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精华
东京
·筑地鱼市场·浅草观音寺
·仲见世·台场公园·彩虹大桥
·东京塔·自由女神
·调色板城·东京迪斯尼乐园

富士山地区
·富士山·忍野八海村

高山
·三町筋

白川乡
·白川乡合掌村

金泽市
·兼六园·金泽城堡

京都
·清水寺·三年坂购物山坡
·20分钟子弹列车 (京都 - 新大阪)

大阪
·道顿堀·心斋桥
A：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
B：奈良和神户一日游
·东大寺·奈良鹿公园
·明石海峡大桥·中华街
·神户海港城

关西
·临空名牌工厂直销中心

膳食
6早餐，4午餐，3晚餐

酒店住宿
6晚酒店住宿

8天 日本本洲之旅

(JTOU8)

- 机上用餐 -

园”，此五大乐园都各具特色。如飞溅山给
玩者带来乐趣和幻想的世界。或到东京最新
2001年秋天开幕的迪斯尼海洋世界。这里充
满着探险、浪漫、幻想及欢乐的乐园。

集合于新加坡樟宜机场, 乘搭客机飞往 “日
出之国” -日本。

第4天

第1天
新加坡 ✈ 羽田 (东京)

东京 - 富士山 - 高山

第2天

- 早餐，日式套午餐,
8道怀石料理晚餐 -

羽田 - 东京
- 日式炸猪排午餐 抵达后，由当地导游迎接。我们的东京观光
将包括到筑地鱼市场参观 - 这是超级有名的
美食宜人镇之一。接着，前往拥有超过1300
多年的历史的浅草观音寺，它的门前有一个
名为 “雷之神” 和 “风之神” 的两个著名
神像。接着，前往仲见世商店街，两侧整齐
林立的出售传统的纪念品。过后，到台场公
园，在这里可远看彩虹大桥、东京塔及自由
女神等。参观调色板城 - 由几个景点组成，
还包括一个名为维纳斯堡的大型购物中心。
维纳斯堡于1999年开放，设计方向类似17世
纪的欧洲，甚至有一个人造天空画在屋顶上
，每天都会定期改变天空。 维纳斯堡的装饰
与拉斯维加斯凯撒宫有许多相似之处。
注意: 如果筑地鱼市已经关闭，行程将由本州市场将
被取代。

第3天
东京: 东京迪斯尼乐园
- 早餐 早餐后，前往东京迪斯尼乐园*(含门票)。这
是全亚洲独一无二，老少咸宜，合家欢乐的
地方。手持护照票便能享受无限游乐设施。
这里共分为 “世界乐园”、“冒险乐园”、
“西部乐园”、“幻想乐园” 及 “明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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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的一天游览富士山和湖区。登上日本
最壮丽的山 - 富士山 (游富士山第五站，视
天气情况而定)。之后，前往忍野八海村，
是拥有丰富自然美景的地方。忍野八海是用
由融化雪水填满这8个池塘的名字。这些雪
水是历经八十年的时间才穿过富士山的地下
层。 您会在池塘周围找到许多餐馆，纪念品
商店和食品商店，您可在这些商店购买蔬菜
，糖果，泡菜，工艺品和其他当地产品。

第5天
高山 - 白川乡
- 金泽市
- 早餐, 日式陶板烧午餐，日式套晚餐 早餐后，将游览三町筋，像古迹般的狭窄老
街道，并欣赏保存完好的传统日本民宅。您
也能看到高山阵屋(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役所
)。接着将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
文化遗产之美－白川乡合掌村。在此，您可
参观造型独特的房屋。合掌式的房舍，其屋
顶往下斜垂60度，以防冬天厚雪重压而坍塌
。参观日本三大名园之首的“兼六园”，是
和式庭园的典范。名为兼六，因园中兼具有
“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
等六大优点而著名。同时，将看到金泽城堡(
不含入门票)。

第6天
金泽市 - 京都 -大阪
- 早餐，日式套午餐，烧烤BBQ晚餐 早餐后，前往UNESCO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由1633年德川家康建造的清水寺（含门票) 此寺的本殿也属国宝之一。接着，将到三年
坂购物山坡，此街有许多礼品商店、和服商
店、餐馆、茶亭及小吃亭等，您可在这儿慢
步买些纪念品或品尝当地小吃。随着到京都
新干线车站，乘搭子弹火车(含车票)前往大
阪。抵达大阪后，到著名的购物天堂 - 心斋
桥，有许多百货商场。接着到美食街 - 道顿
堀，在这里您可看到及品尝到各种大阪街边
小吃。

第7天
大阪 - 关西
- 早餐 (A) 环球影城：
今日，将前往环球影城*(含门票)度过美好的
一天。您可以探索影城内的许多景点。亲身
体验喜爱的影片情境中如大白鲨，侏罗纪公
园,“蜘蛛侠惊险历险记”以及“哈利·波特
魔法世界”等的游乐设施。
(B) 奈良和神户一日游：
今早，前往东大寺。参观拥有联合国世界遗
产的奈良 - 也是世界上最大木造的佛殿，内

有一座身高16.2米的巨大铜像。接着游览邻
近的奈良鹿公园，园内林木茂盛，梅花驯鹿
漫步其间。随着，前往明石海峡大桥，它是
世界上最长的 (以及最高) 的吊桥。这座桥长
达3911米，位于西边神户兵库县。桥横跨在
风景如画的明石海峡，形成淡路岛与大陆之
间的连接。之后，前往沿着海湾的城镇探索
中华街和神户海港城，这里有花园、游乐园
、餐厅和购物商场。
注意：预订后，您需要选择A或B行程中的一个选项，
否则将自动选择环球影城的选项A。

行程会倒转来进行:

(JTOU8A/JTOU8R)

天

行程

1

晚上11时30分 - 齐集于
樟宜机场第3乘客大厅

2

新加坡 ✈ 关西/名古屋
关西临空名牌拍工厂直销中心

膳食

机上用餐

关西 - 大阪
3

选项A: 环球影城
选项B: 东大寺, 奈良鹿公园, 明石
海峡大桥, 中华街, 神户海港城

早餐

大阪 - 京都 - 金泽市

第8天

4

关西 ✈ 新加坡
- 早餐，机上用餐 -

5

早餐后，将到临空名牌工厂直销中心购物，
您可在这儿买到Coach, Gap, Gucci, Nike,
Adidas,
Timberland,
Nike,
Reebok,
D’urban, Hugo Boss, Polo Ralph, Valentino
等产品。告别难忘的日本旅程，送往机场乘
坐飞机返回温暖家园，并希望您同中欧航旅
共享美丽的回忆。

6

7

金泽市 - 白川乡 - 高山
松本城，兼六园，白川乡合掌村，
三町筋

高山 - 富士山 - 东京
忍野八海村，富士山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东京
东京迪斯尼乐园或东京迪斯

东京 - 羽田 ✈ 新加坡

早餐

筑地鱼市场，浅草观音寺, 仲见世， 早餐, 午餐,
机上用餐
台场公园，彩虹大桥，东京塔，
自由女神, 调色板城

6. 所有的酒店评级均以当地为标准。
如遇当地酒店客满等因素，将以同等级的酒店取代。
7. 重大活动期间，住宿地点可能无法在上述城市内。
8. 中欧航旅建议您购买旅游保险，为您的旅游做个保障。
9. 所有航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0. 如果中文及英文行程不一致，请以英文版本为标准。
11. 房型是根据酒店的分配。中欧航旅不负责所分配到的房型差异。
12. 如果团体超过26名乘客以上，将有1名新加坡领队随同团队出发。

9

早餐, 午餐,
晚餐

注：1) 道顿堀和心斋桥将取代新宿商店街和歌舞伎町。
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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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行程次序或因宗教活动，未曾预见的气候状况而有所更动。
如有任何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2. 所有订单都以旅游行程宣传册的附带条件和条款为标准。
3. 如有包含门票，将特别注明。
4. 每团至少16成员才能铁定出发。如团体少于16成员，中欧航旅将保留
决定权来操作或取消此行程，成员必须接受该安排。
5. 旅程都以华语讲解。

道顿崛*，心斋桥*，子弹火车，
清水寺，三年坂购物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