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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12 月 26 日  行程天数： 13 天 

出发城市： 卡尔加里 特惠价格： $1798.00 起 

行程特点 : 嚴選[三大榮獲米其林三星評鑒景點]-都廳展望臺+東京明治神宮+富士

山；[古街漫步]-京都深度遊： 金閣寺（世界文化遺產）+平安神宮+祗園藝伎街，關

東+關西，全面領略日本之美。豐富多樣的餐食，中式，日式。並獨家贈送“大湧穀

延壽七年黑玉子” 處處美景，步步故事, 江南魅力，名冠中華。特色美食：上海: 小

籠湯包，本幫風味宴;無錫: 無錫排骨，太湖乾隆宴; 南京: 鹽水鴨，淮陽風味宴; 蘇州: 

松鼠鱸魚，水鄉風味宴; 杭州: 西湖醋魚，南宋官宴。全程华语导游陪同； 

价格包含国际往返机票、团费以及行程项目所含税项。 

***此团专为美加澳华人设计***更多信息请向门市部咨询*** 
 

第 1 天 卡尔加里 – 东京 

清晨在卡尔加里机场集合前往东京，开始 13 天的风情之旅。 

第 2 天抵達東京（成田機場入境） 

各位貴賓抵達成田國際機場後，享受

免費酒店穿梭巴士服務前往酒店入住。 

抵達酒店後客人出示護照自行辦理入

住。導遊會於當晚致電客人房間確認

行程。 

第 3 天東京 

早上 08:00 於大堂集合，前往遊覽【 皇居二重橋】 是日本天皇的官邸，

遊客們可在外苑拍照留念。雖歷史沈浮，但綠陰簇擁、城牆與護城河圍

繞的皇居，往昔風貌依舊。繼而前往遊覽世界地價最貴的【銀座】商業

區（自費專案）  。隨後遠觀東京新地標：世界最高的自立式電塔

【SKY TREE 「東京晴空塔」 】。午後參觀 【明治神宮外苑】和有

「東方的香榭麗舍大道」之美稱的【表參道 Hills 世界名牌街】， 明治

神宮是 1920 年為祭奉明治天皇和昭憲皇后而修建的神社。明治神宮占

地面積 70 萬平方米，神社內 12 萬棵樹木和草坪綠地環抱，環境靜謐，

空氣新鮮。 隨後前往【新宿歌舞伎町】：彙集了東京禮品, 日本著名藥

品健康產品及美容用品連鎖免稅店, 伊勢丹,三越, 飲食店・娛樂場所，

前往【都廳】，登上都廳觀光廳，東京都美景盡收眼底。（早/午/晚餐） 

第 4 天東京/箱根 

早餐後參觀【綜合電器免稅店】欣賞日本最新款、最高科技電器及電子

產品。隨後參觀的【淺草觀音寺】為日本觀音寺總堂，相傳三位漁民在

出海捕魚時，看到觀音顯現，並建立淺草寺來供奉觀音。【仲見世商店

街】是淺草寺前的購物小街，遊客可在此選購特色手信。隨後前往富士

山所在地箱根地區。【富士山五合目】（自費專案）富士山日本的象徵，

登上五合目，一覽富士山美景。繼而遊覽【忍野八海】（自費專案），

忍野八海被譽為“日本小九寨溝”，富士山的雪水流經地層數十年過濾

成清澈的泉水，由 8 處滲出因而形成池塘。其秀麗的田園風光，池水

波光潾潾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其情其景，美不勝收，日本名水百

選之名當之無愧。隨後入住日式溫泉酒店，體驗穿和服泡溫泉的難忘感

覺。（早/午/晚餐） 

第 5 天箱根/名古屋 

早餐後遊覽【大湧穀】（贈送長壽黑玉子每人 1 只）， 大湧穀是個古

老的火山口，煙霧彌漫，伸手不見五指。 沿山路上，會見到峽谷及地

面不停冒出又濃又熱的硫磺蒸氣，

甚至是冒出水泡的溫泉，若能見度

高，更可以欣賞到富士山的景色.接

著遊覽【蘆之湖畔】，在富士箱根

國立公園中，以「富士山」為其背

景，山色絕美，其中迷人的蘆之湖，

是唯美的湖濱遊樂區. 隨後前往參觀

為了表達日本人對戰爭的控訴、祈

求世界和平的願望而建造的【平和公園】。園中的【舍利白塔】 供奉

著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充滿靈秀與肅穆氣氛。隨後前往參觀【 日本

觀光免稅店】（早/午/晚餐） 

第 6 天京都/大阪 

早餐後遊覽【平安神宮】，建於 1895 年，是為紀念遷都京都 1,100 

年作為市民參拜的總社而建的。 隨後參觀【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

（自費專案） 因寺內由金箔貼制而成舍利殿「金閣」非常著名，故被

稱為金閣寺。【祗園藝伎街】（自費專案）京都的祇園的石版小路與兩

邊的花街茶屋， 短短二百米的步行街顯得特別醉人， 也是追蹤和服舞

妓足跡的地方.前往大阪，遊覽日本三大城堡之一的【大阪城公園】，

至今已有 400 多年歷史，為當時日本第一名城，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

最大城堡（不登城）。繼而前往【心齋橋】百貨商店與各式專門店等為

大阪最熱鬧的商業街。【道頓崛】 以日本美食出名，章魚小丸子，金

龍拉麵，壽司。。。。。。被稱為日本的廚房，彙集八方美食，是日晚

餐不包，各位貴賓自由購物和用餐，隨後前往入住酒店。（早/午/晚餐） 

第 7 天大阪關西機場出境 

導遊協助大家乘坐酒店免費班車前往大阪關西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或

前往下一個目的，客人乘坐豪华客机，上海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早餐） 

第 8 天上海/蘇州 

早餐後前往被譽爲“中華商業第壹

街”的【南京路】及“小吃王國”

【城隍廟商業區】。 後驅車 前往

蘇州，抵達後遊覽【蘇州鳥巢】，

與北京鳥巢同樣出自設計大師保

羅．安德魯之手，被譽爲北京鳥巢

的“孿生兄弟”。傍晚遊覽【七裏

山塘古街】（自費專案），處處古

色古香，夜夜歌舞昇平，此地此時此景，一定會讓妳感受到才子唐伯虎

當時的心境。（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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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天蘇州/南京 

早餐後遊覽【藕園】，有東方式“羅曼蒂克”之稱的世界文化遺産，東

臨護城河，傍水而築，又地處幽深小巷，環境優美甯靜。後參觀蠶絲工

廠，瞭解絲綢製作過程。午餐後前 南京，晚餐後，導遊特別帶您前往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秦淮河畔【夫子廟】。（早/

午餐） 

第 10 天南京/無錫 

早餐後遊覽“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第壹陵”【中山陵】，此地是孫中山先

生生前爲自己選定的寶地，地勢雄偉，景色秀麗，絕佳的風水寶地。後

前往南京【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作爲世界最長的公、鐵路兩用橋

被載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接著欣賞水晶 內畫展覽。接著參觀玉器博

覽商場，精美極致的玉器令人眼花繚亂。午餐後前往無錫，遊覽“江南

第壹豪宅”【薛家花園】（自費專案），它規模宏大，佈局嚴謹，中西

合璧，特色明顯。然後前往參觀被蘇東坡先生譽爲“世間茶具堪爲首”

的紫砂壺博物館。（早/午/晚餐） 

第 11 天 無錫/杭州 

早餐後前往美景如詩如畫的【蠡湖公園】。然後參觀太湖珍珠館，琳琅

滿目的太湖珍珠以物美價廉而著稱，令人目不暇接。午餐後前往杭州，

抵達後遊覽【雷峰塔】登塔觀西湖全景，湖中有孤山、小瀛洲、湖心亭、

阮公墩四島，環湖山巒迭翠，花木繁茂。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

池、溪、澗，青碧黛綠之中點綴樓閣亭榭、寶塔、石窟，湖光山色，風

景美如西子，被譽為《人間天堂》。遠眺【花港觀魚】【蘇提春曉】等

西湖十景，漫步湖邊，無限情調盡在此刻。晚餐後觀賞【西湖之夜歌舞

SHOW】(自費專案)。。（早/午/晚餐） 

第 12 天杭州/上海 

早餐後遊前往中國第一茶村【梅家塢】，遊覽獨特茶鄉風景，品嘗中國

國茶龍井。午餐後返回上海，接著遊覽遠近馳名的【外灘】，全長約

1.5 公里，東面靠著黃浦江，西側是 52 幢風格各異的大廈，外灘的精

華就在於這些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建築群。著名的中國銀行大樓、

和平飯店、海關大樓、匯豐銀行大樓再現了昔日“遠東華爾街”的風采，

參觀寶石店及同仁漢方養生中心。晚餐後【船遊黃浦江】（自費專案），

船上全方位 360 度欣賞上海美麗夜景，感受上海的百年滄桑。（早/午

餐） 

第 13 天上海/送機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前往機場送機，結束愉快的行程。（早餐） 

 

费用包含 

往返国际机票、团费以及行程所含税项，专业华语导游服务，行程所列酒店住宿，豪

华空调大巴机场接送，旅游车。 

费用不包含 

1. 任何国际或国内机票提早或延迟返回所产生之一切费用。 

2. 指定自费项目费用 ($320 USD) 包括杭州/西湖之夜歌舞表演+上海/夜游黄浦江+

苏州/观前街; 日本/银座, 忍野八海，富士山, 金阁寺+祗园艺伎街） (指定自费须于报

名时付清） 

3. 司机和导游小费（每人$140 USD）, 大人小孩同价 (小费须于报名时付清） 

4. 行程以外之观光节目。 

5. 旅客在外贵客一切私人性之花费，例如电话费，收费电视等。 

6. 各类保险、签证费用、各类税项。 

7. 出发前、后因私人、政治或者自然因素而本公司不能控制而引致的各项费用。 

备注事项： 

***请自备有效相关签証及六个月有效旅行証件***  

***此团专为美加澳华人设计***更多价格咨询请致电或亲临门市部*** 

有关购物：行程均有购物安排，购买纯属自愿，但团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进店 

游客须全程跟团，若中途脱团须补$100/人/天脱团费，其他费用一概不退。 

有关温泉酒店：温泉酒店一般历史悠久,它们是以不同的泉质、特色料理及优质服务

为特色,因此房间可能会比较简约,温泉的规模也会较小.由于温泉中含有硫磺元素, 温

泉酒店的装修会受到一定的侵蚀，这与北美或者中国的温泉设施有明显所不同；请您

事先知晓其相关文化，避免出现文化上的误解！ 

有关日本酒店：日本酒店大多建造于上世纪 90 年代，故整体房间房型偏小且装修较

为简单，这与北美和中国的城市新酒店略有不同；请您事先知晓其相关情况，避免出

现不必要的误解！ 

有关日本餐食：日本饮食注重材料新鲜，口味清淡，式样简单且以冷食为主，重质不

重量。希望您理解体验当地的饮食也是对日本文化习俗的一个了解过程！ 

有关于保险：此行程只提供酒店，旅游车，景点等的第三方责任保险，建议您出游前

自行购买旅游保险，可以万无一失。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权利，以利团体进行。行程中如发生意外而引至伤亡或其他损失，

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订之条例，作为解决依据，概与公司无涉。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购买旅游保险。  

临时取消及退款办法： 

1. 出发前三十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因取消机票、酒店引起之费用后以公司支票退还。 

2. 出发前十五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 50%团费及取消机票、酒店所引起之费用后

以公司支票退还。 

3. 七天以内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4. 鉴于可能发生之变化或参加人数不足，本公司保留于出发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团之权

利，已交付费用悉数以公司支票退还，本公司不付任何其他责任，团员不可借故要求

赔偿。 

5. 贵客如因私人原因于途中退出或未能参加行程内任何行程，本公司概不退回任何已

付费用，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其离团后之一切行动，概予本公司无涉。 

责任问题： 

1. 所有行程本公司以其丰富之经验精心设计，本公司将竭尽所能以求行程之安全及住

宿之旅馆按照行程所列来进行，但如因本公司无法控制之因素而必须改变行程更换旅

馆，本公司当竭尽所能安排，但不须为任何变动复制。 

2. 为适应各地交通时间及政治因素之可能变动并为维护团体之最高利益，本公司之领

队有权视当时之情况保留所有行程之变动权及更换同等级旅馆之权利，团员不得异议。 

3. 有关之旅行安全问题，各航空公司班机取消或误点、游轮公司、汽车公司或各大饭

店原有其个别之条例，直接对旅客负责，如遇交通延误，行李遗失或损坏，意外等事

情，当根据各公司所定条例为解决之根据与本公司无涉。 

4. 旅途中所订之餐馆及游览等，均为本公司依丰富之经验所订，不得因个人之特殊要

求更改，如欲变其所增加之费用，则由各自负责。 

5. 为维护团体之最高利益，诺是任何旅客有妨碍团体之正常活动及利益的情况发生，

本公司之领队人员有权取消之继续参加旅程之资格，自该旅客离团之时起，一切行动

均与本公司无涉。 

6. 如遇罢工，政治因素，天气不良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导致行程延误而引起

之额外费用，则由全体团员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