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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札幌，小樽

温泉乡 洞爷 湖，
看函馆 山夜景，玩迪
士尼乐 园，皇居，雷
门 观 音寺

日本地接团费一位是 98，000 日元
（共带 6 顿早餐，5 顿中餐，6 顿晚餐。日本中餐平均 1000 日元，晚餐平均 1500 日元，酒店均带早餐，4 星
酒店，北海道到东京的机票）

日期

城市

第一天

行

程

用餐

中国

中国国内机场集合，乘国际航班飞往抵达日本北海道的千岁机

机内

千岁

场，导游接机后，送往酒店休息。

晚餐

住宿
千岁全日空酒店
或
同级酒店

酒店早餐后，前往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幌。
在市内参观札幌的标志-充满美国西部开拓风格的白色木造建
筑【大钟台】，之后前往【大街公园】，到后自由散步。

早餐

而后前往前往小樽地区。
漫步【小樽运河】这条明治大正期间开凿的运河，今天两岸的
D2

北海道

旧仓库都改建成了玻璃工艺品商店、茶馆、餐厅和商铺。石板
街道、欧式的汽油路灯、街头画家和即兴演出的艺人，构成一

午餐

洞爷湖万世阁酒
店及其同级酒店

副浪漫的运河风光。在这里可参观晶莹剔透的【北一硝子玻璃
精品馆】、北海道最大的八音盒馆【水晶音乐城】，此处精美
的手工制品一定会让您爱不释手。
之后前往著名的温泉乡洞爷湖地区，住宿温泉酒店，体验温泉

晚餐

澡。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洞爷湖畔的【洞爷展望台】，远眺洞爷
湖秀丽旖旎的湖光山色，特别能感受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活
力。随后途径眺望【昭和新山】
。这座在 1943 年地震造成的断
层处隆起的新山，至今还在喷发白烟。

D3

北海道

之后，驱车前往函馆观光：
【元町】-函馆元町曾是江户时代奉

早餐

函馆平成馆海洋

行所的设置地，是北海道南部的行政中心，日本开放后作为开

午餐

亭温泉酒店及其

放城市汇集了各国领事馆、教堂、洋馆等，至今仍保留了很多

晚餐

同级酒店

当时的洋馆，分布着充满异国情调的街道。然后前往观看【函
馆山夜景】-函馆的夜与香港、拿玻里，并列为世界 3 大夜景。
由于地形因素，函馆的夜景以特殊的扇型著称，是游函馆不可
不到的景点之一。之后前往住宿函馆温泉酒店，体验温泉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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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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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

住宿

酒店早餐后，前往【五棱郭公园】赏樱，每年春天，1,660 株多的
樱花同时盛开，是北海道内屈指可数的樱花名胜（花期根据具体时
节气候会有所变化），之后前往【女子修道院】-明治 31 年(公元
1898 年)由法国派遣八位修女来此传道时所建的女子修道院，院内
D4

北海道
东京

及庭园洋溢着浓郁的欧洲气息，并附有资料室展示着修女的日常生
活数据，以及纪念品。
而后前往函馆机场，乘 NH854(12:40/14:10)前往东京羽田机场，

早餐
午餐
晚餐

东京赤坂王子酒
店或同级

抵达后，导游接机，东京市内观光;看最新家电電気街【秋叶原】
。
之后前往新宿【歌舞伎町】,【新宿都厅】，【新宿商业街】自由购
物，晚餐后，前往酒店住宿
早餐后，在导游带领下乘坐地铁前往亚洲最大的主题乐园——【迪
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占地 25 万坪，是大人与小孩梦幻中的天堂，

早餐

可与白雪公主、米老鼠、唐老鸭一同遨游童话世界。而午后时分，
D5

东京

东京赤坂王子酒

华丽的花车以及各个耳熟能详的卡通人物游行表演，必让您置身其

店或同级

中，重拾童年的欢乐；晚上可观赏迪斯尼夜间千变万化的魅力，带
给您终生甜美的回忆。

晚餐

晚餐后，前往酒店住宿
早餐后，前往参观日本天皇居住的皇宫-【皇居外苑】
，在著名的【二
重桥】拍照留念。之后前往日本最繁华的【银座】，
D6

东京

再至著名的【雷门观音寺】，在寺前的【仲见世商业街】购买物美

早餐

中国

价廉的小礼品留作纪念或赠送亲友，随后前往成田机场，办理搭机

机内

手续后，搭乘国际航班从成田机场飞往中国。在互道珍重再见声中
结束这日本的欢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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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酒店 ：住 4 星酒店酒店为双人间, 如需利用单间,要加收费用。全程中安排箱根温泉酒店、有日式、洋式、原則不
能選択。
2．用餐： 中餐 1000 日元

晚餐 1500 日元。酒店均带早餐,温泉酒店含早,晚 2 餐。

3．旅游车：30 位客人所使用的观光车为 45 座旅游车。
4．离团：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规定, 原则上,不能离团。
5．团队更改及取消费用（毎人）
出团前 5 天(工作日)--------------------------团费的 10%
出团前 3 天(工作日)--------------------------团费的 20%
出团前 2 天(工作日)--------------------------团费的 30%
出团前 1 天(工作日)--------------------------团费的 40%
出团当天(预定到达之前)---------------------团费的 50%
出团当天(预定到达之后)---------------------团费的 100%
6．行程及景点：
实际走团过程中导游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前提下调整行程景点的先后顺序；
7．日本酒店等级： 日本酒店不悬挂星级标志，日本酒店星级标准与中国酒店星级标准有差异，以日本当地为准不能相
比；日本溫泉酒店不设星级，及提供日式和洋式房间 2 種。
8．价格及行程的调整： 我社保留因现地交通、汇率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如北海道大风雪等，政治形势、政
府法令、航空、铁路、及公路等出现紧急情况）而调整行程及价格的权利。东京迪斯尼乐园,园内拥挤,有可能改变行程
请原谅。
9． 有关旅行保险：
团费不包括任何旅行保险,我们强力推荐: 请在出团之前,让客人参加各种任意国际旅行保险。
10． 团费结算：
入境前 3 天(工作日)必须付清团款，
原则上,用日元结算,也可用人民币结算。具体的按付款合約办理.

团费请汇到以下帐号
「銀行」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ltd
「帐号：ACCOUNT No.」 0015073

「支店名」 Asakusabashi branch,Tokyo

「名义人」 Shintoukai Travel,inc.

「银行国际代码（銀行の国際的ＩＤ）：Bank Swift Code」

BOTKJPJT

「支店所在地」 Bank Address 1-23-6 Yanagibashi,Taitou-ku,Tokyo/111-0052

TEL 81-3-385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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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大钟台

札幌大街公园

远眺洞爷湖

昭和新山

小樽

五稜郭

函馆 山夜景

迪士尼乐 园

新宿都厅

皇居

浅草雷门

秋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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