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館長推薦 關東】浪漫輕井澤、冰川神社、繪馬隧道 5日
 團號：TYO2R191216A
 緣定繪馬、輕井澤2晚

 出發日期：

2019/12/16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19/12/08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嬰兒

單人房

NT$24,900

NT$24,900

NT$21,900

NT$6,000

NT$32,900

 每人訂金：

NT$10,000

 包含項目：

含團險,含兵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行李小費,不含行李超重費,不含接送費

 行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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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航

IT202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2/16 14:25

成田機場

2019/12/16 18:50

5

虎航

IT203

成田機場

2019/12/20 20:00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2/20 22:20

5

虎航

IT203

成田機場

2019/12/20 20:00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2/20 22:20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北桃園(中正)機場/東京(成田) →成田飯店或東京飯店

今日帶著一顆愉快的心情集合於台北桃園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日本首都
－東京。



第2天

早餐： -午餐： 機上精緻餐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成田GATE WAY飯店 或 成田馬可波羅飯店 或 川崎
DORMY INN飯店 或 橫濱APA飯店 或同級飯店

住宿飯店─全天自由活動 建議您可以自行前往以下景點 (1)哆啦A夢博物館~小叮噹的歡樂世界 (2)東
京隅田川遊船 (3)您可以自行安排時間探訪親朋好友

全天自由活動建議您可以自行前往以下景點，或您可以自行安排您的時間探訪親朋好友
推薦景點(1)【藤子．F．不二雄博物館】
離東京僅45分鐘車程，這裡是由藤子．F．不二雄的夫人設計以延續藤子．F．不二雄在漫畫中所帶
出的：夢想、希望、友情等訊息。博物館外形出奇平實，內分三層。
一樓展覽室：
可以看到藤子老師的親筆原犒，還有對應原稿的擺設，其中最有趣的立體漫畫教室，有立體的多啦A
夢、大雄、多啦美會走出來教遊客怎樣完成一頁漫畫。在前往藤子老師的房間途中，可以透過
History Road了解老師的生平。在老師的房間可以看看他的書桌和一個高達8.5米的書架。然後也可
以到紀念品店選購多啦A夢、Q太朗、神奇小子等400多款產品。
二樓展覽室：
可到影院欣賞多啦A夢和神奇小子約10分鐘的共演片段，然後到漫畫Corner看藤子老師所有原裝漫
畫包括外星毛查查等。之後到大家的廣場按下多啦A夢的百寶袋或會場限定的巨型透明多啦A夢扭蛋
機。而在展覽室 II 會看到把作品分做不同主題的原稿、初稿等。另一有趣的地方是樵夫之泉，在井
旁有水泵把守，只要你握緊用力猛搖，冒出的可不是水，而是胖虎！話說在漫畫中，胖虎曾誤掉入
多啦A夢的許願池，井中女神順手帶回胖虎，嚇得大雄等人目瞪口呆，不過拍照要快手，胖虎只冒出
數秒，之後便沉回井中。
三樓平台部分：
這裏有數個《多啦A夢》場景實體重現，包括大雄跟朋友們經常流連的水管空地、時空門，以及首部
大長篇《大雄的恐龍》中的恐龍皮皮。
推薦景點(2)【隅田川遊船】
搭乘隅田川遊船經過十幾座橋，此河川乃是東京發源地，河兩旁大樓林立，工業茂盛，在座座具美
感、特色和兩岸景緻的襯托下，更顯得浪漫多姿。

感、特色和兩岸景緻的襯托下，更顯得浪漫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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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田GATE WAY飯店 或 成田馬可波羅飯店 或 川崎
DORMY INN飯店 或 橫濱APA飯店 或同等級飯店

川越小江戶•古道散策→指定文化遺產•川越著名的姻緣神社•冰川神社•繪馬隧道•祈求緣分、婚姻圓

第3天

滿以及家庭圓滿→白絲瀑布→輕井澤

【川越小江戶】
是江戶時代時以作為川越藩的城下町而繁榮的都市，市區內保留了許多江戶時代留傳下來，具有歷
史性的街道以及寺院，四處充滿著思古幽情，其中尤以黑磚瓦片製造的藏屋聞名，整座城市更被指
定爲「日本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市內的觀光名勝地，每年更吸引了約有600萬人次的觀光客
來到此地的熱門景點區。
【時之鐘】
高高聳立在小江戶街道上的鐘樓，告知著時代的傳承，是川越市的地標象徴
【冰川神社】
冰川神社至今已有 1500 年的歷史，相當靈驗，也被川越市登錄為指定文化遺產，有著日本最大的木
製鳥居（15公尺）。祭祀著夫婦神（素盞鳴尊與奇稻田姬命）、奇稻田姬命的雙親（腳摩乳命與手
摩乳命）和夫婦神的孩子大己貴命。主要祈求緣分、婚姻圓滿以及家庭圓滿。冰川神社在每年7月至
8月31日期間舉辦「結緣風鈴」（縁むすび風鈴），把寫有願望的紙片綁在江戶風鈴上，掛在神社境
內祈求緣分。此外在每月8號及第4個星期六會舉辦良緣祈願祭，總是吸引許多人參加。
【白絲瀑布】
具有輕井澤秘境之稱的白絲瀑布。寬70公尺，高3公尺的白絲瀑布，在黑色的岩石上垂掛著數百條白
色絲絹的溪水一瀉而下，宛如是一簾幽夢，可讓您感受瀑布如絲絹般細緻之美。
【輕井澤王子OUTLET】
輕井澤王子購物廣場是一座座落於受豐饒絕美的大自然環繞四周，日本屈指可數可的數性的高原渡
假聖地"輕井澤"的渡假型購物中心，集合了全世界性的山頂級品牌。 在設施方面從高級品牌到時
尚，雜貨物，運動戶以外的用品高達約240間多樣而豐富的商店全都齊聚在輕井澤車站南口側的寬敞
地帶。 理由飯館，婚禮，高爾夫，滑雪，娛樂設施等構成的"輕井澤王子身份蘭渡假村"裡，是一片
能將生活風格點綴得更加優質且精彩豐富的奢華商業天地，總是讓無數的人們為它沉醉不已。
※由於萬座區域海拔較高，故飯店內並無冷氣設備，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輕井澤王子小木屋，房間有可能是4人一室、6人一室、8人一室。小木屋內臥室、衛浴皆為獨立空
間，僅客廳為共用空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P.S 入住輕井澤小木屋，此房型無法泡湯，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第4天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輕井澤風味套餐
晚餐： 日式御膳料理 或 日式定食 或 日式和風套餐



輕井澤王子西館小木屋 或 輕井澤1130溫泉飯店 或
輕井澤GREEN PLAZA 或 萬座王子系列飯店 或 萬
座高原飯店 或嬬戀王子系列飯店 或 同等級飯店

住宿飯店→輕井澤渡假勝地~漫步舊輕井澤街道→輕井澤銀座羅漫蒂克大道→聖保羅教堂→雲場池~

住宿飯店→輕井澤渡假勝地~漫步舊輕井澤街道→輕井澤銀座羅漫蒂克大道→聖保羅教堂→雲場池~

第4天

輕井澤三大觀光名勝之一→輕井澤溫泉

【輕井澤度假勝地】
位高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原小鎮輕井澤，在明治時代由加拿大傳教士所開發，由於受到日本上流階級
和文人雅士的愛好而名氣大增，一躍成為日本代表性的避暑渡假勝地。
【舊輕井澤銀座大道】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避暑勝地輕井澤。位高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原小鎮輕井澤，在明治時代由加拿大傳
教士所開發，由於受到日本上流階級和文人雅士的愛好而名氣大增，一躍成為日本代表性的避暑渡
假勝地。在一片的綠野加上落葉松和白樺樹生長茂盛，自然環境宜人，夏季氣候涼爽，能讓人充分
的享受森林的芬多精，所以又有「小瑞士」之稱。在長約600公尺的典雅街道上，透露著歐式風格建
築的商店林立，手工製作的點心或是充滿獨特設計的服裝飾品，更是能讓您滿心歡喜的享受購物樂
趣。
【輕井澤聖保羅教堂】
是美國建築家安東尼・雷門(Antonin Raymond)以歐洲的鄉間教堂風格所建造的教堂。木造的建築
與水泥石板混合素材讓這個教堂獲選現在摩登建築the DOCOMOMO 100之選。優美的森林搭配古
典的教堂建築，形成一種浪漫唯美的畫面。三角形屋頂和尖塔已經成為輕井澤的象徵。
【雲場池】
名列輕井澤三大觀光名勝之一的雲場池，佔地達 2000 坪，池塘水清澈見底，傳說細長的池塘是巨人
留下的腳印而成。此外雲場池又名天鵝池，秋天時倒映的紅葉讓池水彷彿也染上一片艷紅，而夏天
時池旁兩邊樹叢翠綠，也別有一番美態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日式風味餐
晚餐： 日式御膳料理 或 日式定食 或 日式和風套餐



輕井澤王子西館小木屋 或 輕井澤1130溫泉飯店 或
輕井澤GREEN PLAZA 或 萬座王子系列飯店 或 萬
座高原飯店 或嬬戀王子系列飯店 或 同等級飯店

住宿飯店→免稅店→台場DIVERCITY TOKYO PLAZA購物廣場～～如時間許可、自由活動．市區觀

第5天

光→浪漫東方威尼斯～【佐原水鄉】→成田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溫暖的家

【佐原水鄉】
在1996年12月，佐原在整個關東地區被第1個選定為「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簡稱「重
傳建」。其中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佐原的「重傳建」不僅建築物本身保存完好，還傳承了過去的生活
習慣，至今仍然保持著江戶時代的營業作法。因此有著"小江戸"的稱號。
【免稅店】
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禮品，讓您充份選購親朋好友的禮物。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精緻餐



溫暖的家

 其他說明
團票說明

☆☆【訂單取消或更改】☆☆
1． 本行程依包(加)班機條件，訂金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中第二十七條規範：如因個
人因素取消旅遊之履行，則訂金不予退還，如已完成開票，需負擔全額票價，請注意您的旅遊規劃。
2．若未達成團人數，將協助辦理轉團或全額退費事宜。
3．如遇天候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航空公司之因素，導致飛機延遲或取消班次時，航空公司保有更動航
班之權利。
出團備註

【費用包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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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萬意外責任險暨20萬意外醫療險。
【費用不包含說明】：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例如：自選建議行程的交通等等費用。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等。
＊．旅客報名為單數分房為單人房時，需加收單人房差。
＊．床頭無須放小費，除茶包免費外，客房內放置的零食、酒或飲料等，使用後請自行登記並至櫃台結
帳。
＊．飯店內電視分為『有料與無料』，無料即為免費，觀賞有料節目需自行付費，客房內均有價格表明
示。
＊．敬請體恤服務人員的辛勞，請支付小費給帶隊的導遊與司機：建議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250元。
【售價注意事項】：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旅客報名為單數(或單人報名者)，本公司可協助安排與同性別團員進行分房（但
無法保證）。若無其他團員可配房，則需補收單人房價差，敬請見諒！
【航班注意事項】：
1. 台灣虎航實施無退票政策，機票開立後無退票價值。
2. 虎航短程航線機上餐點僅提供三明治輕食及短程素食特餐，不提供兒童餐、嬰兒餐等特殊餐。
3. 行李部份：來回各20KG/每人，加購行李：單段、5KG NT200/人、10KG NT500 /人。
4. 如客人有吃素或需要加買行李公斤數，務必於開票前告知，開票後就無法做更動了。
【特別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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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您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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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您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
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
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3.溫馨提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年滿70以上及行動不便者之
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4.凡持"非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需加價每人新台幣2000元整。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確認，進入日本是
否需要簽日本簽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5. 日本房型除和式外，皆為兩張床，少有一張大床情形，大床房型可需求但不保證有，會以當天入住情
形為主！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少有3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會則是：(1)二小床+一沙發床(2)一大床+一
小床，皆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
敬請見諒！
◎「兒童不佔床」，指2至12歲(含)不佔床位的兒童，依照飯店規定，一般飯店一間房僅允許一名不佔床
與大人同住。
◎ 日本的房型小，團體房為2張標準單人床，若旅客需求小孩不佔床或大人加床等請考量清楚。
6. 多數日本溫泉飯店之泡湯區，皆有張貼禁止身上有刺青或紋身之旅客進入泡湯之標識及警語，再請旅
客見諒！
【簽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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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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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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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停留期間不超過９０日之期間。
４．出發地、入境地點無特別限定。
【軍人/役男/接近役齡男子出國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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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出國，若出生於民國88年（西元1999年）之前（含88/87/86…年出生者) ，不論月
份 ，且尚未服兵役，出國前逕向鄉鎮市公所-兵役課蓋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一種章，即為【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日本台灣電話撥打方式】：
＊．從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002+81+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從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002+81+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從北海道打電話回台灣：先撥001+886+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001+010+886+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
☆☆團體備註☆☆
＊．此售價含兩地機場稅。
＊．網頁行程如遇更改，則另行通知，照片為示意模式。
＊．自由活動為建議行程，需視住宿飯店而定。
＊．行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最後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貼心叮嚀：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回國日起算6個月以上。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北高接駁段或延回，需加收票價，此屬額外追加，若機位無法取得時，退回加收費用。
＊．旺季期間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候不佳）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保有
變更行程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6人以上(含)最多為45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2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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