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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玩樂★彩繪 Kitty JET★ 

歡樂凱蒂貓．東京迪士尼．富士山溫泉享樂 5日 

贈送~三麗鷗 HELLO KITTY 室內樂園神秘小禮物 

＊使用航班之參考資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5/08/31 台灣長榮 BR 198 台北(桃園) 東京 08:50 13:10 

2015/09/04 台灣長榮 BR 197 東京 台北(桃園) 14:15 16:50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250 元*5 天=1250。 

第 01 天 
台北→日本．關東→成田或羽田國際空港→成田 或 千葉 或 東京（如時間許可，自由前往

購物廣場 或 市區自由活動） 
 

【本行程使用參考航班如下，正確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長榮航空 BR198 台北桃園 TPE/NRT 東京成田 0850-1255 

長榮航空 BR192 台北松山 TSA/HND 東京羽田 0730-1115 

今日帶著一顆興奮的心，集合於桃園或松山國際機場，由專員幫忙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成田

或羽田國際空港，在導遊的帶領下順序出關。 

隨即由專車搭載各位嘉賓前往飯店休憩。今晚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如時間許可，您可前往飯店附近的

百貨商場或是市區逛逛，享受初抵日本的時光。 

小叮嚀： 

◎本日設定搭乘長榮航空最新 HELLO KITTY 彩繪機【環球機】，如因臨時班機調度或是維修，有可能會使用其它機材，以長榮

航空公告為準，敬請了解。 

◎本日住宿地將依航班起降地而有所不同：如為成田班機，住宿將以成田為主；如為羽田班機，住宿將以千葉或東京為主，敬請

了解 

餐食： （早餐）X（午餐）精選料理(機上)（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 成田 MARROAD 或 MERCURE 或 GARDEN 或 GATEWAY 或 VIEW 或 格蘭皇宮 或 千葉康迪歐 或 蒲田 VISTA 或 池

袋太陽城王子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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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天 
HOTEL→路經箱根國立公園→箱根神社→箱根海賊船（箱根町→元箱根．約十分鐘）→御殿

場平和公園→御殿場 Premium OUTLET→富士五湖溫泉鄉 或 石和溫泉鄉 
 

早餐後，專車路經箱根國立公園 

前往【箱根神社】，感受山林間古剎的禪意，箱根神社它建於西元 8 世紀，位於蘆之湖南端的元箱根，箱根神社是當地人為了讓

船隻下水前，祈求平安儀式而建，所以它正好在蘆之湖畔，是日本少數幾個在水邊的神社，每年 7 月 31 日，神社會舉行放水儀

式，成千上萬的燈籠浮於水上，蔚為奇觀。神社正門外屹立了一棵一千五百年的古杉樹，充滿靈氣，見證了神社多年的人事變化。

神社內寶物殿收藏有萬商人之木雕等重要文化財產。 

搭乘【蘆之湖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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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風

漫遊，湖山相映、青松翠杉，景緻十分怡人。此湖是箱根旅遊的核心地區，您可在此享受片刻溫泉地區之風光。 

前往御殿場【平和公園】聖白的佛塔裡供奉著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充滿靈秀與肅穆氣氛，它向訪客表達了煦煦愛意及佛的慈悲，

也表達對殘酷戰爭的控訴，期許世界和平早日來臨。天氣好時更是觀賞富士山最佳地點，也是春天賞櫻、秋天賞楓的著名景點。 

【御殿場 Premium Outlet】佔地達 4 萬 5 千平方公尺，館內包括了運動衣服、時尚流行、室內用品、可愛裝飾等等共 2 百多間

日本國內外名牌、商店以及餐廳的進駐，是日本最大而且店舖數最多的大型購物中心，場內模仿 17～18 世紀歐洲街道之設計，

擁有異國風情的迷人景色。場內晴天時可眺望富士山，在此可享受寬敞舒適，自在又無壓迫感的全新購物感受。  

今日的住宿地─著名的「富士五湖溫泉鄉」或「石和溫泉鄉」，褪去今日一日的疲憊，享受泡湯的樂趣，養精蓄銳以迎接明天接

下來精采的行程。 

小叮嚀： 

◎原行程「大涌谷」因火山活動頻繁道路暫時封閉，重新開放時間未定，故本行程自７月起改走「御殿場 OUTLET」，敬請瞭解。 

◎日本晚餐內容依飯店回覆而有所不同，敬請了解。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蘆之湖風味餐（晚餐）飯店內溫泉百匯自助餐 或 和風會席料理 

住宿： 山中湖 富士松園飯店 或 御殿場 富士之堡 華園 或 箱根小涌園 或 河口湖 富之湖 或 富士之館森林渡假村 或 石和

溫泉 春日居 VIEW 或同級 
 

第 03 天 

HOTEL→三麗鷗 HELLO KITTY 室內樂園．一票到底．歡樂無限→東京市區最古老的寺廟•淺

草觀音寺•雷門•仲見世通傳統商店街散策•寶藏門•五重塔→眺望日本之冠•東京天空樹

SKYTREE→免稅店購物→日本偶像劇拍攝聖地•台場•海濱商城自由購物∼可前往 DiverCity 

Tokyo Plaza•巨大鋼彈戰士模型∼眺望東京灣美景&彩虹大橋 
 

早餐後 

前往【三麗鷗 HELLO KITTY 室內主題樂園】，風靡全台灣，魅力橫掃千軍的歡樂世界，在這愛與夢交織而成的園地裡，讓永遠

的卡通明星、大眼蛙、酷企鵝表演豪華精彩的舞蹈，並有生動機器人帶您超越時空、一同遠離浩瀚宇宙，還有許多著名的卡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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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物一起陪您共渡歡樂時光。位在東京多摩市的「三麗鷗彩虹室內主題樂園」（SANRIO Puroland），為高達四層樓的室內主

題樂園，大約有二個足球場大，耗資日幣六百五十億建造，樂園內的主角包括 Hello Kitty 、酷企鵝、美樂蒂、大眼蛙等可愛的

卡通明星，園內設施還包括劇場、舞台、餐廳、與電玩遊樂場，裡頭的設施皆完全隔絕室外的聲光，使得晝夜可以利用科技自由

展現，相當奧妙。當然最讓 Kitty 迷瘋狂的是主題樂園內的商店，一樓的 Kitty House 是 Hello Kitty 商品專門店，粉絲們與 

Kitty 合照後，再買些 Kitty 裝飾的文具用品或造型甜點。 

【淺草觀音寺】，為日本觀音寺總堂，相傳在古天皇 36 年 3 月 18 日 隅田川的三位漁民在出海捕魚時，看到觀音顯現，於是那

時的漁民回去將此事說出來以後，信觀音的人日益增多，並建立淺草寺來供奉觀音。於參拜之後，在雷門與淺草寺的中間，就是

非常熱鬧的仲見世商店街，在這不到一公里的街道上，兩旁皆是販賣日式傳統商品的店家，如：人形燒、仙貝、雷米花糖、紙扇、

浴衣…等，絕對是買禮物的好地方。 

此處可眺望於 2012 年春天完工開幕的【東京天空樹】，為塔高 634 公尺的展望電塔，超越東京鐵塔的 333 公尺，成為僅次於杜

拜 里法塔 828 公尺，並取代台北 101 的 509 公尺成為全球第二高建築。重現五重塔心柱制振式古建築技法，且輪廓採用傳統日

本建築等中常見的彎曲和隆起，從塔腳部到塔頂部，基本造形由三角形向圓形富有變化的柔美的曲線，營造出一種凜然姿態和優

美氣氛，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覺角度和眺望地點，看到塔不同而豐富多彩的神姿。色彩設計與其周遍景觀協調，基調白色象徵自

隅田川眺望東京天空樹深具日本傳統的美學意識，原創色彩『天空樹白』，彷彿白瓷般略帶青色的白，綻放著纖細的光輝。東京

天空樹是一個傳統與尖端的新象徵，並創造出一個超越時空的新景觀。 

前往免稅店，您可自由選購您所需要的物品。 

專車續往前往有法國香榭大道之稱【台場】∼時下日本最富人氣的休閒渡假區域，享受逍遙自在歡樂時光的東京新景∼東京臨海

副都心，又稱水上彩虹城，每個區域均有獨自不同特色，除了不定期舉辦的展示會外，更結合了不同的主題樂園遊樂設施、美食

廣場、購物廣場…等。現已成為年輕人相約的所在地，其所散發出魅力，深深吸引了無數大眾，足以讓人流連忘返。 

也可前往 2012 年 04 月 19 日全新開幕的【DiverCity Tokyo Plaza】除了集結各種世界知名品牌、國內外的休閒個性潮牌等以外，

還有各種的娛樂設施、台場及東京灣地區最大規模名店聚集的美食廣場，是富有多樣性和話題性的複合型商場。入口處更有一座

18 公尺高的巨大鋼彈戰士立像，並展示了自 1980 年代起超過 1000 隻的鋼彈模型，並不定期販售限定模型及其相關商品，鋼彈

迷們不可錯過！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拉麵國技館特色拉麵（代金¥1000） 

住宿： 蒲田 VITSA 或 日暮里 LUNGWOOD 或 格蘭皇宮 或 CANDEO 或 五反田 ROUTEINN 或 幕張 APA 或 東京新大谷 INN 

或 舞濱 歐亞溫泉 或 新宿華盛頓 或 池袋太陽城王子 或 同級 
 

第 04 天 
HOTEL－（體驗日本生活．搭乘電車往返單程約 1 小時）→全日從早到晚盡情暢遊～東京迪

士尼渡假區： 迪士尼樂園 DISNEY LAND 或 迪士尼海洋 DISNEY SEA ～自由 2 選 1 
 

今日全天暢遊東京迪士尼樂園。 （入場券一票到底，所有遊樂設施不必任何費用）請選擇以下其一： 

Ａ．【迪士尼樂園】暢遊佔地 25 萬坪，大人與小孩夢幻中的天堂，與米奇、米妮、唐老鴨、維尼熊一同遨遊明日樂園、西部樂

園、探索樂園、夢幻樂園、動物天地、卡通城與世界市集，有灰姑娘的城堡、叢林巡航、巨雷山、鬼屋、小小世界、太空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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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光年的星際歷險等，老少咸宜的娛樂設施；而午後時分，華麗的花車以及各個耳熟能詳的卡通人物遊行於街頭匯演，必讓您置

身其中，重拾童年的歡樂，並帶給您終生甜美的回憶；晚上可觀賞迪士尼夜間千變萬化的魅力。 

Ｂ．【迪士尼海洋世界】充滿跨越國界融合卡通與現實的海洋歡樂園地"迪士尼海洋世界"，占地 22 萬坪，整個樂園猶如座落於

海上，您可搭上蒸氣船遊走七個主題海港遊樂，地中海港灣∼濃濃古老南歐風情、美國海濱∼重現二十世紀初美國紐約的漁村風

情、發現港∼超越時空的未來海空冒險港站、失落河三角洲∼以中美州森林為舞台的神秘異域、阿拉伯海岸∼和神燈精靈一同遨

翔、美人魚礁湖∼與小美人魚及海底居民玩耍的海底世界、神秘島∼地心與海底的刺激探險。另有結合光水音的豪華劇場秀、哥

倫比亞號歌舞劇等娛樂表演節目讓您度過一個冒險、驚奇的海洋之旅。 

小叮嚀： 

◎今日交通將以搭乘電車往返飯店與迪士尼間。 

◎迪士尼規定不論是使用一日券或是兩日券，當天都不能跨區遊玩兩個樂園，如果一天內想要遊玩兩個樂園，請自費購買另一個

樂園的門票。 

◎本日如選擇不前往迪士尼遊玩，大人每人可退費 NT$1000，4~11 歲退費 NT$ 700.-、未滿 4 歲免門票不退費。請於台灣出團

前告知，團體出發後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如因迪士尼臨時額滿限制入園，將無法自由選擇入園場所，敬請事先瞭解。 

※※（園區內各節目內容、時間隨季節變更，敬請於入園之後再確定節目表。）※※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蒲田 VITSA 或 日暮里 LUNGWOOD 或 格蘭皇宮 或 CANDEO 或 五反田 ROUTEINN 或 幕張 APA 或 東京新大谷 INN 

或 舞濱 歐亞溫泉 或 新宿華盛頓 或 池袋太陽城王子 或 同級 

第 05 天 
HOTEL→自由活動(建議您可自費搭乘電車前往百貨公司逛街購物 或 洽商、訪友)→成田或

羽田國際空港→台北 

 

早餐後，整理行裝。依回程班機時間許可，自由安排以下幾種行程建議： 

 

Ａ．【上野動物園、秋葉原電器街】 

Ｂ．【百貨公司．地下商店街逛街購物】 

Ｃ．【辦公洽商．拜訪親朋好友】 

爾後前往成田或羽田國際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台北，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 5 日遊。  

∼ SWEET HOME ∼ 

【本行程使用參考航班如下，正確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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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 BR197 東京成田 NRT/TPE 台北桃園 1400-1705 

長榮航空 BR191 東京羽田 HND/TSA 台北松山 1215-1500 

小叮嚀： 

◎若遇航班晚班時間；第一天跟第五天的行程及午餐將因班機時間前後挪動。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飛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甜蜜溫暖的家 

住宿： 甜蜜溫暖的家 
 

 

 

【報價不含】 

1． 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 NT$250 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2． 觀光旅遊團不接受單幫客與脫隊（如行程有全日迪士尼除外），若有以上情形須另外加收 NT$5000 元。 

【作業規定】行程會依有料地預約而調整前後日期及順序，請依說明會資料為準 

1．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2．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3．人數必須達到 12 人以上，方可成團。 

4． 此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亦不可全程脫隊。 

5． 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時，小朋友必須為佔床。 

6．團體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單人房差額。如單數人數報名分房落單又

無法與其他落單團員湊成雙人房時，請補單人房差額。 

7．日本的團體房無法指定房型，如有大床或三人房或相通房等房型需求，本公司會盡全力跟飯店爭取，但無法保證。如飯店無法

提供特殊房型，將以一般的雙人房(兩張單人床)，而三人房則提供雙人房加床(加行軍床;比正常的床再小一點)或建議分配為雙人

房加單人房。 

8． 團體行程餐食皆為團體使用，如因個人因素需求特殊餐食，本公司將會盡力處理，但因國情不同，如無法達到要求，敬請事

先理解與見諒。 

9．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侯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

利。 

10． 此團為特殊行程，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年長或行動不便之貴賓，建議需有家人或友

人同行，則需斟酌旅客健康狀況。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11．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12．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13． 包機起降參考時間，會因日本政府實際核准時間而有差異，故包機時間及降落城市以航空公司為最後確認。 

14． 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包機航班時間及降落城市，造成團體行程變更或增加餐食或減少餐食，本公司不另行

加價，亦不減價，敬請見諒。 

15． ★新規定★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表資料，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每天行

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因此行程結束時間將依當日狀況不同，敬請瞭解。

相關連結如下（發表單位：日本國土交通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