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项

报价内容

住宿参考

住宿 根据指定酒店或级别 请参见下面的“住宿”

用餐
酒店内早餐4回，午餐￥1500日元*1回，晚餐￥2000日元*2回，特色午餐￥5000日元*1回，温泉酒
店内晚餐1回

交通工具 全程专用车（28座中型/17座考斯特/14座海狮/7座阿尔法/4座皇冠）

门票费 台场游览船，芦之湖海盗船，涩谷SKY

导游费 全程中文导游

邀请函费用 ERFS邀请函申请登录费用，需提前3周给到我社

其他杂费 酒店住宿税，司机小费，高速停车回送等杂费

城市 参考酒店(3星) 参考酒店 (4星)

东京 新宿华盛顿酒店本馆或同级 品川王子酒店（主楼）或同级

石和/河口湖
石和温泉甲斐路酒店或同级
(日式榻榻米房间)

河口湖 山岸旅馆或同级
(日式榻榻米房间)

人等 10-15 人等 5-9 人等 3-4 人等 2 人等 单间差

3星酒店套餐价格 162,000 212,000 272,000 322,000 20,000 

4星酒店套餐价格 178,000 228,000 288,000 338,000 30,000

＆＆疫情复活日本跟团游＆＆ 参考日程1: 东京 & 箱根

参考行程 B=早餐 / L=午餐 / D=晚餐

第一天 各地✈日本东京

抵达东京羽田或者成田机场 单接机

导游接机，后送客人前往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二天 东京 B / L / D

东京都内一日观光(10小时用车)

浅草观音寺，仲见世商店街，皇宫外苑，寿司体验及午餐

滨離宮，台场游览船，新宿都厅，歌舞伎町等，晚餐后返回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三天 东京–箱根 B / L / D

乘坐专车前往箱根地区 (10小时用车)

抵后游览：大涌谷，芦之湖海盗船，日式午餐，忍野八海，后前往温泉旅馆，体验日式温泉，
后享用酒店内晚餐—会席料理

泊:河口湖

或石和温泉

第四天 箱根 –东京 B / L / D

乘坐专车返回东京 (10小时用车)

抵后游览：明治神宫，原宿和表参道，涩谷SKY，午餐，秋叶原电器街，银座等，晚餐后入住
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五天 日本东京✈各地 B

专用车送客人至东京成田/羽田机场 单送机

乘坐飞机归国

*上记价格酒店均为2人1间

*报价均以日元计算

地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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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建议：提前3个月企划行程，2个月前确定日程以及大概人数，1个月前确定最终人数

*报价内容仅限参考日程，如有特殊安排等，我社需另行报价

*如需定制日程，烦请联系我们，我社会根据您的日程另行报价 dmcjapan@or.knt.co.jp

https://www.dmcjapan-knt.com/
https://www.dmcjapan-knt.com/
mailto:dmcjapan@or.knt.co.jp


注意事项

报价内容

住宿参考

住宿 根据指定酒店或级别 请参见下面的“住宿”

用餐
酒店内早餐6回，午餐￥1500日元*4回，晚餐￥2000日元*4回，特色午餐￥5000日元*1回，温泉酒
店内晚餐1回

交通工具 专用车（28座中型/17座考斯特/14座海狮/7座阿尔法/4座皇冠）

新干线 三岛站-京都站 指定席

门票费 台场游览船，芦之湖海盗船，清水寺，茶道体验，金阁寺，三十三间堂，东大寺

导游费 全程中文导游

邀请函费用 ERFS邀请函申请登录费用，需提前3周给到我社

其他杂费 酒店住宿税，司机小费，高速停车回送等杂费

城市 参考酒店(3星) 参考酒店 (4星)

东京 新宿华盛顿酒店本馆或同级 品川王子酒店主楼或同级

石和/河口湖
石和温泉甲斐路酒店或同级
(日式榻榻米房间) 

河口湖 山岸旅馆或同级
(日式榻榻米房间) 

京都 京都大和Roynet酒店或同级 京都八条都酒店或同级

大阪 大阪广场酒店或同级 大阪喜来登都酒店或同级

＆＆疫情复活日本跟团游＆＆ 参考日程 2: 日本本州黄金行程 (东京 –箱根 –京都) 

参考行程 B=早餐 / L=午餐 / D=晚餐

第一天 各地✈日本东京

抵达东京羽田或者成田机场 单接机

导游接机，后送客人前往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二天 东京 B / L / D

东京都内一日观光(10小时用车)

浅草观音寺，仲见世商店街，皇宫外苑，寿司体验及午餐

滨離宮，台场游览船，新宿都厅，歌舞伎町等，晚餐后返回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三天 东京–箱根 B / L / D

乘坐专车前往箱根地区 (10小时用车)

抵后游览：大涌谷，芦之湖海盗船，日式午餐，忍野八海，后前往温泉旅馆，体验日式温泉，
后享用酒店内晚餐—会席料理

泊:河口湖

或石和温泉

第四天 箱根 –京都 B / L / D

乘坐专用车前往三岛站，乘坐新干线前往京都（新干线车内午餐便当）

抵达后导游接站，乘坐专用车京都观光:清水寺，茶道体验等，后前往京都市内酒店

泊:京都

第五天 京都 B / L / D

京都观光:金阁寺，岚山，午餐，祇園，三十三间堂等

泊:京都

地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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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京都-奈良-大阪 B / L / D

奈良・大阪观光:东大寺，奈良公园，午餐，后前往大阪，大阪城公园，心斎橋，晚餐后入住的
大阪市内酒店 泊:大阪

第七天 大阪关西机场✈各地 B

专用车送客人至大阪关西机场 ，乘坐飞机归国

人等
10-15 人等 5-9 人等 3-4 人等 2 人等 单间差

3星酒店套餐价格 265,000 335,000 405,000 495,000 30,000

4星酒店套餐价格 289,000 359,000 429,000 519,000 40,000

*上记价格酒店均为2人1间

*报价均以日元计算

温馨建议：提前3个月企划行程，2个月前确定日程以及大概人数，1个月前确定最终人数

*报价内容仅限参考日程，如有特殊安排等，我社需另行报价

*如需定制日程，烦请联系我们，我社会根据您的日程另行报价 dmcjapan@or.knt.co.jp

https://www.dmcjapan-knt.com/
https://www.dmcjapan-knt.com/


注意事项

报价内容

住宿参考

住宿 根据指定酒店或级别 请参见下面的“住宿”

用餐 酒店内早餐6回，午餐￥1500日元*4回，晚餐￥2000日元*5回，特色午餐￥5000日元*1回

交通工具 专用车（28座中型/17座考斯特/14座海狮/7座阿尔法/4座皇冠）

新干线 京都-广岛，广岛-新大阪 指定席

门票费 东大寺，清水寺，茶道体验，金阁寺，三十三间堂，原爆博物馆，红叶馒头制作体验

导游费 全程中文导游

邀请函费用 ERFS邀请函申请登录费用，需提前3周给到我社

其他杂费 酒店住宿税，司机小费，高速停车回送等杂费

城市 参考酒店(3星) 参考酒店(4星)

京都 京都大和Roynet酒店或同级 京都八条都酒店或同级

广岛 广岛国际酒店或同级 广岛丽佳皇家酒店或同级

宫岛/ 宫岛口 安芸格兰酒店或同级 宫岛Seaside酒店或同级

大阪 大阪广场酒店或同级 大阪喜来登都酒店或同级

＆＆疫情复活日本跟团游＆＆ 参考日程3: 西日本 (京都 –广岛/宫岛 –大阪) 

参考行程 B=早餐 / L=午餐 / D=晚餐

第一天 各地✈日本关西机场

抵达大阪关西机场

导游接机，后送客人前往京都市内酒店

泊:京都

第二天 奈良-京都 B / L / D

乘坐专用车前往奈良，观光:东大寺，奈良公园，午餐后返回京都

观光清水寺，茶道体验等，后返回京都市内酒店

泊:京都

第三天 京都 B / L / D

京都观光:金阁寺，岚山，午餐，祇園，三十三间堂等

泊:京都

第四天 京都 –广岛 B / L / D

乘坐新干线前往广岛，抵达后观光:广岛平和纪念公园，御好焼制作体验+午餐，广岛城，

原爆博物馆等，晚餐后入住广岛市内酒店

泊:广岛

第五天 广岛 –宫岛 B / L / D

乘坐专用车前往宫岛，参观严岛神社，紅葉饅頭制作体验，弥山，表参道商店街等

泊:宫岛/宫岛口

地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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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宫岛 –大阪 B / L / D

乘坐专用车前往广岛，后乘坐新干线前往大阪，抵达后参观大阪城、梅田天空大厦、栗门市
千叶市场、道顿堀等，晚餐后入住大阪市内酒店

泊:大阪

第七天 大阪关西机场✈各地 B

专用车送客人至大阪关西机场 ，乘坐飞机归国

人等 10-15 人等 5-9 人等 3-4 人等 2 人等 单间差

3星酒店套餐价格 285,000 345,000 395,000 475,000 30,000

4星酒店套餐价格 309,000 369,000 419,000 499,000 40,000

*上记价格酒店均为2人1间

*报价均以日元计算

.

温馨建议：提前3个月企划行程，2个月前确定日程以及大概人数，1个月前确定最终人数

*报价内容仅限参考日程，如有特殊安排等，我社需另行报价

*如需定制日程，烦请联系我们，我社会根据您的日程另行报价 dmcjapan@or.knt.co.jp

https://www.dmcjapan-knt.com/
https://www.dmcjapan-knt.com/


注意事项

报价内容

住宿参考

住宿 根据指定酒店或级别 请参见下面的“住宿”

用餐
酒店内早餐6回，午餐￥1500日元*4回，晚餐￥2000日元*4回，特色午餐￥5000日元*1回，温泉酒
店内晚餐1回

交通工具 专用车（28座中型/17座考斯特/14座海狮/7座阿尔法/4座皇冠）

新干线 东京站/品川站-金泽站，高山-京都指定席

门票费 台场游览船，金泽兼六园，高山阵屋，金阁寺

导游费 全程中文导游

邀请函费用 ERFS邀请函申请登录费用，需提前3周给到我社

其他杂费 酒店住宿税，司机小费，高速停车回送等杂费

城市 参考酒店(3星) 参考酒店 (4星)

东京 新宿华盛顿酒店本馆或同级 品川王子酒店主楼或同级

金泽 Hotel Kanazawa or similar ANA Crowne Plaza Kanazawa or similar

高山 Tabi no Hotel Hida Takayama or similar Takayama Green Hotel or similar

京都 京都大和Roynet酒店或同级 京都八条都酒店或同级

大阪 大阪广场酒店或同级 大阪喜来登都酒店或同级

*报价内容仅限参考日程，如有特殊安排等，我社需另行报价

*如需定制日程，烦请联系我们，我社会根据您的日程另行报价 dmcjapan@or.knt.co.jp

＆＆疫情复活日本跟团游＆＆ 参考日程 4: 北陆关西地区 (东京 –金泽 –高山–京都–大阪) 

参考行程 B=早餐 / L=午餐 / D=晚餐

第一天 各地✈日本东京

抵达东京羽田或者成田机场 单接机

导游接机，后送客人前往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二天 东京 B / L / D

东京都内一日观光(10小时用车)

浅草观音寺，仲见世商店街，皇宫外苑，寿司体验及午餐

滨離宮，台场游览船，新宿都厅，歌舞伎町等，晚餐后返回东京都内酒店

泊:东京

第三天 东京–金泽 B / L / D

送客人前往东京站/品川站，搭乘新干线前往金泽，抵达后参观:

金泽兼六园、东茶屋街、野村屋和武士区等，晚餐后入住金泽市内酒店

泊:金泽

第四天 金泽 –白川乡 –高山 B / L / D

参观近江町市场，后乘车前往白川村，参观传统的老房子-和田屋、神田屋等，后前往高山

酒店内晚餐

泊:高山

第五天 高山 –京都 B / L / D

游览宫川早市、高山阵屋、三町老街散步，后乘坐新干线前往京都，

晚餐后入住京都市内酒店

泊:京都

地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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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京都–大阪 B / L / D

京都观光:金阁寺，岚山，祇園，午餐后前往大阪，大阪城公园，心斎橋，晚餐后入住大阪市
内酒店

泊:大阪

第七天 大阪关西机场✈各地 B

专用车送客人至大阪关西机场 ，乘坐飞机归国

人等 10-15人等 5-9 人等 3-4 人等 2 人等 单间差

3星酒店套餐价格 275,000 345,000 415,000 505,000 35,000

4星酒店套餐价格 299,000 369,000 439,000 529,000 50,000

*上记价格酒店均为2人1间

*报价均以日元计算

温馨建议：提前3个月企划行程，2个月前确定日程以及大概人数，1个月前确定最终人数

https://www.dmcjapan-knt.com/
https://www.dmcjapan-k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