力
範圍以內所能控制之情況下，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
一項旅遊節目，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況儘量安排及全權處理，長城
假期將不負責在此情況下所引致之損失
◎行程前後次序會有調整，最終行程以本公司確認單為準

特約旅行社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們保留最後更改

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13 FEB 2019

東京—濱松—名古屋—京都—大阪
Tokyo-Hamamatsu-Nagoya-Kyoto-Osa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