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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德國村冬季彩燈節‧鎌倉-江之島‧
天神山滑雪場‧蘆之湖遊覽船‧
西湖合掌村‧石和溫泉‧富士山下冬日
1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出發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漫遊富士山下
重現百年前日本村莊田園景象
與兔子神社等打卡熱點合照
飽覽富士山與蘆之湖美景
富士山下的露天新體驗
山梨縣最大規模的溫泉區

【西湖合掌村】
【富士山瞭望纜車】
【箱根蘆之湖遊覽船】
【御殿場 OUTLET】
【石和溫泉鄉】

關東 3 大夜景彩燈之一

找到適合自己的滑道

【德國村冬季彩燈節】

【天神山滑雪場】

東京德國村位於千葉縣袖浦市的自然大景區，占地 27
公頃，東京巨蛋的 19 倍。園方充分運用寬敞的草坪廣
場以及 300 萬顆 LED 燈泡打造成五彩繽紛的夜景彩燈。

以雄偉的富士山作背景座落在富士山麓的廣大滑雪場，在滑雪
同時更可欣賞到壯麗景色。這裏設有 4 座滑雪升降機和 7 條滑
道，從初學者到頂尖高手都能在這裏找到適合自己的滑道。

JNG5：1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出發

【德國村冬季彩燈節】
關東 3 大夜景彩燈之一，300 萬顆 LED 規模的盛大光彩燈節
東京德國村位於東京灣東部區的千葉縣袖浦市的自然大景區，占地 27
公頃，東京巨蛋的 19 倍。園區以德國田園風景著名，年平均遊客超
過 100 萬。園內有遊樂場、花園、動物園、農園、湖泊、推杆高爾夫
球場、草坪廣場、餐廳、遼闊的花草坡，兒童遊具，娛樂項目豐富多
彩，處處體現人與自然共存的主題。

德國村之夢想世界～Play & Smile

煙花彙演

冬天期間限定的東京德國村冬季彩燈節，充分運用寬敞的草坪廣場打
造成五彩繽紛的夜景彩燈，其無以倫比的美麗獲評爲「關東 3 大夜景
彩燈」之一！同時也高居日本 4000 位夜景鑑賞士實地走訪票選出來
的全國彩燈秀排行榜綜合娛樂部門第 2 名！ 由 300 萬顆彩燈組成，
配合音樂而變化的夜燈秀和夢幻的彩燈隧道，讓遊客們流連忘返。

每年彩燈的設計會因應主題重新打造，永遠都有不同的感動和新鮮感。可愛的燈光擺設加上色彩強烈而鮮明的
燈飾，展現了一個時尚而萌萌的夢幻童話世界。上年度的主題是「德國村之夢想世界～Play & Smile」，為園區
營造夢幻的歡樂氣氛，還可以搭上園區內的摩天輪，從高處一覽東京德國村冬季燈光秀的絕美景色。還有配合音
樂而變化的燈光秀，以及裝飾整個花草坡而成的關東最大規模地表 3D 燈光畫，精彩看點紛呈。上年度除了期間
限定的煙花彙演外還舉辦「中國彩燈節」，如玫瑰之約（寬 25 米，高 12 米）、花傘回廊（長 25 米，高 5 米）、
天壇（直徑 18 米，高 12 米）等大規模燈飾設計更是吸引眼球。我們期待着主辦單位再次帶來新驚喜以及更高
水平的五官享受。

中國彩燈節

【天神山滑雪場】
從初學者到頂尖高手都能在這裏找到適合自己的滑道
以雄偉的富士山作背景座落在富士山麓的廣大滑雪場，在滑雪同時更可
欣賞到壯麗景色。這裏設有 4 座滑雪升降機和 7 條滑道，從初學者到頂
尖高手都能在這裏找到適合自己的滑道。

7 條滑道

除雙板滑道外，這裏還有單板專用滑道，以及專為不會滑雪的大人以及
兒童享受雪上樂趣而設的"兒童雪場"等，設施豐富齊全。如果您想輕鬆
享受雪上娛樂，建議您到設有雪橇專用雪場的"愛樂園"（Chibikko-AiLand）。這裏不單可以乘坐雪橇，還可以玩 tubing--就是坐在橡皮輪胎
上，飛快地從有斜度且彎彎曲曲的雪道上急滑直下，非常刺激！
此外室内還有能眺望富士山的餐廳，提供各種山梨產出的食材所料理的
熱食，例如熱呼呼的咖哩飯和拉麵，為運動中的您補充能量。

4 座升降機
愛樂園

小孩都能玩的雪橇

租借中心

頂尖高手的滑道

天上山公園【富士山瞭望纜車】
飽覽富士山與河口湖的湖光山色
世界文化遺產富士山位於山梨縣東南部與靜岡縣交界
處，海拔 3776 米，是日本第一高峰。氣勢雄偉，為其他
山峰所不及，呈圓錐形的山姿十分優美，常常被用來作
為繪畫和文學的創作題材，為日本的象徵，名揚全世界。
兔子神社

狸貓與兔子

炭火現烤富士山麻糬

富士山瞭望纜車位於天上山公園，全程約 3 分鐘，隨著
纜車緩緩向上可眺望富士山五大湖中面積最大的河口湖
美景。上山後除了能欣賞富士山景色外、還能享受狸貓
茶屋的特色小食、天上山公園的地標心型許願鐘和兔子
神社等打卡熱點。
搭纜車前往天上山公園(KACHI-KACHI 山)的途中可以
看到狸貓跟兔子一直出現，更有個兔子為一對老夫妻向
狸貓復仇的小故事。其中聰明的兔子用石頭點火，趁狸
貓不注意時丟進背籃中把狸貓背部燒傷，其中石頭碰撞
點火『喀擦喀擦＝KACHI-KACHI』的聲音，就是天上山
公園之名的由來。

JNG5：1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出發

【箱根蘆之湖遊覽船】

【西湖合掌村】

飽覽富士山與蘆之湖的湖光山色

重現百年前日本田園景象

合案
掌內
村地
圖
蘆之湖是 40 萬年前火山爆發而形成的火口湖，是箱根最迷人的旅
遊據點。蘆之湖背倚著富士山，倒映在湖裡的富士山影像，堪稱箱
根第一絕景。在不同的季節哩，蘆之湖有著不同的面貌，春櫻秋楓
冬雪，吸引眾多遊客到箱根一覽她的風采。搭乘復古造型海盜船，
遊覽如詩如畫的湖光山色，其造型獨特、色彩鮮豔的船身，船上的
許多表情生動海盜人偶吸引了無數的遊客合影留念。

完全重現百年前日本田園景象，日本第一山富士山、優美的西湖及
神祕之青木樹海一覽無遺，加上日本傳統茅茸屋，是難得可以見到
日本鄉土之美的旅遊景點。步入西湖療癒之鄉根場猶如時光倒轉，
隨便擇地而坐，即可享受到心靈療癒的時間。西湖療癒之鄉根場不
但可觀賞風景，每棟屋子都是不同的商店，資料館、餐廳、特產品
等全都以茅茸屋統一，完全融入原始的鄉田景觀。

鎌倉-江之島物語
江之島−鎌倉位於湘南地區，鎌倉幕府（1192 年-1333 年）時期的政治中心。
由於鎌倉是超過 700 年歷史的古都，因此留下了為數眾多的神社和佛寺等歷
史性建築。要數最有歷史淵源的必定是開創了鐮倉幕府的武將源賴朝所建造
的【鶴岡八幡宮】。1192 年，賴朝公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創建了鐮倉幕府
（1192-1333）
。從此日本的政治中心就從京都轉移到了鐮倉，日本首個武士
政權應運而生。鐮倉幕府期間，鶴岡八幡宮是舉行莊嚴儀式的宗教中心，為
幕府的政治中心發揮重要作用。
鎌倉的好去處除了現代人所熟悉的【鎌倉大佛】外其實還有植物園、利用天
然洞窟建造的神社、以及供奉海上女神的神社等多個景點。其中【報國寺】
的米芝蓮三星竹海就是秘景中的秘景。近年新興的景點就有著名漫畫《男兒
當入樽》(SLAM DUNK)的舞台「鎌倉高校前站」
，粉絲們可以到訪該地捕捉改
篇動畫中的經典場面。鎌倉最著名的名產店街就非【鎌倉小町通商店街】莫
属，從日式雜貨到精美小禮品均應有盡有。
位於鐮倉市區西南側「湘南」岸邊的江之島是座面積僅約 0.4 平方公里的
陸連島。島上的【江島神社】源於西元 552 年左右。神社內供奉著女神三姐
妹，在鎌倉時代被尊為戰爭之神，而後因江戶時代國泰民安，便轉變為才藝、音
樂、智慧之神。如今則被奉為海與水、幸福與財富、學藝精進之神。此外島上還
有能飽覽大海和富士山的景色的江之島 Samuel Gocting 花園和展望燈塔。

【江島神社】
據說其中的洗錢白龍王泉吐出來的
水是黃金淨水，有再生財富的作用。
因此大家會來這裡洗錢，洗淨過後
的錢拿回家用會有錢滾錢的效果。

【鎌倉大佛】
鎌倉的大佛是阿彌陀佛青銅雕像，
位在高德院內。高 13.35 公尺，大佛
是日本第二大的佛像（最大的位於
奈良的東大寺）。

【鎌倉小町通商店街】
著名的禮品店有專門售賣吉卜力商
品的「橡子共和國」和今治毛巾專
賣店。特色小食則有吻仔魚天婦羅、
紫薯可樂餅、鎌倉燒等。

【鶴岡八幡宮】
石臺階的旁邊有一棵樹齡千年的大
銀杏樹。樹幹高約 30m，粗約 7m，但
是 2010 年遭遇強風折斷。傳說鐮倉
幕府第三代將軍的兒子遭遇暗殺時，
殺人犯曾藏身於此樹下。因此這棵樹
又被稱為「隱銀杏」,也被稱為鶴岡八
幡宮的象徵。現在從銀杏樹斷裂之處
又發出了新的分枝，已經有 2 米多高。

山梨最大規模的溫泉區【石和溫泉鄉】
位於首都圏附近，山梨最大規模的溫泉區，也是全
國屈指可數的溫泉勝地。此處的溫泉水在 1955 至
65 年間從石和的葡萄園湧出，從此開始了溫泉區的
開發。泉質為鹼性單純泉，對神經痛、撞傷、慢性
消化器官疾病、畏寒症等有效。泉水量充沛，公認
是只要泡入其中就會感到肌膚光滑，可以解除疲
勞，感到重煥活力。1987 年更入選新日本觀光地 100
選第 3 名，是造訪山梨的觀光客耳熟能詳的溫泉街。

備有石和温泉區唯一的氡氣温
泉設施，能在安全的濃度範圍下
被皮膚吸收。除了有強化腦下垂
體的功能外，還有紓緩關節痛症
和運動性創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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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坂 MONTEREY HOTEL
消閒購物絕佳位置，東京最繁華的心臟地帶
距離東京市中心的赤坂見附地鐵站（Akasaka-Mitsuke Subway Station）5 分鐘步行路程，現代化
住宿具有古典英倫風品味，全酒店皆提供免費無線網路連線。房間空間沉穩舒適。英国古典装飾
與現代傢具融和，呈現洗練古典都市風格。
酒店距離六本木的 Tokyo Midtow 只需 15 分鐘步行路程，自赤坂見附車搭乘地鐵可直達銀座、上
野和澀谷，車程均不到 20 分鐘，酒店周邊的赤坂區擁有各式餐廳和酒吧。赤坂位於江戶城舊址
旁，如今擁有多間米其林星級餐廳與高級飯店，遊客也可以在此盡情玩樂，如探索巷弄裡的石板
路、造訪不可思議的餐廳「NINJA AKASAKA」，或前往豐川稻荷東京別院欣賞數百座狐狸石像。

【東京入‧東京走】
DAY1

香港

東京 ~ 千葉 ~

早餐

午餐

德國村冬季彩燈節(被評爲「關東 3 大夜景


彩燈」之一！同時也高居日本 4000 位夜景鑑賞士實地走訪票選出來的全國彩燈秀
排行榜綜合娛樂部門第 2 名！今年 LED 燈泡更增至 300 萬顆，營造出美麗夜燈秀。)
D A Y 2 箱根盧之湖 ~ 乘坐遊覽船(欣賞富士山蘆之湖風景) 備註
~ 御殿場OUTLET(佔地超過35萬平方公尺日本最大直銷市場)
~ 天上山公園【富士山瞭望纜車】(全程約3分鐘，飽覽富士山與河口湖的
湖光山色。另有地標心型許願鐘和兔子神社等打卡熱點) 備註

晚餐
二人一鍋
Shabu
Shabu
或
日式御膳

酒店內

OUTLET
内自費

溫泉料理

酒店內





酒店 備註
橫濱蒙特利酒店
或
橫濱港未來園景酒店



~ 石和溫泉鄉
D A Y 3 西湖合掌村(重現日本60年代鄉土風景的聚落，可遠眺世產富士山) 備註
~
天神山滑雪場(可自費暢玩雪上活動：滑雪杖、雪靴、雪板一套4500日
圓;滑雪褸及滑雪褲一套4000日圓，約2-3小時;如不參與可到CENTRE HOUSE的土
產店自由參觀或於餐飲店稍作歇息，亦可在滑雪場內散步欣賞山麓景色)備註

【連泊 2 晚】
赤坂/半蔵門 MONTEREY

~ 新宿/涉谷(會因應住宿/晚餐地點而前往不同地區)
DAY4 （

或
東京 DOME

細心安排10:00酒店出發，讓您充分休息）

鶴岡八幡宮 ~ 鎌倉小町通商店街(深受日本人歡迎的美食街道，全長約360 米，
食店卻有100間以上，方便邊逛邊品嚐優質平價日本美食)
小町通
~ 古都鎌倉的象徵【鎌倉大佛】(鎌倉大佛是位於古都鎌倉的淨土宗寺院高
酒店內
德院内的阿彌陀如來青銅坐像，建造於 1252 年，是古都鎌倉的象徵之一)
~ 鎌倉物語取景【江之島】~【江之島弁天橋】(不下車途經)
商店街自費
~ 日本三大財神【江島神社】(位於鎌倉市旁湘南岸邊，島上優美的風景以及充
滿特色餐廳和小店的神社参道，更是《鎌倉物語》的取景地)
DAY5

酒酒井 OUTLET(知名品牌如 AGNES B 、COACH 、DISNEY STORE 、
DIESEL、LEGO、GAP、BANANA REPUBLIC 等) ~ 東京
香港

石和花京溫泉
或
石和溫泉 京水莊
或
春日居溫泉

酒店內

或
東京灣東急

日式網燒

壽司御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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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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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如遇纜車無法行駛將改為前往其他景點(如忍野八海)。
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活動。
如餐廳安排遠離市中心，停留返港客人不能一起前往享用，本公司不作任何補償。
西湖合掌村會有臨時休園日。如遇休園，將不會更改其他景點及不會退還任何入場門票或收據。

行程之安排，最終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如因天氣、維修或不能預見的情況而不能乘船，將取消前往並退回相關費用。
因天氣或積雪量而雪場未能開放，此乃迫不得已之情況，將改為前往其他滑雪場(如YETI滑雪場)。
能否前往滑雪場，最終以酒店排列、天氣及實際交通情況為準，敬請注意。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 CX 機票有效期 8 日；NH 機票有效期 21 日。
行程、膳食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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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入‧東京走】
CX504/CX520/
NH812

香港
09:05/10:30/
09:40

東京
14:30/16:05/
15:10

CX521/CX505/
NH811

東京
17:15/18:30/
18:25

香港
21:20/22:25/
22:15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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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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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