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冠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9～12月【一次暢遊陸地+海洋】歡樂東京雙迪士尼樂園超值五日《連泊四晚，免搬行
李》
 團號：NRT5BR9905D8
 即日起，報名9～12月團體，兩人同行，第二人享1000折扣

 出發日期：

2019/09/05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19/08/26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加床

嬰兒

NT$26,900

NT$26,900

NT$22,900

NT$26,900

NT$3,000

 每人訂金：

NT$10,000

 主要特點：

(國外)品味美食/(國外)特別推薦/人文景觀/文化懷古/自然生態/城市巡禮/粉領新貴/獎勵旅遊/親子旅遊/(國外)溫泉泡湯/主題樂園/自然景觀/美食/溫泉/蜜月旅行/歷史古蹟/
購物

 包含項目：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小費,不含行李超重費,不含接送費



行程說明

【注意事項】
●因團體使用飛往東京航班眾多，請以出發當日所公布之正確航班為主。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溫馨提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70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
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
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
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
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
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
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日本政府根據法令，規定自2005年4月1日起，凡在日本國內無住所的外國人[在投宿時，除必須填寫姓名、地址、職業外，還有務必填寫國籍及護
照號碼，並出示影印護照，敬請予以理解協助。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長榮航空

BR196

桃園機場

2019/09/05 15:20

東京成田空港

2019/09/05 19:20

5

長榮航空

BR195

東京成田空港

2019/09/09 20:20

桃園機場

2019/09/09 23:25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北(桃園/松山)－東京(成田/羽田)－飯店休息

集合於台北(桃園/松山)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第一大城【東京】。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
【東京】
位於日本本州島東部的都市，包含擴張相連之城區的東京首都圈，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巨型都會區，亦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世界級城市。自明治維新以來，
東京即是日本的首都，同時也是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及交通等領域的樞紐中心。從二戰以來，東京不僅為世界流行時尚與設計產業重鎮，亦為世界經濟最進
步富裕及商業活動發達度居首位之城市。
●如遇搭乘晚班機，則改住機場飯店。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機上享用 或 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東京 T-MARK 或 千葉 三井GARDEN 或 幕張新大谷或同級

【搭乘快速便利捷運電車前往】迪士尼樂園(全日暢遊、一票到底)●本日若不前往迪士尼的貴賓，請於出發前7天告知，每人可退費

第2天

【搭乘快速便利捷運電車前往】迪士尼樂園(全日暢遊、一票到底)●本日若不前往迪士尼的貴賓，請於出發前7天告知，每人可退費
NT$1500!

【東京迪士尼樂園】
佔地25萬坪的迪士尼樂園為大人與小孩夢幻中的天堂，在此您可與白雪公主、米老鼠、唐老鴨一同遨遊童話世界、明日世界、魅惑世界、宇宙世界等。有灰姑
娘的城堡、海盜船及非洲叢林探險、巨雷山、鬼屋、小小世界、太空山、魔法師的王國等老少咸宜的娛樂設施。 午後時分，華麗的花車以及各個耳熟能詳的
卡通人物展開街頭大匯演，置身其中，讓您重拾童年的歡樂並帶給您甜美的回憶。晚上可觀賞迪士尼夜間千變萬化的魅力：遊行或煙火雷射表演。到迪士尼如
果不停留到夜間，將無法感受到迪士尼千變萬化的另一種魅力喔！
★怪獸電力公司之迷藏巡遊車：
迪士尼與皮克斯聯合推出的動畫電影怪獸電力公司的場景及卡通人物，即將加入東京迪士尼樂園！以續集方式延續～毛怪蘇利文和大眼仔麥克為了博得阿布的
歡笑，決定和她一起玩捉迷藏。不料，意外聽到這項計劃的怪獸藍道繼而設下各種陷阱，快來搭乘嶄新的遊樂設施《迷藏巡遊車》一同尋找藏在怪獸城市裡的
居民吧!
★巴斯光年星際歷險：
以玩具總動員的巴斯光年為主角，拿起雷射槍加入太空騎警一起打敗萬惡的札克大王吧！
★加勒比海盜體驗記：
搭乘上木船，穿越時空進入16~18世紀的加勒比海中，滿是海盜猖厥的世界。航向充滿驚奇的海洋，傑克船長和一群充滿個性的海盜正等著您來探險。
★太空山體驗記：
開園以來人氣就一直居高不下的雲宵飛車，遊客搭上充滿藍色金屬光澤的最新型太空梭，一口氣衝出大氣層朝著太空旅行出發。太空梭以高達50 KM的時速不
斷穿梭於充滿流星與慧星的暗黑宇宙。
●本日交通將以搭乘電車往返飯店與迪士尼間。迪士尼樂園入園日期可能因飯店住宿順序而調整，無法接受指定。
●迪士尼入場券不能跨區遊玩兩個樂園，如果當天要遊玩兩個樂園，請自行自費購買另一個樂園的門票。
●因迪士尼門票不能跨園區使用(領隊亦同)，故領隊將與佔多數之貴賓一同入園，以「東京迪士尼樂園」為主，如欲前往「東京迪士尼海洋」之貴賓，則於當
日以購買個人票之方式入園，並自行前往迪士尼海洋，來回迪士尼海洋之單軌電車費用(來回日幣520元)由公司支付。
●包含門票可選擇迪士尼樂園及迪士尼海洋(二擇一)，請於「出團前七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若於期限後變更或取消須自行至該園區櫃檯換票
並自行負擔手續費。
●本日如選擇"不前往"迪士尼渡假區遊玩：每人退費台幣1500元、嬰兒(假嬰兒)不退費。請於「出團前七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於團體出發前
完成退費金額之扣除，「團體出發後無法退費，亦無法於當地退費」，敬請瞭解。
●東京迪士尼樂園及迪士尼海洋偶有特殊包場活動關係，營業時間至下午或傍晚止的情形(12/31當日因團體票券之限制，營業時間皆至PM 6:00 止)，各項
施及表演節目、遊行或活動等，依天候、季節性及日期會有暫停、休止、保養等情形，詳細依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海洋官網公告為主。



第3天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東京 T-MARK 或 千葉 三井GARDEN 或 幕張新大谷或同級

【搭乘快速便利捷運電車前往】海洋迪士尼樂園(全日暢遊、一票到底)～★特別搭乘★迪士尼專用『米奇單軌電車』●本日若不前往迪士尼
貴賓，請於出發前7天告知，每人可退費NT$1500!

【東京海洋迪士尼】
這是一座以海洋為主題的樂園，樂園的口號是：航向冒險與創想的大海。分為七大主題海港，處處充滿浪漫歡樂～冒險以及發現的樂趣。 無論是＜美國海濱
＞重溫20世紀初葉的移民潮；或是海洋之旅起點＜地中海港灣＞的浪漫南歐風情，甚至是化身為考古探險家深入祕境前往傳說中的＜失落河三角洲＞，搭乘摩
登水空交通工具跨越時空的＜發現港＞，或是由神燈精靈施展魔法變幻出有如天方夜譚般的＜阿拉伯海岸＞，連空氣中都充滿著異國氣息，您可加入沙漠商隊
遠行或不妨參與辛巴達的隊伍來趟七海探險吧～ 喘口氣來看看迪士尼海洋精心策劃的音樂歌舞表演吧！塵封已久的＜密西哥傳說＞終於被迪士尼的魔法喚
醒，地中海港灣的陸海空傳來的樂聲響徹雲霄，到底要如何開啟前往密西哥傳說的魔法之路呢？答案就讓迪士尼明星跟您一起探索吧！
●本日交通將以搭乘電車往返飯店與迪士尼間。迪士尼樂園入園日期可能因飯店住宿順序而調整，無法接受指定。
● 迪士尼入場券不能跨區遊玩兩個樂園，如果當天要遊玩兩個樂園，請自行自費購買另一個樂園的門票。
● 因迪士尼門票不能跨園區使用(領隊亦同)，故領隊將與佔多數之貴賓一同入園，以「東京迪士尼樂園」為主，如欲前往「東京迪士尼海洋」之貴賓，則於當

● 迪士尼入場券不能跨區遊玩兩個樂園，如果當天要遊玩兩個樂園，請自行自費購買另一個樂園的門票。
● 因迪士尼門票不能跨園區使用(領隊亦同)，故領隊將與佔多數之貴賓一同入園，以「東京迪士尼樂園」為主，如欲前往「東京迪士尼海洋」之貴賓，則於當
日以購買個人票之方式入園，並自行前往迪士尼海洋，來回迪士尼海洋之單軌電車費用(來回日幣520元)由公司支付。
● 包含門票可選擇迪士尼樂園及迪士尼海洋(二擇一) ，請於「出團前七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若於期限後變更或取消須自行至該園區櫃檯換
並自行負擔手續費。
● 本日如選擇"不前往"迪士尼渡假區遊玩：每人退費台幣1500元、嬰兒(假嬰兒)不退費。請於「出團前七個工作天(不含週末及例假日)」告知，於團體出發前
完成退費金額之扣除，「團體出發後無法退費，亦無法於當地退費」，敬請瞭解。
● 東京迪士尼樂園及迪士尼海洋偶有特殊包場活動關係，營業時間至下午或傍晚止的情形(12/31當日因團體票券之限制，營業時間皆至PM 6:00 止)，各項設
施及表演節目、遊行或活動等，依天候、季節性及日期會有暫停、休止、保養等情形，詳細依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海洋官網公告為主。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東京 T-MARK 或 千葉 三井GARDEN 或 幕張新大谷或同級

【全日自由活動】建議您可自費搭乘電車前往(1)淺草觀音寺～仲見世街(2)明治神宮(3)上野動物園(4)秋葉原(5)銀座●本日交通、門票、午

第4天

晚餐，敬請自理!

【今日建議行程】
【淺草觀音寺～仲見世街】
創建於628年，是東京都內最古老的寺院。現世利益的「淺草觀音」為眾多信徒所信仰，每年有來自國內外約3000萬人到此參拜。這裡曾是江戶文化發展的中
心，現在其週邊依然殘留著當時的風貌，這裡還會應不同的季節，舉辦酸漿市集和毽子板市集等許多活動。雷門前懸掛的巨大的燈籠全國知名。來到這裏您當
然也不能錯過長達百公尺販售各式各樣精美紀念品及美味仙貝的〈仲見世街〉。
【明治神宮】
坐落在東京都澀谷區，地處東京市中心，占地70公頃，緊挨著新宿商業區，占據了從代代木到原宿站之間的整片地帶，是東京市中心除了皇居之外最大的一塊
綠地。明治神宮是祭祀明治天皇和昭憲皇太后的神社，在1920年11月1日，成為與兩御祭神有特別深因緣的代代木地區的守護神。
【上野動物園】
您可以再此一睹熊貓和北極熊的風采呢！
【秋葉原】
則是日本最有名的電氣街及樂器街、在此您可意外地發現很多新奇、有趣、超低價之電氣用品。
【銀座】
可以在東京最高級的地段銀座區逛街或購物。則是最新的時服裝店、一流百貨店，這裡充滿了雅緻的成人情趣，是日本最繁華的商業街。



第5天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東京 T-MARK 或 千葉 三井GARDEN 或 幕張新大谷或同級

免稅店－東京(成田/羽田)－台北(桃園/松山)

【免稅店】 自由購物。
之後整理行裝。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祖國台灣台北，結束此次在日本愉快難忘的五日遊。
●因航空公司飛行日不同，有時以早班機回，自由活動則取消；如使用下午班機回，則午餐敬請自理。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機上享用 或 自理
晚餐：



溫暖的家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機上享用 或 自理
晚餐： 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附加項目
TWD 1,500

中華民國護照 一般件



說明:※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自民國96年1月1日起，不再受理民眾持舊式國民身分證辦理護照。 ※民國77年次~民國60年次出生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出國前應至兵役科申請出國核
准章。 ※照片規格如下：6個月內所拍攝之2吋光面白色背景彩色照片，脫帽、五官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之正面半身，人像自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3.2公分及
超過3.6公分，使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的70%～80% ，不得使用戴有色眼鏡照片及合成照片，一張黏貼，另一張浮貼於申請書。 ※護照效期：普通護照以十年為限，但未滿十四歲
者之普通護照以五年為限，接近役齡男子（指16歲之當年1月1日起，至屆滿18歲當年12月31日止）及役男（指19歲之當年1月1日起，至屆滿36歲當年12月31日止）護照效期，以三
年為限。
備註:＊14歲以下未領有身分證者，附上戶口名簿正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本。 ＊未滿20歲：需附上監護人身分證影本。 ＊尚有效期之舊護照須繳回。 ＊改過名字需加附3個月內
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一份。

 護照及簽證



項目

辦證工作日

護照效期

可停留當地天數

說明

中華民國護照 一般件

6天

10年

--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
行程所列之旅遊交通費用。
本公司特別提供每位旅客200萬旅遊責任險及20萬醫療險。
兩地機場稅金暨雜支(溫泉入湯料金、清潔費、各項消費稅)。

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約台幣 NT250元 / 人）五天合計：NTD 1,250。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大風雪、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
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為考量行程順暢，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
本行程之飯店以表列為優先使用，如遇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或旺季客滿時，本公司將以同級飯店取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敬請見
諒。
日本飯店目前不接受代收電器或是購物商品，以免造成雙方糾紛，特此告知，敬請配合！
以上房間房型使用以『2人佔床』為主，若報名後分房為『自然單數』且不加床時，本公司有安排其他同性團員一起入住之權力，若無安排到
其他同性之團員，則提供飯店單人房使用，則須另外加收『單人房價』費用新台幣10000元整，敬請見諒！
若報名時，『指定使用單人房』，則需另外加收費用新台幣10000元整。
本行程所列之精緻餐點料理食材依當地季節的不同，將會有所調整，以當天所提供之菜色為主，敬請見諒。
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
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
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成團人數： 本行程將以『聯合方式』出團，出發前七天如未達16人基本成團人數，已繳付之訂金將全額退還。
團體報名確認後，請繳交訂金： 機位訂金NT10,000元 / 每人 。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退票無原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辦理退票扣除費用部分，需依照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訂金繳交期限：經客服人員確認後2天內 。 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
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10個工作日。
本行程需收取護照辦理簽證，因此報名前請先確認護照效期，需從回國之日起算有六個月以上之效期。如簽證自理無法交付護照影印本，出
發當天未帶有效期限之護照.....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
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與行程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
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與行程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 增加餐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
價，敬請見諒。
台北緊急連絡電話：TEL：+886-2-25022999
金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伍仟元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六萬元。
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20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約NT170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為原則。
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應酌量給予小費以視鼓勵
接機：接機的親友，可事先撥至中正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查詢班機抵達之時間，以免久候或遲到。
中正機場旅客服務中心電話：03-3834634
電壓：日本地區的電壓為110伏特。
其它：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免簽證，但請確認您的護照效期是否在出發當天算起6個月以上。
日本政府對入境日本國內之台灣居民，實施免簽証措施規定如下：
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是否在入境當天算起6個月以上。
赴日目的以觀光、商務、探親等短期停留目的赴日時（以工作之目的赴日時，則不符免簽証）。
停留期間不超過90日之期間。
出發地、入境地點無特別限定。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懇請；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役男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