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R CODE NCHON7

DAY
1

ITINERARY
SINGAPORE  TOKYO/OSAKA

/

新加坡 东京 大阪

2

KOBE ~ PEARL BRIDGE ~ SAKE MUSEUM ~ INSTANT RAMEN
MUSEUM ~ SHINSAIBASHI/HARBOURLAND MALL
~
~
~
~
/HARBOURLAND MALL

3

KYOTO ~ FUSHIMI INARI TAISHA ~ NISHIJIN KIMONO
~ARASHIYAMA (Romantic Toroko Train)
~
~
~
(

4

GREEN TEA FARM ~ PEACE PARK ~ *HAKONE CRUISE
~
~*

5

6

7

神户 明石海峡大桥
明石海峡大桥 清酒资料馆 日清快熟面
日清快熟面博物馆
快熟面博物馆
心斋桥
京都 伏見稲荷大社 西阵织和服 嵐山 浪漫小火车)
静冈茶园 平和公园 箱根芦之湖游船

子弹火车 体验 东京 市内电车 原宿 都厅大厦 银座
美术馆 高尾山 乘坐缆车 缆

自由时间 吉蒂猫乐园（
吉蒂猫乐园（自费）
自费） 大型商场 东京 大阪
新加坡

LUNCH

DINNER

-

-

-



TONKATSU SET/HOTEL BUFFET
/

HOTEL

酒店

TEMPURA SET

HOTEL

GREEN TEA SET LUNCH

炸猪排套餐 酒店自助午餐
酒店自助午餐

酒店

BULLET TRAIN(EXPERIENCE) ~ TOKYO ~ CITY TRAIN ~
HARAJUKU ~ TOCHO TOWER ~ GINZA
(
)~
~
~
~
~
HACHIOJI MORNING MARKET ~ 3D TRICK ART MUSEUM ~
#MT.TAKAO (By Cable Car/ Chair Lift) ~ MITSUI OUTLET
~ 3D TRICK ART
~#
(
/
)~
OUTLET
Free & Easy *Hello Kitty Land (option)/Mega Store Shopping
~ Tokyo/Osaka  Singapore
*
/
~
/


八王子朝市
索吊椅 三井名店

BREAKFAST

天妇罗定食
绿茶定食

HOTEL

酒店

-

HOTEL

JAPANESE SET LUNCH

酒店

酒店 市内晚餐
HOTEL

酒店日式晚餐
酒店日式晚餐
JAPANESE BBQ

日式烧烤

-



HOTEL

酒店

Fushimi Inari Taisha
A shrine of the Japanese “Shindo” praying
to their God of Harvest. The speciality of
this shrine is the stand with thousand of
“Torii” leading up to the hill which is a red
colour gate always located at the main
entrance of every shrine.

cruise ride will be replace by lavender park at
Kawaguchi in July lavender season, lavender is subject
by climate condition. In winter season (JAN-FEB) will
be replace by Tenjinyama Ski Resort.){Rental of Ski
equipments on own expense}

HOTEL/CITY
RESTAURANT
/

-

The first instant ramen museum in the
world, opened in 1999, it’s popular as you
can enjoy things like exhibitions in which
you can learn development episodes,
facilities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how to
make your original cup noodles

A scenic view cruise ride at Lake Ashino-ko. A
volcano lake at the highland of Hakone *(This

日式晚餐
日式晚餐

日式午餐
日式午餐

Instant Ramen Museum

*Hakone Cruise

JAPANESE SET
DINNER

Hotel or Similar

KOBE NOVOTEL HOTEL/
OSAKA WASHINGTON HOTEL
OR SIMILAR
Novotel
/

神户

酒店 大阪华盛
顿酒店或同级

TOYOHASHI LOISIR HOTEL/
NAGOYA TOKYU REI HOTEL OR
SIMILAR
LOISIR
/

丰桥

酒店 名古屋东
名古屋东急
酒店 或同级

KOWAKIEN/ ATAMI/ ITO-EN
ONSEN HOTEL OR SIMILAR
/
/

箱根小湧园 热海 伊东温泉
酒店或同级
KEIO PLAZA HOTEL TAMA/
KEIO PLAZA HOTEL HACHIOJI
OR SIMILAR
(
)/
(
)

京王酒店
京王酒店 多摩 京王酒店
京王酒店
八王子 或同级

Arashiyama (Toroko Train)
Will take the antique train ride along the best
scenic spot of western Kyoto.
*Train is subject to seats availability. If train is suspend
or fully booked, will go by coach to Arashiyama.

#Mt.Takao - If cable car/chair lifts full or suspend
will replace by walking tour.

Green Tea Farm

3D Trick Art Museum

Largest green tea farm in Japan that receives
the naturals from Mt Fuji, suitable for growing
tea. Here,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the best angle
to view Mt Fuji known to be recognised as the
symbolic peak of Japan.

To enjoy the 3D artworks and the optical
illusion. Have a fun at “Edo Area” cre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Haunted
Mansion with Funny Japanese Monsters”
and “Trick Art Gallery”. The best collections
of artworks.

Note: the sequence of itinerary may be changed without prior notice.
*Some departure date may change to reverse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HONG THAI TRAVEL 6533 1788 #02-121 People's Park Complex

Update: 11 Jul 2017

团号：
团号：NCHON7
1 新加坡  东京/大阪

于新加坡樟宜机场乘搭豪华客机前往东京或大阪

2 神户 ~ 明石海峡大桥~清酒资料馆

独家新発売
独家新発売

~ 日清快熟面
日清快熟面博物馆
快熟面博物馆 ~ 心斋桥/Ha
斋桥/Har
/Harbourland 商场
明石海峡大桥：- 乘搭电梯登上日本最长的吊桥。
桥梁连接着神户与淡路岛,还可观看季节性漩涡，景色非常壮观。
清酒资料馆：
清酒资料馆：您可于馆内观看酿酒过程及品尝日本 SAKE。
日清快熟面
日清快熟面博物馆
快熟面博物馆：
博物馆：您能了解到快熟面的历史，体会到发明
创造的重要性。还可亲手炮制属于自己的 Cup Noodle。
3 京都 ~ 伏見稲荷大社 ~ 西阵织和服 ~ 岚山 (浪漫小火车)
伏見稲荷大社：是一个位于日本京都市伏见区内的神社，是
遍及日本全国各地约四万多所的稻荷神社之总本山，以境内
所拥有的“千本鸟居”闻名
西阵织和服：
阵织和服：观赏特别安排的日本和服表演。
岚山(浪漫小火车)：乘搭浪漫火车游览岚山风景区。（如遇满座

或停航，改由旅游车前往岚山凤景区与竹林观光）

4 静冈茶园

~ 平和公园 ~ *箱根芦之湖遊船
箱根芦之湖遊船

静冈县为全日本规模最大的绿茶生产地。拥有富士山融雪及大自然的川雾等形成的洁净
水源和气候，特别适合种茶。您可在此瞭望有日本最高峰美誉之称的富士山，富士美景尽入眼帘。
平和公园：
平和公园：这日式公园里展示了来自亚洲各个国家的佛教传统。在樱花/红叶季节时，您可观赏樱花
/红叶的迷人景色。
*箱根芦
箱根芦之湖遊船：
之湖遊船：湖山相映、青松翠杉，景致十分怡人。此湖是箱根旅游的核心地区，乘船漫游于
海拔 723 公尺的山光水色湖泊里，欣赏风光明媚的景致及蓝绿深邃的湖泊，您并可与富士山摄影留
念。
静冈茶园
静冈茶园：
茶园：

*(7 月会更换为薰衣草园，1 月-2 月因积雪的关系将改为富士山蔍之天神山滑雪场代替，滑雪配备由客人自付)

5 子弹火车 (体验)
体验) ~ 东京 ~ 市内电车~ 原宿 ~ 都厅大厦 ~银座
子弹火车：
弹火车：体验强劲速度，只需 12 分钟的车程便到下一站。
市内电车:
市内电车: 东京都错综复杂的铁路网，让您体验东京当地的繁忙生活节拍。
原宿：
原宿：是日本著名的“年轻人之街”，东京时尚的核心秘密，走在这里的
每一个潮人和街区里的一切，完美地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生态
圈”。
都厅大厦:
厅大厦: 东京都厅大厦是日本东京都政府总部所在地，45 楼的展望台上
可以俯瞰东京，不仅近处的新宿御苑、皇居、明治神宫、代代木公园、东
京塔等尽览无遗，天气晴朗时，还可以远眺美丽的富士山。
银座: 日本东京中央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商业区，以高级购物商店闻名。在此，您可找到诸多时装和
化妆品品牌以及您心仪的“Blue Label”产品。
6 八王子朝市 ~ 3D Trick Art 美术馆~ #高尾山 (乘坐缆车/缆索吊椅) ~ 三井名店 OUTLET
八王子朝市：
八王子朝市：当地室内最繁忙的农产品，海鲜杂货市场只于上午开放，每星期六还有特选货品展销，销售新
鲜水果，肉类，海鲜，衣服或等等。可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消费最佳之处。
3D Trick Art 美术馆: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着 3D 的美术馆，不要被你眼前的景象给骗了哦~
#高尾山(乘坐缆车/缆索吊椅): 高尾山位于东京以西、关东山地东部的边缘上，是多摩地区的名山之一，海
拔 599 米，为当地登山者数量第一的山峰。这也是其中最为陡峻之处约倾斜 31 度是日本第一陡峭的缆车路
线。#(如遇满座或停航，改为步行游览.)
7 自由时间 *吉蒂猫乐园（
乐园（自费）
自费）/大型商场 ~东京/大阪  新加坡
在您前往机场前是自由时间，您可以去吉蒂猫乐园（自费）或者在大型商场购物。过后前往东京机场乘搭豪华客机回返新加坡，并希望康泰为您
安排的行程能让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

若航班时间及行程次序如有任何更动，以航空公司及当地接待单位安排为准。

珍珠坊
珍珠坊, 新加坡 059108 邮电: enquiries@hongthai.com.sg
电话: 6533 1788 网站: www.hongthai.com.sg
#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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