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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天05晚精选本州樱之旅 
(Tour Code: MJPN07) – IN KANSAI (Sakura Season) 

第1 天 吉隆坡 － 大阪关西海上机场 (机上用餐) 

于吉隆坡机场集合办理登机手续，然后由苹果专业领队陪同乘搭晚机飞往日本 

在机上，好好的休息或欣赏夜间影片哦！ 
 

第2 天 关西海上机场－ 大阪环球影厂 － 繁华都会大阪 － 心斋桥 (晚餐) 

抵达世界第一座海上的人造岛上国际机场；据了解建造费是400 亿马币哦！ 

通关时您得拍个照及按2 个指纹哟！不过很先进！接着，启程前往关西地区观光啰！ 

日本大阪环球影厂 

我们的导游将会带着您一起玩乐于：世界第二座充满刺激, 令人兴奋的影厂。占地45 公顷，以好莱务热门 

电影主题, 精采场面包括大白鲨, 水世界, 回到未来, 鬼终结者, E.T.形际历险记, 侏儒纪公园乘车探险等。另 

外还新增设 的史奴比音乐舞台冒险，史奴比游乐场，好莱坞魔术，水上表演秀。 

在下午时分，我们开进全日本第２大的城市也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生活指数城市！噢噢萨卡！ 

入住大阪市区 

在大阪最繁华的商业街 ～ 心斋桥。这是最著名百货店商店街，时髦时装街，风味小食餐厅街，还 

有不夜街都集中在这里。在这里，您可尽情享受大阪另一面的夜生活，还可以吃到好吃的日本拉面！ 

 

第3 天 古典京都 － 子弹火车 － 丰桥滨松 (早午晚餐) 

京都 (794-1868) : 京都、与埃及的开罗，罗马齐名！ 

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 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京都则是一个绝美的名所。最让人吃惊 

的是在这古都里的传统中与现代化共存之交汇！ 这的古色古香之美 (日本国宝，也是 

世界遗产)，闲静中尽是画意。肯定令您谋杀不少的菲林！ 

步行游历古老的京都之体验- 京都最具代表性的观光胜地；四季之人均络绎不绝的清水寺, 这是京都最 

古老的寺院，建于公元788 年，占地面积13 万平方米，寺院建筑气势宏伟，结构巧妙，未用一根钉 

子。寺中六层炬木筑成的木台为日本所罕有。当然在这秋绚丽的季节里，也能显现出它独具一面的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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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寺内地主神社～姻缘月下长老 – 位于清水寺内的神社；也称为恋占之石的石头，相传只要能闭上 

双眼由其中一块石头，触碰到另一块石头，就能恋爱成功，因此深受年轻人 的情侣欢迎唷！您可要 

忘了哦！ 

于清水寺内的音羽瀑布 – 带来幸福，财富，健康的泉水。相传是由当长老发现的神秘圣水！灵气很重 

哦！所以会有很多人在排队！ 

二年阪、三年阪是交错的千年老街，您可在沿路购买日本娃娃、清水烧陶瓷器及宇治茶，还有很多江 

户时代的纪念品；这, 有时更可遇见穿著江户时代和服的日本艺妓 

续前往参观随后，前往参观以巨型红木建成，为纪念迁都1000 年而建造的平安 

神宫！下雪后的神宫更显得另一番景味！ 

前往园山公园 － 京都最著名的樱花公园，京都最古老的樱花树就在这里。 

随后体验乘坐15 分钟日本子弹火车。 

然后，我们会以巴士北上续往本州中部丰桥滨松市酒店入宿休息；这途上的高速公路可让我们更 

加贴近日本郊外风光！ 

 

第4 天 丰桥滨松 － 箱根国立公园 － 富士山 (早午晚餐) 

启程沿高速公路前往箱根富士山国家公园，途中游览景色迷人，如诗如画的山景。 

富士山是世界有名的神山 

当然如时间许可及天气良好的话，您更能登上3776 公尺高的日本神山－富士山的第五和目。 

大涌谷火山遗迹 - 见识大自然的变化，更能一尝传说中能延年益寿的火山黑玉子。 

驱车前往平和公园参观舍利子塔，也是著名的樱花公园。 

今晚特别安排住宿日本传统式温泉旅庄以及让您品尝日本传统式大餐。 

泡浸在热腾腾的温泉中，别有一番风味。 

 

第5 天 都会东京市区游 － 银座 － 新宿 (早午晚餐) 

从富士山到首都的距离大概是１４０公里；不算远，天气好时，东京还可以看得见宏伟的３７７６米高峰 

呢！在高速的一路上，慢慢的您就可察觉得到，平原在前、房屋开始密集、车量缓慢了！不知不觉我们已 

经踏上市区的高架高速道路，徐徐地进入了这已是世界５大城市之一、人口１３００万人的大都会大住宅 

区了！我们就古江户开始吧！ 

浅草观音寺。它是江户时代百姓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该寺庙的特征是有一高达4.5 公尺，100 公斤重， 

上书“雷门”两个字的纸制灯笼。不到浅草寺是不算到东京。而且，这观音还有个非常灵验的故事 

呢！ 

从雷门到宝藏门之间有一条狭长且古色古香的参道－仲见世街。两则整齐林立出售特产小品，有许多 

一百多年的老铺，被五彩缤纷的货品点缀得非常热闹。 

然后我们途经宏伟的国会大厦以及远望古老的皇居。 

全世界地价最贵的银座；能在银座消费是一种高级身份象徵：我们也行哦！因为在这血拼是由敲门的 

哦！让我们专业的导游来告诉您，如何在这花钱买得开心！ 

前往东京最著名的**(秘)赏樱名所公园观赏满园盛开的樱花,沿着终数一千株樱花树的樱花林道，一定 

令您谋杀不少菲林 

我们很多人都晓得这新宿是何方神圣！吃喝玩乐还有买得乐天！ 

今晚特别安排前往享有不夜城之称的新宿歌舞伎町尽情的玩乐及购物。在此您可自费观赏闻名遐尔的 

日本女郎艳舞表演，乐劲十足，切勿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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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天 全天东京迪斯尼乐园村－ 成田 (早晚餐) 

请问这世界有了几个迪斯尼乐园？那，东京迪斯尼乐园是排在第几个呢？还有，哪个城市将会是下一个迪 

斯尼乐园所在地呢？ 

今天，苹果旅游为您准备了一场跑全场游四周的套票！就称为迪斯尼乐园护照；导游还会带着您一起尽情 

于这东京迪斯尼乐园大人小孩的梦幻国度里；东京迪斯尼乐园内６大主题乐园，各种趣味无穷的游戏，全 

天候的舞秀，卡通人物的大游行等，新奇缤纷，欢乐无穷，置身其中让您重返儿时的快乐时光；大人小 

孩无不玩疯了！ 

傍晚时分，我们离开浦安这迪斯尼乐园所在处！ 

晚餐为您准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趴地”；任您享用、任您选择中日西、任您烧烤煮、任您开心，还 

有任您加重哟！ 

今晚入住于成田区，以方便明天一早上机场！ 

 

第7 天 成田 － 吉隆坡 (早餐) 

今天，依依告别东京，由专车送往成田国际机场，乘搭豪华客机飞返美丽的家园 

买了很多的日本手信准备与家人友人分享罗！ 

 

非 常 重 要 

1. 每日行程或许会随时依天气及交通情况而修改 

2. 樱花开花期会依天候寒暖而定; 是提早或延后会每年大约相差7 天; 有些适值盛开有些已凋谢 

3. 樱花前线是由南向北 再由山下向山上开过去 若遇太早或太晚看不到花，行程还是会照走 

4. 但春暖花开时节气候舒爽 (18 度上下)、不冷不热 非常适合旅行的心情指数 

5. 最后行程的确认 还得以当地旅行社及巴士司机为准 

6. 一些当地风味美食 因不是团体餐之故 所以不能预定 因此需要排队 

7. 中文行程只供参考 行程以英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