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新传媒著名艺人王禄江-Bryan Wong  

7 天 5 晚探索神秘日本中部 

        出发日期: 06 – 12 April 2018  
 

特别体验: 

- 和果子工坊/ 乘坐游览小火车 

购物乐:         

- 台场 /东京广场/ 新宿购物街 

品尝 ：  

- 包含 99%餐食（日式风味美食） 

- 独家晚宴 /刺身料理 /  日式传统怀石料理/高山和牛/ 

神户牛肉 / 螃蟹餐/天妇罗 

住宿:    3 晚日式度假温泉– 放松身心 

 

 

 

第 1 天  05 April 18 (四)    新加坡              (机上用餐) 

提早于新加坡国际机场- 第一大夏办理登机手续 

06APR18  JL038   SIN-HND  0150-0950   //   JL115   HND-ITM   1130-1235 

          

第 2 天 06 April 18  (五)     大阪                         (午/晚) 

大阪市是日本大阪府的府治，为政令指定都市之一，亦是大阪都市圈、京阪神大都市圈、乃至于近畿地方的中

心城市。 

 

黑门市场以 200 多年的历史和传统而闻名的黑门市场，在当地被称为“美食家”和“大阪的厨房”非常受欢迎的地

区，在全国享有盛名。 

 

大阪城，公元 1615年，原大阪城与丰臣一族毁于战火，后德川家康增建后才有今天的面貌，1997年的大阪城已

规划成为公园，作为市民休闲的场所，大阪城为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美丽壮观的天守阁是昭和六年所重建，大

手门、樱门、橹、焰硝藏、金藏和金明水井户屋形等成为大阪最具代表性的名胜古迹，走过石桥就进入大阪城

内城，循着步道经过一片有六百株的樱花林，即可达天守阁，阁内已改为博物馆典藏著大阪的历史资料，1997

年 3 月完成天守阁的整修，并将城迹修建后增添市民之林、纪念树之林和运动场，成为拥有丰富绿地的市民绿

地。 

住宿 – Hyatt Regency Hotel 或同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98%8E


 

第 3 天 07 April 18 (六)    大阪 /京都/福井县      (早/午/晚) 
 

乘坐嵯峨野游览小火车 ,沿着风景优美的保津川溪谷缓缓行驶。单程约 25 分钟。春天看樱

花盛开 ,美不胜收的景色肯定让人留恋忘返。  

渡月桥是岚山最具标志性的地标。 它最初建于平安时期（794-1185），最近在三十年代重建。 这座桥

看起来特别有吸引力，结合在背景中的森林山腰。 几十棵樱花树的河边公园就在桥的旁边。 

 

岚山竹林 

步行穿过竹林的人行道，迎着风，高大的竹竿轻轻摇摆，树林特别诱人；立在其中，意境非凡。 

 

天龙寺是京都五大禅宗 之一 ，是岚山中最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寺庙。这座寺庙始建于 1339 年，始

建于室町时代 （1338 年至 1573 年），是京都众多的世界遗产之一 。 除了寺庙建筑外，还有迷人的步

行小径花园。 

住宿：Minoya Taihei Castle Awara Onsen (Ashihara Onsen) 或同级 

 

 

第 4 天 08 April 18 (日)    福井县/金泽/  岐阜      (早/午/晚) 

东寻坊是福井市以北日本海沿岸崎岖不平的玄武岩悬崖。 多岩石的海岸线被海浪划分出来，留下深邃

的峡谷和险峻的悬崖，高出水面 30 米。 粗糙的柱状岩石看起来像六角形和五角形的棒状物，是一种独

特的地质构造，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可见，日本其他地方也没有。 

 

和果子工作坊 

在拥有近 150 年悠久历史的京都和果子甜食店“堪寿多”中，您可以在制作自己的和果子的同时，享受这

独特的体验为您的旅程添加了无限的乐趣。 

 

白川乡与五箇山的合掌。 于 1995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合掌造”式民居屋顶呈三角形，是当地居

民为了抵御严寒和大雪创造出的适合大家族居住的建筑形式。因屋的形状很尖，像一个合着的手，因

而得名。白川乡内一座座合掌造式的民宅连成一片，传统的乡村文化传承至今。 

住宿: Takayama Hida Plaza 或同 级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132.html&usg=ALkJrhjkeQGR0VetLiGdUSn9xBZLadF3Zw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011.html&usg=ALkJrhheEAjszAyDHsI0g967bl5xCKHf2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055.html&usg=ALkJrhi-oY_x9VDuiceTfPj7JA1k7AsLk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058.html&usg=ALkJrhgoYmgMrxcBvFKkgqPpeJjf1o1eC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134.html&usg=ALkJrhjYn98lkeRlZ2P01cSS3973fstd9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251.html&usg=ALkJrhhuMFJVWjy0dTyi7pS8JEzzcyoLU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6600.html&usg=ALkJrhgfwpEBEG1FwuCi7ju9W2VdAzNRDw


 

第 5 天 09April 18 (一)    高山/ 长野/山梨       (早/午/晚) 

高山早市是日本最大的早市之一。  

金亚麻市场 300 多年前就开始了。 市场起源于出售桑树叶的丝绸养殖农民，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农民

才能开放摊位。 许多摊位出售新鲜的绿色蔬菜，干货和自制咸菜，他们很乐意告诉你如何吃和保存食

物。 可以找到不寻常的成分，包括马铃薯茎，胡萝卜叶和野菜。  
 

高山的老城区保存完好，保存着江户时代 （1600-1868）的许多建筑物和整条街道，当时这个城市是一

个富商镇。 

玩具熊博物馆（飞 Tak 高山玩具熊生态村），位于高山市郊外一座拥有 200 年历史的合掌社传统农舍

内。 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毛茸茸的玩具的家园，其中包括一个名字叫做弗朗茨的超过 100 岁的奥地利

玩具。 
 

飞弹高山拉面工坊 

高山拉面，别名叫飞弹拉面，在岐阜县的高山市可以吃到这种拉面。 

起源于战后的支那荞麦面，之后改名叫中华面，自古以来，就很受人们青睐，20 年前掀起拉面热潮的

时候，为了和其他拉面区分开来，定下来取名叫高山拉面。我们将参观人气最高的面处板藏，店铺宅

基地范围内有制面工厂，您有机会品尝到工厂刚做出来的面条，味道独特，没齿难忘。 
 

大王山葵农场，此农场设立于 1917 年，为日本最大规模山葵园，农场面积达 15 公顷，涌水流量一天

约 12 万公吨，每年可收成 150 公吨的山葵。为安昙野最知名的观光景点。“山葵”是寿司、生鱼片等日

本料理不可或缺的调料。 

住宿: Wakamiro Hot Spring Resort 或同级 

 

 

第 6 天 10April 18 (二)     山梨/东京            (早/午/晚) 

富士山五合目位于富士山的半山腰，是从山脚的几个车站都有巴士到达的景点。富士山从山脚到山顶，共划分

为 10 个阶段，每个阶段是一个“合目”，山顶称“十合目”。每合目都设有供游人休息的地方，巴士最高可上到

2305 米的“五合目”。富士山五合目中最有人气的是富士斯巴鲁线（吉田口）五合目。富士斯巴鲁线的终点是观

看山顶的绝佳场所，从这里看过去富士山顶似乎触手可及，也有很多礼品店和餐厅。奥庭是位于富士斯巴鲁线

终点（富士斯巴鲁线五合目）前方约 2.5km处的天然庭园。它也被称为“天狗庭园”，传说天狗会从天上下来这里

游玩。庭园里还有天狗岩和祭祀传说中天狗的红色牌坊。奥庭里有可以绕奥庭四周一圈的步道，途中有好几处

值得一看的景点。这里是观看富士山的最佳地点。奥庭散步一周大约需要 40 分钟。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5900.html&usg=ALkJrhjSLMdYuU0oCAveky4dqinxeSnY-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sg&sl=en&sp=nmt4&u=https://www.japan-guide.com/e/e2128.html&usg=ALkJrhibmlsM8N3lk2ur0yi-WV79TgvOuA


 

河口湖是位于山梨縣富士河口湖町的湖泊。為富士五湖之一。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的一部分。是富士五湖中

湖岸線最長，標高最低的一湖。面積在富士五湖中位于第二。最大水深與精進湖并列第三。湖中央有一名為鵜

之島的小島。也是富士五湖中最北的一湖。湖畔旅館環繞，天氣晴朗時湖中富士山倒影相映為一絕景，為富士

山附近知名景點。 

忍野八海是日本山梨县山中湖和河口湖之间忍野村的涌泉群。因为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八个清泉，“忍野八海”故而

得名且名扬四方。据说忍野八海在 1200 年前就有了，是富士山融化的雪水经流经地层过滤而成的八个清澈的淡

泉水：御釜池、底无池、铫子池、浊池、涌池、镜池、菖蒲池和出口池。忍野八海的平均水温约摄氏 13 度，水

质清冽甘甜，被誉为“日本九寨沟”，是忍野地区指定的国家自然风景区，1985 年入选“日本名水百选”。为国家

指定天然记念物、名水百选、新富岳百景之一。 

歌舞伎町為日本東京都新宿區，餐飲店、娛樂場所、電影院等集中地，是日本少数的大型紅燈區之一 

今晚，我们的晚宴安排在一个非常有意境的餐厅，让您尽情享受美食的当儿，也可以一面欣赏由 

金牌主持人王禄江主持的告别晚宴。让这次的日本之旅画上美丽的符号。 
 

住宿: Hotel – Keio Plaza Hotel 或同级 

第 7 天 11 April 18 (三)       山梨/东京          (早/午) 

Flight:  12APR18  JL035  HND-SIN   0005-0615  

浅草寺，又名金龙山浅草寺，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浅草二丁目，是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山

号为金龙山。供奉的本尊是圣观音。原属天台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成为圣观音宗的总本

山。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浅草观音”。 

東京的廚房之稱的築地市場。築地市場由場內及場外市場兩個部分構成，場內市場以大量批發或餐廳

等等專業客戶為主要客群，場外市場則類似傳統市場，以零售為主。除了海鮮之外，也有各式各樣的

料理道具或周邊食材。鍋碗瓢盆不在話下，菜刀工房也十分出名喔！還有日本全國各地的海苔、昆

布、鰹魚節等等食材都可以在此購入。 

购物体验 

台场是日本東京灣內一座以填海造陸方式製造出來的巨大人工島。1980 年代起，此地成為東京臨海副

都心的核心地帶而快速開發，作為東京未來的都市規劃的要角，由於區域內陸續遷入許多大型企業的

總部，並且修築了許多採用現代規劃造景的商場與娛樂設施，已成為東京都內最受國內外遊客歡迎的

重要景點。 

东京广场是一个以创造“戏剧都市空间”为主题的购物中心。 有一个大型的娱乐设施，你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经验，并在其许多商店提供各种日本主题的纪念品。  

新宿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从奢侈品牌到折扣鞋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琳琅满目的商品，肯定让你满

载而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A2%A8%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A2%A8%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A3%AB%E4%BA%94%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A3%AB%E7%AE%B1%E6%A0%B9%E4%BC%8A%E8%B1%86%E5%9B%BD%E7%AB%8B%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5%9C%E4%B9%8B%E5%B3%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5%9C%E4%B9%8B%E5%B3%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6%A2%A8%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6%A2%A8%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F%A3%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C%E5%A3%AB%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9%E6%B0%B4/95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5%AF%A8%E6%B2%9F/1225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9%A3%8E%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E%B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4%90%E9%A3%B2%E5%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9B%E6%A8%82%E5%A0%B4%E6%89%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BD%B1%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7%87%88%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AC%E9%83%BD%E5%85%A7


 

 

报价（每人） - 只限于现金/支票/银行电子转账 

价钱 单人 双/三人间 机场税 小费  

配套    $3898.00 $3198.00 $130  $80.00 

地接 $2898.00 $2298.00 NIL  $80.00 

 

航班 : 日本航空 

06  APR 18  JL038 SIN-HND 0150-0950 //  JL115 HND-ITM 1130-1235 

12  APR 18  JL035 HND-SIN 0005-0615  
 

 

定团手续： 

- 护照的影印本 

- 至少 50% 旅费定金（怒不退还） 

- 一个月前需付清所有旅费 

- 必须购买/拥有个人/家庭旅游保险 

 

 

KONSORTIUM EXPRESS AND TOURS PTE LTD (连恆假期) 

Hotline : +65 6392 5000  

Email : sales@konsortium.com.sg  

Address : 6001 Beach Road , 01-52B , Golden Mile Tower , 199589  

 

注：酒店和机票价格随时会因为需求而上调；我公司保留更换价钱，行程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mailto:sales@konsortium.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