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團】歡樂迪士尼．河口湖音樂童話．箱根物語五日

出發日期

2018/12/31 (一) 5 天

報名截止日 2018/12/26 (三)

旅遊國家

日本

價

每人 NT$ 55,800

格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預計出發

預計抵達

出發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2018/12/31 08:50 2018/12/31 12:55

桃園TPE

東京成田NRT

長榮航空

BR198

2019/01/04 14:00 2019/01/04 17:05

東京成田NRT

桃園TPE

長榮航空

BR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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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台北∕成田空港

本日入住品川新高輪格蘭王子酒店，飯店地理位置優越、交通非常便利，可以滿足您購物逛街的樂趣喔∼

品川站前

新高輪格蘭王子

東京一大交通轉乘樞紐．品川，這裡有很多可逛可玩必吃的地方，
也是美食和拉麵、甜點的一級戰區。而品川站是有名的「不用出
站也能逛街」的車站，介雜著書店、服裝店、飲食店、花店...等
等各式各樣的店鋪，能享受購物樂趣。位於品川的Blue bottle
coffee藍瓶咖啡，維持店家一貫的簡約風格，沉穩而寧靜的簡約
空間設計，也推薦您前往喔。

由建築家．村野藤吾氏設計，在青蔥濃蔭的日式庭園之中，酒店
展現時尚摩登的風格，挑高典雅的大廳上方掛著低調溫暖的燈飾，
舒適的客房皆附陽台，在城市中卻如同地處旅遊休閒勝地，給您
舒適輕鬆的住宿體驗。

無

機上享用

Day 2

自助百匯料理(￥)3,000
或日式特色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新高輪格蘭王子
或同等級飯店

蘆之湖海賊船∕箱根360°展望空中纜車∕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

由湖面與纜車欣賞箱根景觀，海賊船讓小朋友想像成為帥氣船長！開放式的雕刻之森美術館，不僅是拍照好地方，還有為小朋友
精心打造的遊憩區喔！

晚上特別安排山中湖萬豪，寬敞客房與溫泉讓您徹底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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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已含

費用已含

費用已含

蘆之湖海賊船(￥)1,000

箱根360°展望空中纜車(￥)1,050

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1,600

(箱根町─桃源台)搭乘模仿北歐西班牙海

(桃源台─大涌谷) 搭乘箱根360°展望空中

在山雨濛濛或晴日來訪皆宜，雕刻之森美

賊大帆船或美國開拓時代輪船所建造的觀

纜車，以時速11.5公里的速度向上攀升。

術館於1969年開設，蒐羅英國Henry

光船遊覽蘆之湖，蘆之湖是火山噴發所形

沐浴在陽光中，左側可以看到峰頂積雪的

Moore、法國Auguste Rodin、日本岡本

成的破火山口湖，周長約18公里，在遊覽

富士山，右側可以看到蘆之湖的波光粼粼，

太郎等大師級雕刻家作品，在廣褒草原上

船上可以縱情飽覽湖畔風情萬種的四季自

令人陶醉。

凝觀雕塑與自然共舞，占地約7萬㎡的館

然景觀：春天可見湖畔的櫻花盛開，秋天

內陳列多達200件作品，並有畢卡索藏館，

可見楓紅遍野，以富士山為背景，湖光山

盡情觀賞20世紀藝術巨匠傑作。

色如詩如畫，藍天、碧湖、綠樹、紅鳥居，
夢幻浪漫的美景令人難以忘懷。

山中湖花之都公園～夜間彩燈秀、浪漫煙火

山中湖富士萬豪

期間限定的彩燈秀，搭配周末或特殊節慶施放的煙火，以富士山
的輪廓打亮夜空，感受冬季的浪漫氣氛！我們為您安排的晚間活
動為自由參加，車程單程約18分鐘，您可以選擇前往，或留在飯
店內。

位於富士五湖畔，山中湖萬豪在2017年全新改裝登場。濃濃的渡
假村氛圍、以木材為基調，溫暖迎接所有旅人。41㎡寬敞客室最
適合與親子同樂，毫無拘束享受與家人的時光。內裝以幾何圖形
搭配象徵富士五湖的青色，現代美學穩重而耐看。露天風呂流倘有
「美人之湯」美名的山中湖溫泉，餐點則準備日夜溫差孕育出的
鮮美食材，保證給您萬豪集團一貫的高品質服務與享受。

飯店內享用

自助百匯料理(￥)2,000
或洋式風味料理
或其他特色料理

飯店內享用會席料理
或洋式創作料理

山中湖富士萬豪
或同等級飯店

費用已包含：蘆之湖海賊船￥1,000元、箱根360°展望空中纜車￥1,050元、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1,600元
山中湖花之都公園：彩燈秀17:00至21:00、施放煙火時刻20:00，以實際狀況為準。

Day 3

西湖根場合掌集落∕河口湖音樂之森∕免稅店∕台場新城

湖映富士∼河口湖美景讓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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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已含

費用已含

根場～西湖合掌集落(￥)350

台場新城

河口湖音樂之森～庭園美術
館(￥)1,500

日劇迷的經典場景、東京超人氣娛樂區，
集結時尚、流行、美食與美景的約會聖地。

富士五湖之一的西湖，以眺望白雪皓皓的
靈峰富士，與神祕廣闊的青木原樹海聞名，

在優美富士山背景下，讓耳朵沉浸於美妙

台場新城有國際精品名牌加持，日本最具

同時，它也是日本最美的茅草屋集

的協奏曲。以阿爾卑斯山為設計的音樂之

規模的ARMANI JEANS、BURBERRY

落。2006年建造的20棟合掌屋民家，重

森，富麗堂皇的演奏大廳內設有全球最大

BLUE LABEL、BURBERRY BLACK LABEL

現了以前居民們的生活：燒著炭火的小屋、

自動管風琴，讓人隨音符入室；館內收藏

齊聚一堂，還有保齡球館、卡拉OK、美

桑田、散策道，展現樸實的農村生活中。

中世紀歐洲貴族珍愛的音樂盒，一品精湛

食城等應有盡有，為東京指標潮流地。

工藝。或走入歐風庭園，絕賞水晶樹在陽
光下折射絢麗光芒。

飯店內享用

洋式創作料理(￥)2,000
或和洋特色料理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東京灣東急(保證入住)
自由用餐或由導遊帶領用餐，
退費(￥)2,000

費用已包含：根場￥350元、河口湖音樂之森￥1,500元

Day 4

迪士尼樂園

讓您全日暢遊迪士尼樂園！安排飯店專車接送，避免擠電車的舟車勞頓，更能盡情買紀念品！

迪士尼樂園
早餐後，由導遊帶領直奔充滿幻想與魔法的王國「東京迪士尼樂
園」，在佔地46萬㎡的廣大園地上，主要分為：世界市集、探險樂
園、西部樂園、夢幻樂園、明日樂園、動物天地跟卡通城七大區，
迪士尼樂園有不斷推陳出新各種嶄新活動與娛樂設施，讓您的歡樂、
感動與驚奇不斷，園區內每天上演著各種精彩的表演活動與卡通人
物大遊行，數十種娛樂設施更是集合了刺激與歡笑的冒險旅程，您
可以開心與卡通名星合照，或是盡情的於「伊客斯皮兒莉」小鎮逛
街購物，迪士尼的歡樂超越了所有限制，讓每位遊客都帶回滿滿的
幸福，留下讓人難以忘懷的歡樂記憶。

飯店內享用

為方便您樂園內遊玩，敬請自 為方便您樂園內遊玩，敬請自 東京灣東急(保證入住)
費自理
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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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樂園：選擇暢遊「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海洋」或「不進迪士尼，可退費NT$1500元(大人)」，皆需於團體出發前主動
向業務提出。

Day 5

成田空港∕台北
東京灣東急～2018年5月全新開幕
全新開幕的東京灣東急酒店，以明亮的海洋色系為主題搭配開放感
十足的大廳，讓飯店彷彿置身於大海與藍天的擁抱，眺望整片蔚藍
大海的同時心中充滿著驚喜與期待，夜晚時還能欣賞滿天星空浪漫
喔！您可以搭乘飯店專屬的接駁車前往東京迪士尼樂園，也有接駁
車前往新浦安車站，能滿足您逛街購物的欲望。全新飯店享受，趕
快來體驗吧！

飯店內享用

為方便您自由逛街散策，敬請 機上享用
自費自理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1.日本飯店為落實SDGS環境永續發展理念，將陸續減少提供牙刷、牙膏、梳子、刮鬍刀、浴帽等一次性備品，建議貴賓們自行準備，
或由導遊協助向櫃檯索取或購買。
2.為了您自身的權益，入出境時請勿接受他人委託攜帶任何物品。
3.小刀類物品及指甲刀均應放置於托運行李內。
4.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每人投保旅約責任險。若於日本參加團體，不在履約責任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5.手機、相機、MP3、手提電腦、攝影機等電子用品的「備用鋰電池」，搭乘飛機時不得放在行李箱托運，必須放在隨身手提行李
帶上飛機，而且必須符合一百瓦小時以下的規格限制。已裝在手機或相機內的電池，因有機殼保護、正負極未暴露在外，不在限制
之列。也就是備用電池不能放大行李託運，要隨身攜帶！且要做好「絕緣體保護」。
6.安全火柴或香煙打火機規定，以個人使用隨身攜帶為限，除了液化瓦斯的打火機外，不可攜帶無法被吸收之液體燃料香煙打火機，
另打火機燃料、打火 機燃料填充罐及非安全火柴，則不得隨身攜帶，也不得作為隨身行李，或託運行李，且每名旅客限帶1個打火
機或1盒安全火柴(僅允許隨身攜帶，禁止手提／託運)。
7.自帶護照之旅客請務必注意，護照有效期限必需比回國多出六個月以上。
8.若為軍職者，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準，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若為役男者，滿18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
兵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9.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需使用同一本護照。
10.持外國護照者，需辦好重入國許可，並準備返國(護照國籍)之機票訂位記錄或證明備查。
11.護照內已辦好欲前往該國之簽證，所持之簽證類別及效期已符合該國之規定。
12.持國外發的中華民國護照，需有有效期的出境證或出境條碼及回台加簽。
13.旺季期間(暑假、寒假、春節或連假期間)，請務必於班機起飛二小時前準時抵達機場(護照自帶之貴賓更請務必準時)，敬請配合！
14.如貴賓在日本有購買物品寄送到飯店，飯店會酌收保管服務費，若產生費用請貴賓自行支付。
15.外籍人士於外站JOIN不在履約責任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16.行程安排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氣候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而有變化。
17.行程景點、飯店、餐食照片僅供參考，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不同，敬請了解。

★費用包含★
1.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門票。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3.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43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險」每人500萬元旅遊意外、20萬元意外醫療及海
2023/01/08 14: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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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急難救助。
*若於外地(非台灣)參加團體，不在「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承保範圍，請貴賓自行承保。
4.贈送日本國內新冠防疫醫療保險日幣1000萬。
5.導遊、司機小費。

★費用不含★
1.申辦護照費用NT$1,600元。
*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2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
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注意事項★
1.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
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際提供為主，住宿房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依報名先後順序選擇。
3.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4.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5.參加本行程須持有(至回國當日護照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護照，若同時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入
出境(台灣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日本交流協會台灣事務所)之規定，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6.若為軍職者，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準，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年齡屆19歲至36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
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7.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0人(含)即可成行，最多參團則為40人(含)以下；沖繩最低出團人數為16人(含)成行。
8.依據日本國土交通省於2012年6月最新規定，巴士使用時間由車庫出發至返回車庫不得超過10小時，以避免司機疲勞駕駛產生的
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9.行程內安排參觀之季節性景點(如賞櫻、賞花、賞楓、賞雪等)，會因當時現場實際狀況或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等影響，而調整前
往參觀適時適當觀光景點。
10.團體機位以航空公司安排為準。
11.北海道(千歲、函館、旭川)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2.NH東京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3.CX國泰機票，一經開立皆無法辦理退票。
14.行程景點、飯店、餐食照片僅供參考，景色或菜色會隨季節、拍攝角度而不同，敬請了解。

★日本旅遊貼心小叮嚀★
因日本文化獨特的特性，到日本旅遊時會有些許與台灣不同的習慣差異，入境隨俗～是享受獨特日本文化的旅遊樂趣。
◎日本住宿
1.為維護旅遊品質，一位大人與一位不佔床小孩同住一間房時，大人需補單人房差，或小孩需收取佔床價格。
2.若有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每日房間差額，如報名人數出現三人時，則可選擇：A.不加價三人一室(使用飯店提供輔
助床加床，輔助床亦有數量限制，以入住當天該飯店提供數量為主)B.補差價加開單人房。飯店團體房恕無法指定連通房或不要角邊
房，亦無法指定同行者的房間一定要在隔壁或鄰近，敬請見諒！
3.日本雙人房型基本以兩張單人床為主，若有需要一大床房型請於報名同時告知服務專員。
◎日本餐食
1.因飲食文化差異，日本的多數素食者皆可食用蔥、薑、蒜、韭菜、奶蛋等辛香料，料理湯底也多柴魚或大骨高湯所熬煮的，對於
素食者無法提供如台灣多樣化料理，針對素食餐僅能醬菜、蒟蒻、蔬菜、豆腐等食材烹調，敬請貴賓見諒。
2.因為我們要提供給最道地的日本餐食給您，所以會有部份鄉土料理會有較多的生冷食物，如有食用後會產生身體不適、過敏等狀
況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讓我們為您調整餐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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