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之里  望海私汤舒享 6 日 
出发城市：北京 

出发日期：5 月 15日 

最低成团人数： 

行程特色：  

 舒适享受：全日空直飞，无自费，特别安排 “望海私汤”,尊贵汤泉享受； 

 特别体验：特别安排乘日本第一概念形特急列车 rapid，感受舒适及快感； 

 美味盛宴：特别安排酒店内牛肉餐放题或名店螃蟹套餐， 尽享饕餮美食；  

 细品京都：金阁寺观园林精致,清水寺享古朴优雅，稻荷神社感受日式文化； 

 特别线路：大阪、京都、岐阜、东京、千年古驿站，尽观日本民俗风情； 

 如画美景：平和公园、富士山五合目、忍野八海、滨名湖，陶醉湖光山色。 

酒店安排（以下常用酒店信息及图片仅供参考，实际安排以出团确认行程为准）： 

大阪丽晶堺大酒店  （ホテル・アゴーラ リージェンシー堺）http://www.agoraregency-sakai.com/ 

丽晶堺大酒店位于大阪南海本线的「堺」站西口，交通十分便利，客房西临大阪湾，可眺望美丽景色，东

临堺区街道，方便出行。酒店共设有客房 241间，均提供免费有线网络连接。 

 

 

 

 

 

 

岐阜都酒店（岐阜都ホテル）http://www.miyakohotels.ne.jp/gifu/index.html/ 

酒店位于长良川附近，毗邻国际会议大型中心。从酒店内可以远眺金华山、岐阜城以及岐阜公园的美景，

距离当地的美术馆也很近。休闲式酒店特有的开阔设计，加以口味齐全的各种西餐厅和种类丰富的健身俱

乐部，带给您宾至如归的至尊享受。 

 

 

 

 

 

           

            

 

http://www.agoraregency-sakai.com/
http://www.miyakohotels.ne.jp/gifu/index.html/


  

           四季之汤酒店（四季の湯温泉ホテルヘリテイジ）http://www.hotel-heritage.co.jp/ 

整座温泉酒店被森林围绕,平成天皇造访崎玉曾于 2004 年 10 月 23-25 连宿两晚,即下榻于此酒店,让此

酒店更加声名远播。酒店内设有都内最大的露天天然温泉,桧木的喷流式温泉,气泡按摩温泉,15 公尺的

瀑布露天风吕及桧风吕,水风吕,岩风吕等让你充分享受温泉乐趣。晚餐是由平成天皇莅临时所指定之御

厨所精心设计的和风料理，让您充分享受和日本天皇一样顶级的渡假生活。 

 

 

 

 

 

太阳之里温泉酒店（太陽の里）http://www.taiyounosato.co.jp/  

千叶太阳之乡温泉酒店，2000 年开业，仅有 35 间房，靠近日本以游泳及冲浪著名的九十九里滨海滩，

这里是日本千叶县房总半岛东岸自刑部岬到太东崎的一个长约 60公里的海滩，被选为日本白砂青松 100

选及日本海滩百选。馆内提供约 20 种天然的温泉浴和岩盘浴，特别是酒店客房内的温泉私汤，让您足

不出户，美景尽收眼底。 

      

 

 

 

 

 

 

团队餐食： 

酒店内用早餐，午餐为日式定食套餐或日式涮锅或自助餐 

特色美食：特色螃蟹餐、 温泉酒店内日式料理 

交通工具： 

航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直飞日本； 

巴士：日本空调旅游巴士； 

相关网站： 

日本国家旅游局中文官网 http://www.welcome2japan.cn/ 

心斋桥：               http://baike.baidu.com/view/93415.htm 

清水寺：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90.htm 

金阁寺：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3465.htm#sub5736971 

名古屋：               http://baike.baidu.com/history/id=43798547  

富士山：               http://baike.baidu.com/view/6211.htm 

银  座：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58.htm 

天气预报               http://www.jma.go.jp/jp/week/ 

http://www.hotel-heritage.co.jp/
http://www.taiyounosato.co.jp/
http://www.welcome2japan.cn/
http://baike.baidu.com/view/934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3465.htm#sub5736971
http://baike.baidu.com/history/id=43798547
http://baike.baidu.com/view/62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58.htm
http://www.jma.go.jp/jp/week/


  

         太阳之里   望海私汤舒享 6 日 
日期 行 程 安 排 

第一天 

北京  关西（飞行约 3小时） 大阪（行驶约 1小时 30分钟） 

参考航班： NH980   14：20-18：20 

首都国际机场集合，搭乘国际航班飞往大阪关西机场，开始期待已久的日本

之行。抵达后当地导游接机，乘坐特急列车 rapid阿尔法号前往大阪市内，

体验高速列车的舒适及快感，到达车站和酒店连通，可直接前往酒店办理入

住手续，入住后自由活动。  

特别提示：如果没有定上丽晶堺酒店，特急列车 rapid阿尔法号则改为巴士前往酒店，造成不便，请原谅！ 

 

特急列车 rapid：根据日本著名动漫「铁人 28 号」为雏形而制造，充满原动漫人数的特征，极其富有想象

力。该列车最高时速 120 公里，从关西机场至大阪市内只需不到 40分钟。 

酒店：大阪丽晶堺酒店或关西机场酒店 或同级 用餐：自理 交通：飞机、高速列车 

第二天 

大阪 京都（行驶约 1小时） 岐阜（行驶约 2小时） 

早餐后，前往大阪的标志建筑——建于 1586 年的大阪城公园（不登城）（不

少于 40 分钟），之后乘车前往京都，特别安排游览两大世界遗产—金阁寺

（不少于 30 分钟）、清水寺及坂道街（不少于 60 分钟），细品古都文化气

息。随后前往参观著名的伏见稻荷神社，欣赏著名的千本鸟居，之后乘车

前往岐阜，入住酒店，晚餐特别安排牛肉餐，乐享美食。（如因牛肉餐未定

上，则改为知名螃蟹店品尝螃蟹套餐，造成不便，尽请原谅！） 

 

大阪城公园：丰臣秀吉于 1586 年所建，由雄伟的石墙砌造而成，内城中央耸立着天守阁，巍峨宏伟，镶铜

镀金，十分壮观。附近有风景秀丽的庭园和亭台楼阁。漫步河边，奇花异卉，满目青翠，充满诗情画意。 

金阁寺：因为建筑物外包有金箔，故名金阁寺。金阁寺的建筑与园林构造相融合，成为京都的代表

性景观，并作为日本国宝被收录进世界遗产名录。 

清水寺及坂道街：作为日本国宝被收录进世界遗产名录的清水寺，本身就是一首婉转流淌的风物诗，歌唱

着古都京都的旧貌新颜，一砖一瓦都记录着这里岁月的变迁。徜徉在安静祥和的坂道街，信手买来浓郁当

地特色的纪念品，古刹，坂道，美景，路人，美好的一切令旅人流连忘返。 

伏见稻荷神社：伏见稻荷大社，这里供奉的是保佑生意兴隆，五谷丰登的神明，本殿与鸟居都为红色，代

表万物丰收秋天的色彩。穿过“千本鸟居”，山道两旁布满了红色牌坊,这里供奉的是保佑生意兴隆，五谷

丰登的神明，每到正月或每月 1 日赶集的日子，这里就热闹非凡。 

酒店：岐阜都酒店 或同级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第三天 

岐阜 滨松（行驶约 2小时） 滨松（行驶约 1小时） 

早餐后，乘车前往游览具有日本传统风情的小镇--雅致的马笼宿，感受别

样日本风情（不少于 40 分钟），之后前往惠那峡，欣赏奇岩怪石的断崖绝

壁奇景（不少于 30分钟），然后来到奥特莱斯自由观光（不少于 120分钟），

之后前往滨名湖地区，入住滨松地区酒店休息。（本日晚餐自理） 

 

马笼宿：是一位于日本岐阜县中津川市（原属长野县木曾郡山口村，但在 2005 年 2月时的越县合并中被编

入岐阜县内）的日本古驿道宿场遗迹，其与隔邻的妻笼宿一同都是该县著名的观光景点。马笼宿是中山道

六十九次（中山道沿线的 69 个宿场）之一，名列第 43次，也是信浓国境内木曾十一宿中位臵最南的一个。 

惠那峡：位于岐阜东部的惠那峡是分布着受自然侵蚀而形成的奇岩怪石的断崖绝壁，从大井水坝将木曾川

拦截而成的人造湖开始一直延续至上游的中津川。犹如刺入地面的伞岩，是峡谷中的奇岩怪石的代表。 

滨名湖：为位于日本静冈县滨松市、湖西市的潟湖。南部与海相通，为日本第十大湖。面积 65 平方公里，

湖周长 114公里，位居日本第二。 

酒店：滨松酒店                                      用餐：早中  交通：巴士 

第四天 

滨松 富士山（行驶约 2.5 小时）  崎玉（行驶约 2.5小时） 

早餐后，乘车前往富士山地区，在平和公园欣赏美丽的舍利白塔，远眺富

士山美景（不少于 40分钟）。这里汤泉映粉，白塔倒映，与富士山遥相呼

应，美不胜收。前往游览静谧美丽的忍野八海（不少于 30分钟），特别安

排登上富士山五合目，与日本神山零距离亲密接触（不少于 30分钟）。后

乘车前往崎玉县，入住温泉酒店，享受温泉及美食。 

温馨提示：如遇富士山封路或天气原因不能参观，则改为参观富士山资料馆，特此说明。 

 

平和公园：平和公园是典型的日式庭园建筑，广植各种树木及花卉，仿如人间美境。这里也是远观

富士山的最佳地点，天气晴朗时，富士山的壮丽景色可一览无遗。 

忍野八海：这里错落有致地散布着八个清泉，水质清冽甘甜，被誉为“日本九寨沟”。 

富士山：被日本人民誉为“圣岳”，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富士山由山脚到山顶分为十合，由山脚下出发到半

山腰称为五合目，利用巴士可上到 2305米的五合目，这里的景色一年四季随季节变化而不同，日出日落，

气候变化，都会令富士山瞬间呈现不同的身影，千姿百态！ 

酒店：四季之汤温泉酒店 或同级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039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9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281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281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0930.htm


  

第五天 

崎玉 东京（行驶约 1小时） 房总（行驶约 2.5小时） 

早餐后，乘车前往日本首都东京，游览静谧美丽的皇居广场，在二重桥前

拍照留念（不少于 40 分钟）。之后前往浅草雷门观音寺祈福，仲见世小商

品街观光休闲（不少于 40 分钟）。随后在市内免税店自由购物（不少于 60

分钟）。世界三大繁华街之一的银座大街，渡过悠闲的午后时光后（不少于

90 分钟）。前往东京新都心台场，参观丰田汽车馆，维纳斯城堡 LAOX电器免税店自由购物（不少于 90分钟），

当晚特别安排入住太阳之里温泉酒店休息，这里坐落在九十九里滨海滩，客室内注入的温泉私汤带给您舒

适的私密空间，面朝大海步入氤氲的汤池，映入眼帘的不仅是静谧海滩上的白砂青松，雄伟的日落盛景定

会给您此行留下美好的回忆。   

 

皇居：历代天皇及其家人的住所。皇居的大部分不开放参观，平时游人只能在皇宫外苑外的皇宫广场附近

游览一番。整个皇居区域林木葱葱，满目苍翠，实在堪称为都市绿洲。 

浅草寺 仲见世街：浅草寺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院，入口处挂着写着“雷门”字样的巨大灯笼这里

的象征。仲见世通是售卖各种小吃和工艺品的街道，约 300 米的路上，挤满了 100 多家店铺。 

银座：世界三大繁华街之一，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现代日本的代表坐标。大道两旁的百货公司和各类

商店鳞次栉比，专门销售高级商品。后街有很多饭店、小吃店、酒吧、夜总会。 

丰田汽车馆：坐落在海水湛蓝高楼林立的东京湾畔，楼分三层，里面展示着近百款丰田轿车.会馆中设臵有

供参观者免费体验的各种汽车游戏，比如模拟驾驶、真实汽车试驾、仿真驾驶电影等。  

维纳斯城堡：“维纳斯城”是以中世纪的欧洲为模型所建造的主题乐园式商场。拥有海内外知名品牌共约 50

家店铺。一层的老字号电器店 LAOX 贩卖最新的数码相机、手表、工艺品等种类繁多的各式商品。 

酒店：太阳之里温泉酒店    或同级                                          用餐：早中晚 交通：巴士 

第六天 

房总 成田（行驶约 1小时）  北京   

参考航班： NH955   18：05-21：05（飞行约 3.5小时） 

清晨，享受客室内的私汤温泉，坐拥一池温热，欣赏瑰丽日出。享用早餐

后，欣赏劲爆的金枪鱼解体秀，现场品尝新鲜打捞的海产美味。随后乘车前

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乘坐国际航班返回北京，结束美好的日本之行！（本

日午餐机场自理） 

 

金枪鱼解体秀：日本人最爱吃的生鱼之一金枪鱼，虽然全国上下都可以吃到，但其实大多是经过冷冻又解

冻的。真正没有冷冻、新鲜的金枪鱼只能在海边的鱼市场中吃到。在观众面前，切开巨大的金枪鱼，切下

的鱼马上就可以吃，价格比外面便宜，最重要的是，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美味了！ 

酒店：                                              用餐：早 交通：巴士、飞机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720.htm


  

提示：以上行程仅供参考，有可能会因境外特殊情况予以前后调整，如(堵车、恶劣天气、景点关门、突发事件等) 

包含项目： 

1、北京 / 日本往返国际机票团队经济舱费用，含机场建设税； 

2、行程所示酒店标准双人间，温泉酒店二人间； 

3、境外旅游巴士费用及日籍司机服务（根据实际收客人数，适当调整车型）；  

4、境外司导及领队服务费 300 元/人； 

5、行程内所列用餐； 

6、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7、ADS 团队旅游签证费用； 

不含项目： 

1、护照费用； 

2、洗衣，理发，电话，传真，饮料，烟酒，洗熨、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境外个人消费费用； 

3、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4、服务包含项目未提到的其它一切费用。 

团签资料： 

1、有效期半年以上因私护照（护照末页本人签字）   

2、在职证明及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学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的准假信，退休老人提供退休证复印件 

4、大二寸彩照两张（白色背景）                   

5、签证申请表 

6、本人身份证及全家户口本复印件   

7、提供房产、车产、存款证明等其他相关资产证明复印件  

8、外领区人员必须是在北京领区工作生活才可送签，需提供暂住证原件 

服务说明： 

1、 行程说明： 

（1） 本社有权根据景点关门时间或当地交通状况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 

（2） 行程中所列航班时间均为出发地和抵达地的当地时间。日本同北京时间时差为一小时。 

2、 酒店标准： 

（1） 日本的酒店大堂和房间面积相比国内酒店较小，双人间一般 18--22平米； 

（2） 日本的酒店单人间一般为一张单人床，单房差是指用一个单人间产生的差价； 

3、 退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 

还未游览景点门票费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2）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4、 补费说明： 



  

（1） 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2） 如果旅游目的地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或其他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5、 其他说明： 

（1） 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

求是的原则填写《团队质量反馈表》。 

旅行社（盖章）：                             旅游者或旅游者代表（签章）： 

经办人及电话：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祝您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