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详情 请拨打万国热线  0800 116688

日本纯玩本州13日游
超值价$5388起4月1 0 - 2 2日学生假期

2022年9月28日起适用 

亮点一：品质航空，直飞不累
精选纽航，直飞往返，含1件23kg行李额

全程舒适住宿，9晚城市精品酒店，2晚温泉酒店

含大阪环球影城+东京迪士尼两大乐园门票，专车接送

早午晚全含，含两晚温泉酒店晚餐（乐园日/飞行日除外）

亮点二：全程4-5星级住宿，含两晚温泉酒店

亮点三： 包两大乐园门票，欢乐嗨玩

亮点四：餐食全含，更有超多美食体验

亮点五：畅玩关东关西本州，经典大众、网红小众全含

亮点六：亲子、夫妻、家庭、年轻人都适合的一款旅行线路

亮点七：万国自营线路，品牌保证，沟通方便

亮点八： 特别赠送

JPDF13

东京-横滨-大阪-京都-奈良-白川乡-富士山-东京

休闲不累，超多有趣体验，老少皆宜

全程中文领队，第7次万国日本团，25年旅游经验

日本境内旅游保险，每人每天一瓶水，半日自由活动



上午8点50【NZ99】从奥克兰起飞，下午16点50抵达
成田机场，接机，送往酒店。
东京作为日本首都以及亚洲最大的城市，兼具了大城
市的活力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很多很“日本
”的东西存在在这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感受到多
元化的东京。

奥克兰-东京
1Day

餐食 /自理 
住宿 / SUNSHINE CITY PRINCE HOTEL 
交通 /奥克兰到东京飞机与市内接送

高楼林立的横滨是神奈川县的县厅所在地，也是日本
人口第二、面积第三的大都市。这座繁忙的现代化港
口城市，拥有美丽的海港景色、西式建筑群和日本最
热闹的中华街。
【未来21世纪港】的名字代表着这里作为港湾横滨市
的街区面向21世纪的未来梦想。这里原来只是一个临
海的造船基地，如今不仅拥有一流的酒店和游乐园，
还有会展中心、美术馆及音乐厅等文化场所。这里有
许多游玩的亮点，海边巨大的摩天轮、号称日本地标
的最高大厦等，已经成为各地游客日本之行不可错过
的观光地之一。
【横浜红砖仓库】建造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间、用
红色砖瓦盖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夜晚时红色
的砖瓦打上灯光、让整个红砖仓库呈现浪漫的橘红色
。
【横浜中华街】是日本最大的中国城、包含了以中华
料理店为主的美食餐厅，总共有500间以上的店家齐聚
在这里。在横滨中华街东西南北依照风水各兴建有一
个牌楼、在这里能够欣赏只有中华街才有的建筑物。

东京-横滨-滨名湖
2Day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 THE OCEAN HOTEL温泉酒店
交通 / 旅游大巴

【彦根城下町】彦根城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位列天下
名城之一，其建造耗时约20年，于元和8年（1622年
）建成。月光下的彦根城美丽动人，被誉为琵琶湖八
景之一。
这里曾经是邻接琵琶湖和内湖而建的“水城”，护城
河当时还被用作往城下町运送物资的水路。船町地名
及护城河边残留的码头遗迹、船夫等的住宅遗迹等，
可一窥当时风貌。如今还有很多屋形船穿梭往来，热
闹异常，护城河已成为市民休憩景观之一部分。
【La Collina近江八幡】这栋房子的外观让人非常有兴
趣，绿色的“草坪”铺满屋顶，是与大自然最亲近的
接触。这个旗舰店将热爱自然、向自然学习、与自然
共生作为主概念，除了在设施内重现日本近江地区的
原始风景外，还设有贩售日式、西式甜点的店铺以及
咖啡厅、面包店等商家。

【清水寺】·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与金阁寺、
二条城并称为京都三大名胜，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清水舞台下的音羽瀑布，其三个源流分别代
表着健康、学业和姻缘，很多人在这里排队接水饮用
、祈福。
【二年坂三年坂】位于清水寺外面的三年坂二年坂是
极具京都风情的坡道，也是日本重要传统的建造物群
保护地区。二年坂有各种日式小吃店、和风杂货店、
宫崎骏动画周边的“橡子共和国”，三年坂有玩偶店
、和服店和清水烧瓷器店，是京都买手信的好地方。

滨名湖-滋贺-京都
3Day



早餐后前往【锦市场】，市场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售
卖着各种京都传统 各色食物小吃。无论经过多久的时
代变迁，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做法的料理都是这里永
恒的主题。
【高台寺+茶道体验】日本著名的茶道大师说“茶道无
他事，只是煮水、泡茶和品尝而已”。说的风轻云淡，
实际上煮水的器皿、取水的时间地点、茶的研磨、品尝
的礼仪，不无讲究。“活水还需活火烹”，高台寺冈林
院煮水用的是炭火；茶具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董茶碗；
墙壁上悬挂的是数百年前的古画，高雅幽静；茶室的插
花别出心裁，皆取时令随手可得之饰物，时时更新。丰
臣秀吉都曾在高台寺饮茶，我们也在此来上一次正宗的
茶道体验，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前往金阁寺：该名称源于足利义满修禅的舍利殿，因其外
以金箔装饰， 民众遂以金阁殿称之，寺院也因此被唤作金
阁寺。金阁寺的独特之处是游客拿到的不是参观入场门票
而是写有祝福话语的朱印。

京都-岚山-京都
4Day

京都-奈良-大阪
5Day

【祗园】这里具有日本非常传统的文化与风情，电影 
《艺伎回忆录》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八坂神社】是关西地区最知名且历史最悠久的神社
之一。神社大殿被称为“衹园造”，是日本独特的神
社建筑，而舞殿上无数的提灯，让夜晚甚是美丽。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HOTEL KEIHAN KYOTO HACHIJOGUCHI
交通 / 旅游大巴

【岚山】地区由岚山和嵯峨野两块区域组成，这片区域
里不仅有丰富的人文景点，还有随四季变换的自然风光
与复古小火车。这里集中了许多古刹和神社，天龙寺更
是世界遗产级别的古迹，由野宫神社向大河内山庄之间
是著名的竹林小径。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HOTEL KEIHAN KYOTO HACHIJOGUCHI
交通 / 旅游大巴

早餐后前往【伏见稻荷大社】：供奉着保佑商业繁荣、
财运亨通、五谷昌盛的稻荷大神，香客众多。入口处矗
立着大鸟居，后面是神社的主殿及其他建筑物，尤以“
千本鸟居”最为著名。 

【寿司学校】一起参加寿司DIY课程，跟着经验丰富的寿
司师傅学习制作寿司，并尽情享用自己亲手制作的寿司午
餐。
午餐后前往【奈良公园】：奈良建都时，统治者将茨城的
鹿岛神宫的神建在春日山中。那时，据说神是骑着鹿来的
。此后鹿被看作神的使者，神圣的动物。感兴趣的朋友可
在小卖铺自行购买鹿饼，体验喂鹿的乐趣。
之后前往【东大寺】：又称大华严寺，是日本寺院的总寺
，圣武天皇为了祀奉大佛而建，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HOLIDAY INN EXPRESS OSAKA CITY
交通 / 旅游大巴



大阪环球影城
6Day

大阪-岐阜
7Day

大阪环球影城是亲子游必体验的游乐园之一，这次我们的
行程中也包括了乐园门票，让各位放心畅玩。
这里不仅有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还有让你少女心泛滥的
卡通乐园。小黄人、kitty、史努比等卡通人物一定满足你
的所有幻想。
走进霍格沃斯城堡，看着壁画上的人物和飘在空中的蜡烛
，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真实的魔法世界，是哈迷们不可
错过的一大看点。
除了原汁原味还原了好莱坞大片中的场景，还拥有众多的
项目体验和表演，令你仿佛置身其中。

餐食 /早餐
住宿 /HOLIDAY INN EXPRESS OSAKA CITY
交通 / 旅游大巴

游览【大阪城公园】（不登阁）：面积可观的城市园林，
也是每个游客来到大阪必打卡的地点。大阪城天守阁矗立
于正中，是大阪无可代替的象征。
在【大阪市立科学馆】来一次科普之旅，在旅行中获取知
识，这里的主题为“宇宙和能源”，常设展览包括四个楼
层，有趣的互动科普展品占70%以上。馆内的OMNIMAX
宽屏幕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影像系统，它无与伦比的画面
和音响效果，能让你体验“身处宇宙，遨游银河”的逼真
感受。

在【道顿堀+心斋桥】：这两个地方汇聚了药妆店、大型
连锁折扣店以及地方美食。周边大楼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大
型广告招牌，其中又以“江崎格力高的跑跑先生”最为出
名，因此这里也成为大阪观光的打卡景点。
随后逛逛【黑门市场】：号称大阪人的厨房，是品尝各式
海鲜的最佳去处。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HOTEL RESOL GIFU
交通 / 旅游大巴

岐阜-长野
8Day

【白川乡合掌村】是新晋的网红村落。白川乡因合掌造而
著称，于1995年12月被登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遗产。合掌造，是日本传统乡村的建筑，是指将两个建材
合并成叉手三角形状且用稻草芦苇来铺屋顶，其特征是两
边的屋顶像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成一个三角形状，这也
是当地村民为了应对白川地区豪雪的自然气候而发展出来
的。

【高山古街】位于流经高山市内的宫川河东岸，是以往盛
极一时的商人城镇。特别是被称为“三町”的上三之町、
上二之町、上一之町一带，有保存完好的江户时代建筑，
是来到高山的必去之地。这个地区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
要传统建筑群保护区”。高山古街格子窗下有溪水潺潺的
水渠，土酒窖里挂着杉树叶团成的“酒林”，街边大户人
家和老铺的门帘连成排。传统的糖果店和工艺品店、招牌
咸甜烤糯米团子、飞驒牛肉烤串等店家林立，吸引着南来
北往的游客。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HE CELECTON MATSUMOTO
交通 / 旅游大巴

长野-富士山-山梨
9Day

早餐后前往富士山区域。富士山矗立在东京西部，是世界
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也是日本的象征。



【清水寺】·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与金阁寺、
二条城并称为京都三大名胜，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清水舞台下的音羽瀑布，其三个源流分别代
表着健康、学业和姻缘，很多人在这里排队接水饮用
、祈福。
【二年坂三年坂】位于清水寺外面的三年坂二年坂是
极具京都风情的坡道，也是日本重要传统的建造物群
保护地区。二年坂有各种日式小吃店、和风杂货店、
宫崎骏动画周边的“橡子共和国”，三年坂有玩偶店
、和服店和清水烧瓷器店，是京都买手信的好地方。

东京迪士尼乐园
11Day

※行程概况仅做参考，请以导游实际安排为准，旅
行社保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顺序的权利。

我们将一同前往【河口湖之森美术馆】：这里是以阿尔卑
斯山的氛围为基调设计而成的独具特色的音乐主题公园，
拥有世界屈指可数的珍贵八音盒与自动演奏乐器藏品。在
这里您可以漫步于著名的艺术花园。 

【浅间神社】这里是观赏富士山全景的绝佳位置，日本名
片拍摄的网红打卡地。
随后前往忍野八海：以富士山的伏流水作为水源的涌水池
。在曾经存在的忍野湖干涸后形成的盆地上，泉水的喷水
口以水池的形态保存了下来。降落在富士山高地上的雨雪
经过数十年岁月的沉积，从这里涌出来。这里又被誉为“
日本九寨沟”。
晚上特别安排入住温泉酒店：温泉除了能够解乏，带来温
暖之外，也能给我们一些其他好处：美白、补水、治病等
等。日本各地温泉因为成分和浓度、温度不同，确实有一
些温泉具有疗效。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TOMINOKO HOTEL温泉酒店
交通 / 旅游大巴

山梨-东京
10Day

早餐后向着东京的方向出发，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来领略
东京的魅力！ 
【秋叶原】以秋叶原地铁站发散的周边区域，以“中央大
道”和“神田明神大道”为中心，是全球屈指可数的电器
街。这里是动漫迷的天堂，聚集了300多家各类电子产品
店、模型玩具店、动漫产品店和主题咖啡馆等。
之后前往【东京铁塔】（外观）：是一座是以巴黎埃菲尔
铁塔为范本而建造的红白色铁塔，高332.6米，比埃菲尔
铁塔高出13米。东京的标志之一，无数次出现在日剧的镜
头中，塔上设有展望台，整个东京都的景色尽收眼底，天
气晴好的时候可远眺富士山。感兴趣的团友可自费登塔。
之后来到【台场】：这里汇集了海外名品、日本国内外的
热门休闲品牌及充满个性独特品牌。在购物之余还能够自
费体验各种大型娱乐设施，如LED灯展、 乐高乐园、日本
科学未来馆、丰田汽车体验馆、摩天轮等等。并【远观彩
虹桥】。

餐食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SUNSHINE CITY PRINCE HOTEL
交通 / 旅游大巴

如果第一次游迪士尼的话，原汁原味Disney风格的东京迪
士尼乐园更为适合。这里按照经典的美国迪士尼主题公园
结构设计，主要分为世界市集、探险乐园、西部乐园、新
生物区、梦幻乐园、卡通城及未来乐园7个区。7个主题区
域中共有35项精彩的表演，园内的舞台及广场上，也定时
会有化妆表演和趣味游行活动。东京迪士尼乐园偏重于场
景主题，和一些梦幻的场景，也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项目
，对于年龄限制比较低，适合闺蜜、情侣或者亲子游。

餐食 /早餐
住宿 /SUNSHINE CITY PRINCE HOTEL
交通 / 旅游大巴

东京-奥克兰
12Day

早餐后，您仍有半天时间可用来自由活动，感受离别东京
前的小确幸。下午集合前往【成田机场】，航班【NZ90
】18点30分起飞返回奥克兰。

奥克兰
13Day

我们将在早上08：00左右抵达奥克兰，愉快得结束日本
之行。



酒店安排：

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酒店，但保证同级或以上标准。日本住宿设施有限，客人不可以因此极为罕见的情形为由投诉。房间可以2大2小，但2小必须

不占床。三人间：三人间默认为一张大床加一张小床或行军床。如果需要3张独立分开的床请事先声明，出发前公司会尽力确认；如果酒店难以确认时

，客人可以选择更换房型并补交费用。

自费说明：

自费项目只是列出可供选择的项目，不是指客人有时间完成全部自选，客人需根据时间自行取舍。

以上罗列自费项目费用为第三方费用。书写时以上信息正确。价格有可能被供应商更改，请购买时自行上网查询，我方不负责任。

购买自选项目时请注意，有可能会发生额外的交通费、预订费、信用卡手续费以及停车费等费用，请在付款前仔细询问清楚。

自费自选项目的合同人是顾客和第三方供应商，合同的价格，条款等不受我方约束，请仔细阅读第三方的文件后再谨慎签字。

请您在选择参加自费项目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后无法退款；并请您务必签字确认后交给导游，以保证您的合法权益。

其他自费项目请自行斟酌。游客如果希望参加行程中未列的自费项目，请游客务必在自费同意书上签字；一旦发生纠纷，您所保留的签字文件将

被作为调解的依据，以便您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费用包含：

1. 交通：纽航奥克兰往返东京，空调旅游巴士；

2. 导游：当地中文导游；新西兰中文领队

3. 餐食：行程所列的餐食；

4. 住宿：行程中所列住宿；

5. 景点：行程所列各景点常规门票（自由活动除外）

费不用包含：

1. 导游小费（每人每天700日元）；

2. 签证费用 ；

3. 私人消费及旅游保险 ；

4. 非人力因素（如因天气、路况、酒店等特殊情况）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

5. 不含自费项目：

团队餐食：

除自理餐外，早餐均为酒店早餐

7个午餐，含1次寿司体验

6个晚餐。含2次温泉酒店晚餐

无购物保证：
全程没有任何带有回扣性的商店、礼品店购物！不会因为软性或者硬性的购物耽误任何行程。自由活动时客人自行购物被视作个人行为，与我方无关。

退款与更改：
出团前30个工作日以外（不包括第30个工作日）取消订位，收取$2500/人；出团前30个工作日内取消，恕不退款。
报名后不可更改和转让.

签证：
预定报名后，若申请日本旅游签证被拒签，恕不退还订金（以退改条款为准）。报名前请自行查看是否符合日本签证申请标准。

保险：
强烈建议客人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非预期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如额外的交通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客人如自愿放弃购买旅游保险
，当有意外发生时，需自行承担，如额外的交通费，住宿费，取消费，珍贵物品遗失所造成的损失等。

如果遇到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而无法旅游，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尚未使用旅游景点门票。其他项目按照供应商的政
策执行。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旅游，一律不退款。

万国旅行社只提供文字中所列的服务项目及相关事项的有限责任，不承担与此文字描述之外的责任，如人情方面的，客人个人方面的，不可预见性的突发
事件，和法律或者刑事方面相关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等一切责任。

以上所有的价格NZD或$等标注均为新西兰元。

以上所有条件和限制和行程描述都是依据新西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并接受新西兰法律约束和保护。以上所有文字、图片、标志、图标均为万国旅行
社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客人/委托人 签名）                                                                               （日期）                                       

行程描述部分只是为了方便客人熟悉线路的需求，实际团队出发集合和解散的地点是奥克兰机场，行程报价不包含至奥克兰及机场
的交通，亦不构成任何与此相关的责任。如果客人需要我方代订新西兰航空或者廉价航空的机位，我方可以免费提供协助；但此类国内
航空产品并非“由我方销售”，因此亦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责任。请客人详细阅读。

* * * * * * * * * *旅行注意事项

售价：
12岁以上成人        折扣价每人$5388起* , 双人间或三人间标准
2-11岁小童            占床：与大人同价（日本酒店规定6岁以上必须算占床），不占床：85折
2岁以下不占床     均价：$2500起，婴儿只占座位及儿童座椅不享受其他服务。
单人房                   需缴纳共$1500的单房差。
定金                       $2500/人，余款需在团队出发30天以前付清；逾期未缴费用，视作定位作废。定金不退、不换以及不得转让他人。
小费                       请支付导游小费每人每天700日元
*备注                     *特别赠送日本境内旅游保险+每人每日一瓶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