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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 A PA N 保證國泰，早去晚返 

本州大阪‧日本環球影城‧日本 LEGOLAND‧ 

東京迪士尼‧2 晚溫泉樂園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出發 

6大樂園 

優質航班 

舒適住宿 

JHH7S1 天 

一次玩轉關東關西中部 6大主題樂園： 

1. 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 

2. 日本環球影城 

3. 名古屋 LEGOLAND 

【國泰航空】早機出發，夜機回程， 

無需忍受凌晨機舟車勞頓之苦，順道由大阪暢遊至東京 

2 晚大阪、2 晚名湯、2 晚東京(全程只搬 3 次) 

【指定日子提升】日本環球影城酒店：USJ PARK FRONT HOTEL 

USJ PARK FRONT HOTEL 

4. SEA LIFE水族館 

5. 富士急動感樂園 

6. HELLO KITTY LAND 



   

 

   

  

      

JHH7S1：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出發 

 

THEME PARKS 

6大主題樂園 

1)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包「1 DAY PASSPORT」) 

東京迪士尼樂園/海洋是全世界最多遊客及最受歡迎的迪士尼主題樂園之一。迪士尼樂

園按季節特色設計多姿多彩的大型巡遊表演活動，4D 劇場「星際旅行」運用 3D 影像及

振動座椅等互動，帶領遊人享受迪士尼樂園的歡樂體驗。園內設有洋溢着夢想與魔法的 

7 大園區讓您探索。前往「探險樂園」，您可以一窺神祕的海盜世界，甚至穿越時空前往

遠古時代，充滿驚奇的探險旅程即將開始！ 

迪士尼海洋內則設數個「主題灣港」區域如地中海港灣、失落河三角洲、阿拉伯海岸等。 

小魚仙園區內設有小魚仙高歌的歌劇廳，亦有完全重現小魚仙劇中場景的美人魚遊樂

園，完美呈現動畫中的海洋世界。另外，阿拉丁園區的華麗白色城堡，探險者最愛的奪

寶奇兵的水晶魔宮，適合大人小朋友的反鬥奇兵狂熱世界，全部都不容錯過。 

2)日本環球影城(包「1 DAY PASSPORT」) 

暢玩美國境外第１座環球影城，多項以荷裏活著名影片為主題遊樂設施及娛樂活動，也

有水上表演及影片製作遊覽等。 

其中耗資 100 億日元的衝天過山車 「侏儸紀公園飛天翼龍」，衝天過山車全長 1.124

米、首個滑下點的滑落高度為 37.8 米，根據環球影城的調查所得，「飛天翼龍」是世界

最長加世界滑落高度最多的世界最勁衝天過山車。 

也您可以到水世界城區欣賞有如電影一樣的超人氣動作表演，嶄新的音與爆破效果為您

帶來有如置身槍林彈雨一樣前所未有的逼真臨場感。至今入場人次已突破 1 億人次的人

氣巨作！ 

3)名古屋 LEGOLAND(包「1 DAY PASSPORT」) 

2017 年於名古屋開幕的最新 LEGOLAND Japan，耗資 320 億日圓完成，佔地

9.3 萬平方米，是室外型、日本第一個 LEGO 樂園。樂園內有讓一家大小盡情玩

樂的 40 多種遊樂設施、表演及景點，讓大人小孩盡情投入，通過遊戲與玩樂，增

進親子關係。大部分遊戲都具啟發性，可讓您大展身手，將四肢動作發 揮得淋漓

盡致，是個動靜皆宜、老少鹹宜的繽紛色彩世界，由 2 歲到 80 歲都啱玩，最

適合一家大小親子同遊。 

4) SEA LIFE水族館(包入場) 

2018 年全新的水族館 SEA LIFE NAGOYA 於 LEGOLAND 旁正式開幕。透過觸

摸、學習、體驗海洋探索、了解海洋生命，在海底世界看到繽紛的樂高佈置，真的

相當有趣，一邊欣賞美麗的海洋生物，還可以研究水族箱中樂高佈置！可以邊學

習邊玩樂，神秘、夢幻、美麗的水底世界，真的非常有趣味！另外還有專屬於名

古屋的獨家景點，在櫻花樹下欣賞愛知縣知名的木曾川淡水生態！千萬別錯過！ 

5)富士山下的刺激體驗【富士急動感樂園】 

富士急樂園是一座位於富士山山麓的大型遊樂場。園內有 30 多種緊張刺激的遊樂

設施，還有其他有趣體驗讓您興奮驚叫不絕，包括多個世界級的過山車如

「FUJIYAMA」、最高速 130KM/H 的雲霄飛、被稱為日本最恐怖的鬼屋、非常有

名的「戰慄迷宮」等等。還有耗資 13 億日元興建的富士飛行社，可體驗飛越富士

山的逼真影像。更有紅遍日本的人氣繪本卡通「Gaspard et Lisa」為主題、佔地

超過 2 萬平方米的最新主題遊園，園區重現繪本內的夢幻場景，地標巴黎鐵塔、

旋轉木馬，實在不容錯過。 

6)【HELLO KITTY LAND】(包 PASSPORT 套票) 

以 Sanrio 旗下卡通人物為背景的主題樂園，每年均吸引逾 150 萬名遊客。除了經

典角色 HELLO KITTY、Melody、XO 外，還有蛋黃哥、肉桂狗等卡通明星。樂園

裡除了有童話般的夢幻城堡、室內各種精彩的主題館，每天還有精彩歌舞劇及華

麗大巡遊，更別忘可以跟超可愛的 Sanrio 主角們拍照拍到手軟！憑 PASSPORT

套票更可暢玩園內遊樂設施，當中就有 HELLO KITTY 城堡、3D 時光隧道、過山

車、觀光火車、夢幻摩天輪及咖啡杯等，可謂老少鹹宜的親子遊樂體驗。還可藉此

購入各種精緻的周邊精品！ 



 

   

 

   

     

JHH7S1：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出發 

 

ACCOMMODATIONS 

PART FRONT USJ 屬環球影城官方認可酒店，徒步 4 分鐘即可到達日本環球

影城。通往客房的電梯是以時光機器為主題。從古老而美好的美國到未來的美

國，客房設計讓您盡享從過去到未來的時空之旅。約一半客房為園景客房，面

積約 320 尺，盡可在寬敞、舒適的客房持續您的夢想之旅。 

夏威夷主題自助餐廳。透過大片的落地窗，印入眼簾的是美麗的園區。可以在

充滿開放感的空間一嘗主廚在開放廚房烹飪的拿手佳餚和色彩鮮艷的甜點。還

備有兒童天地，孩子們亦能心滿意足。 

環球影城酒店  

【指定日子提升】 

東京灣東急(隣近迪士尼園區) 
2018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營業的東京灣東急酒店，是日本國內大型連鎖

酒店集團東急旗下 50 多間酒店之一。作為區內唯一一間面海的酒店，

因此全部客房內都可以眺望東京灣景色。地面的酒店大堂設計以海底為

主題，然後設計往上推移而變，從海洋、波浪，微風，到最後頂層的天

空主題樓層。客房面積寬敞，約有 320 平方尺。除免費 WIFI 外酒店還

提供專用免費接駁巴士，只需 25 分鐘即可到達東京迪士尼樂園！是遊

玩樂園的旅客的不二之選。 

舒適住宿 

濱名湖 HARVEST RESORT 
位於濱名湖畔的 HARVEST RESORT 擁有多達 120 間客房，洋式設計

的房間面積寬敞，約有 344 至 441 平方尺。客房均提供免費 WIFI 可供

使用。從客房露台遠望平靜的湖面，心境亦得以回歸平靜。 

酒店的大浴場以及露天風呂可眺望濱名湖湖光山色，在溫暖的名湯中欣

賞映照在湖面上的日落美景，實為旅途榮碌後的一大樂事。另外酒店還

備有游泳池、網球場、哥爾夫球道等設施。 

紅酒風呂之宿【石和八田溫泉】 
八田溫泉的房間為純和式風格，面積約有 180 平方尺。客房提供傳統

日式浴衣可供替換。在享受溫泉後換上浴衣。在和室內小酌一杯日式清

酒實在別具風味。 

石和八田溫泉著名的紅酒展望風呂特別加入真正的紅酒精華，除了陪隨

紅酒的香氣外還對皮膚頗有益處。由於酒精成份已被去除，所以亦適合

未成年客人入浴。此外露天風呂更引入 FFC陶瓷，能延緩衰老的同時提

升身體機能。 



   

 

   

 
ITINERARY JHH7S1：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出發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小時及回港後 3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Y 1  

香港  大阪 ~ 心齋橋購物城   

航機上 

日式御膳 

或 

牛肉鍋 

Shabu 

Shabu

【連泊2晚】 

全新大阪 MONTEREY LA FRERE 

（設有大浴場) 備註 

 

或 
大阪SHERATON MIYAKO 

  

【指定日子提升】 

USJ PARK FRONT HOTEL 

 

D AY 2  
暢遊日本環球影城®【包環球影城門票 1DAY PASS】 

(暢玩新開幕的全球最大 Minions 園區，跳入其可愛逼真的電影世界，

跟 Minions 一同冒險)備註 

※如不前往日本環球影城行程及當天晚餐自費，大小一律 M400 

可於 WWPKG 網頁購買日本環球影城®多種 EXPRESS PASS， 

免除排隊之苦，更快暢玩環球影城！ 

酒店內 全日自費 

D AY 3  名古屋 ~ 親子樂園【LEGOLAND® Japan】(包1DAY PASS)  

(包SEA LIFE水族館)(樂園內設有讓一家人盡情玩樂的40多種遊樂

設施、表演及景點，讓大人小孩盡情投入， 通過遊戲與玩樂，增進親子

關係。更可以參與堆砌LEGO，發揮創意)備註  

※如選擇放棄名古屋 LEGOLAND+SEA LIFE，大小一律(M350) 

※請於交餘款時決定參加與否。未滿3歲或2歲以下不需入場費用， 

３歲至12歲為小童價 

酒店內 園內自費 

溫泉御膳 

或 

和洋自助餐 

或 

溫泉料理 

濱名湖 HARVEST RESORT 

 

或 

開華亭溫泉 

 

或 

濱名湖 GREEN PLAZA 溫泉 

 

D AY 4  途經濱名湖 ~ 山中湖花之都公園(7月中旬賞油菜花、7月上旬

至9月上旬賞百日草、8月上旬至下旬賞向日葵)備註~  

富士急動感樂園(時速130公里雲霄飛車、鬼屋探險、THOMAS LAND等) 

備註 ~ 溫泉鄉 

酒店內 
富士急園內 

美食券 

石和八田  

或 

京水莊溫泉 

或 

石和花京溫泉 

D AY 5  
HELLO KITTY LAND(包 PASSPORT 套票)備註 

(※如選擇放棄前往 HELLO KITTY LAND，大小一律(M100)及可自行前往

鄰近多摩購物城，請於交餘款時決定參加與否) ~  

彩虹橋購物城(自由前往 DIVERCITY TOKYO PLAZA；或自由前往

DECKS 購物城中，日本國內最大室內遊戲中心:JOYPOLIS，可自行以

約 4300 日圓購票參與遊) 

酒店內  日式網燒 

 

 

【連泊2晚】 

 

東京灣東急 

(隣近迪士尼園區)備註  

 

或 

赤坂新大谷  
 
或 

東京巨蛋  
 
或 

半藏門 MONTEREY 

D AY 6  東京迪士尼海洋 / 東京迪士尼樂園 (包 1 DAY PASSPORT) 
(盡情享受東京迪士尼的各個活動)備註 

※可自由選擇迪士尼海洋或迪士尼樂園或放棄前往(大小一律M400)，請於交餘款時決

定選擇或參加與否。 

※東京迪士尼海洋及東京迪士尼樂園設有多個「快速通行區(FAST PASS)」，只需

於指定設施使用 

園區護照領取印有指定時段的「快速通行卷」，至指定時間時回到該設施由FAST 

PASS專用入口進場， 

便可縮短排隊等待的時間，方便客人安排行程。 

※快速通行卷數量有限；每張園區護照每次僅可於指定時間內領取一張快速通行

卷，敬請注意。 

酒店內 全日自費 

D AY 7  酒酒井 OUTLET(知名品牌如 AGNES B、COACH、DISNEY STORE、

DIESEL、LEGO、GAP、BANANA REPUBLIC 等) 備註⑩ ~  

東京  香港 

酒店內 

壽司御膳 

或 

會席料理 

 

航機上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備註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溫泉酒店晚餐，以酒店當天安排為準。如入住「開華亭溫泉酒店」，晚餐則改為溫泉料理。 

酒店WIFI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時花期資料只供參考，盛放視乎天氣有差異。 

富士急動感樂園如適逢休園，不會更改其他景點。客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活動。行程之安排，最終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HELLO KITTY LAND如適逢休園將會大小一律(M100)及改為前往「新宿購物大道」。未滿3歲(2歲或以下之小童)入園免票，不會退還任何入園門票或收據。 

行程安排、航機資料以茶會時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 國泰機票有效期8日。 

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請留意團隊價格逢星期二．六有機會調整。故越早報名，價格優惠越多。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未滿4歲(3歲或以下之小童)入園免票，不會退還任何入園門票或收據。 

如全組同行客人不前往/一位或以上成人陪同小童不前往，則退回有關成人門票(小童除外)。 
如客人入住東京灣東急酒店 , 可乘坐酒店免費巴士專車往返東京迪士尼樂園,車程約25分鐘。 

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活動。 
未滿3歲(2歲或以下之小童)入園免票，不會退還任何入園門票或收據，敬請留意。 

如全組同行團友不前往/一位或以上成人陪同小童不前往，則退回有關成人門票(小童除外)。 

如選擇不前往LEGOLAND®  Japan，公司將不會作任何另行安排。 

大浴場的開放時間為 06:00-11:00、17:00-24:00。 

CX506/CX564(經台北)    香港 10:20/08:10      大阪 15:20/15:00 

                   

CX521/CX505           東京 17:15/18:30      香港 21:20/22:25 

           

【大阪入‧東京走】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大堂 

免費大堂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免費房間 

牌照號碼:350217 JNH7S1(JUN)-ITX2020  製表日期:16 MAR 2020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https://goo.gl/2LA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