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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DAY1 沈阳-大阪

从今天开始日本深度之旅。

沈阳桃仙机场乘坐飞机前往日本大阪，参考航班时间：8:35—
12:10.接机后心斋桥游览，道顿掘，品尝全日本最地道的美

食。

后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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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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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关西国际机场

関西国際空港 (Ke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关西国际机场位于距离日本大阪湾东南部的泉州海域 5 公里的海面上，是

日本第二大国际机场，也是日本第一个 24 小时营运的机场。东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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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价格约 20000 日元、所需时间 1 小时。北京、上海都有到大

阪的直航班机，从上海到大阪飞行时间为 2.5 小时。

联系方式

+8172-455-2500

地址

日本大阪府泉佐野市泉州空港北 1

到达方式

水路 Awaji Island (Sumoto)航线 (行车时间: 45 分钟)。

铁路: 有通往市中心的线路。

公路：设有出租车、巴士。

JR 机场快线 (Haruka)：2,980 日圆 （前往新大阪）；3,490 日圆

（前往京都）

南海快速铁路：1,400 日圆 （前往难波）

出租车：至少 15,000 日圆(40 公里/25 英里)

主页

http://www.kansai-airport.or.jp/cn/index.asp

心斋桥

Shinsai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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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斋桥（心斎橋）是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商业购物区。沿路可见各类

大型百货商店、欧美高档设计品牌店等。其中以流行时装发祥地而驰

名的美国村，是高级品牌专门店、时装店及咖啡店的集中地。

联系方式

+81-662111114

地址

日本〒542-0085 Ōsaka-fu,Ōsaka-shi,Chūō-
ku,Shinsaibashisuji,1 Chome−9 心斋桥

主页

http://www.shinsaibashi.or.jp/l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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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頓堀

Dotonbori Tsuribori

道顿堀是沿着道顿堀川南岸的一大繁华街区。日本人常说"吃在大阪"，

可见这里的饮食店之多，还有成片的娱乐设施，是最受大阪市民欢迎的

地方。这里有不少电影院，还有上演木偶戏的"文乐座" 和表演大众曲

艺──"寄席"等传统艺术的剧场。

联系方式

+81 6-6213-1804

地址

〒542-0071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道頓堀 1-6-9-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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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大阪

今日开启好莱坞冒险之旅，全天环球影城痛快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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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Japan

日本环球影城，简称 USJ，和东京的迪斯尼乐园一样，都是日本国民和

外国旅行者心目中的超人气主题乐园，来关西旅行时绝对不可以错过的

游玩场所。欣赏够了大阪各处的美好风景后，可以去环球影城感受下别

样的兴奋和快乐，尝试下以好莱坞电影为主题的各种有趣而又刺激的娱

乐设施。

在这里，可以观看蜘蛛侠的飞檐走壁，也有出海遭遇大白鲨之后的各种躲

避周旋，在侏罗纪公园里围观四处招摇的恐龙，还能体会生化危机里被丧

尸们追赶的危险，而一天只演出一场的水上世界更是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各种精彩和壮观，还有日本国民偶像团体 SMAP 众成员亲身体验过的倒

着开的音乐过山车，都是不可错过的精彩体验。园内还有各种有趣的主题

餐厅和晚上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车巡游表演等，环球影城的精彩和快乐不需

要过多去介绍，来亲自感受一番吧，一定不枉此行。

2014 年 7 月开始，新鲜开幕的超人气的哈利波特主题区，不仅高度

还原原作场景，还有大量精美周边商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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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交通便利，离大阪车站也很近，而且各娱乐项目所需的排队时间比

迪斯尼乐园要少很多，所以去环球影城游玩的话在时间上还是很轻松

的。另外每天的开放时间和闭园时间也不相同，想要看晚上花车巡演的

旅行者们一定要记得提前查好官网的时间再订计划。

小贴士：

1）如果不想排队等待，可以另外购买 express 门票。express 的价

格是浮动的，每天都可能不一样。

7 个项目：6600 日圆（含税）

5 个项目：5200 日圆（含税）

3 个项目：3300 日圆（含税）

2）哈利波特主题园区需要提前领取预约券。

门票价格

一日周游套票大人 7200 円（含税）；4-11 岁儿童 4980 円；65 岁

以上老人 6270 円。

开放时间

根据季节的不同具体每日的开放时间也不相同；多为 9:00 或 10:00

至 18:00、19:00 或者 20:00、21:00(请提前在官方网站上查明)。

联系方式

+81-570-200 606

地址

大阪府大阪市此花区桜島 2 丁目 1-33

到达方式

搭乘 JR ゆめ咲线到ユニバーサルシティ站下车，步行 5 分钟。

主页

http://www.usj.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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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大阪-奈良

早餐后带着行李离开酒店。

前往大阪城参观，后离开大阪前往奈良。

到达奈良小鹿公园，和小鹿亲密接触，和自然融为一体。

后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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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大阪城公园

osakacastlepark

大阪城公园面积广阔，每年 1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公园内梅林里的

梅花纷纷盛开，吸引了众多旅行者前来观赏，而到了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的这段期间，4000 多棵樱花树竞相开放，更是大阪市内颇具人

气的赏樱名所。

作为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大阪城，是当年丰臣秀吉以天下统一为目标花

了 3 年时间修建而成的。虽然在战争中多次被烧毁，但是在大阪民众

的努力下，于昭和 6 年得以重建，一直保持至今，是大阪最具代表性

的建筑之一。大阪城天守阁气势非凡，外观 5 层内部 8 层，金光闪闪

的镀金浮雕更是华丽无比，故又有“金城”或“锦城”之称，拍摄天守阁照

片时一定不要错过城顶的金色大鲤鱼。天守阁内 7 层以下为文物资料

展示所用，第 8 层的展望台可以一览大阪的城市美景。作为大阪的代

表历史建筑，大阪城反复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电视、动漫和游戏之

中，是去大阪旅行时绝不可错过的地方。

天守阁附近两家店里的章鱼烧味道很好，价格也很便宜，建议品尝。公园

附近的大阪历史博物馆、大阪市立博物馆、大阪府警察本部、大阪城

Hall、大阪 NHKHall 也都是很值得参观或者在外部摄影留念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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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 - 17:00（16:30 以后不能入馆）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06 6941 3044

地址

大阪市中央区大阪城 1-1

到达方式

搭乘 JR 大阪环状线到大阪城公园站下车，步行大约 15 分钟。

奈良公园

奈良公園（nara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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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公园位于奈良市街的东边，若草山、东大寺、春日大社、国立博物

馆等名胜古迹大多在这里，是日本现代公园的先驱之一。园内有许多嬉

戏的鹿群，这些鹿被指定为国家的自然保护动物。春季嫩枝发芽和秋季

的满园枫叶，都让人心旷神怡，而在淡季时 则可以悠闲自在地散步。

一年四季无论何时，这里都有吸引人的景观。

小贴士：

1. 保护小鹿，不要随便喂它们吃零食，请在公园购买鹿饼。

2. 在与鹿亲密接触的同时切记自身安全，避免被鹿顶伤、踢伤或咬伤。

门票价格

免费的

开放时间

24 小时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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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1～2 小时

联系方式

+81 742-22-0375

地址

〒630-8501 奈良市登大路町 30

到达方式

从近铁奈良站或 JR 奈良站步行约 10-15 分钟即可进入奈良公园。

主页

http://nara-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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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DAY4 奈良-京都

早餐后带着行李离开酒店。前往春日大社参观，感受世界文化

遗产的庄严。

后前往京都。

抵达京都前往二条城参观，欣赏日本桃山时代的绘画雕刻建筑

作品。

后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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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大社

Kasugataisha

春日大社（ かすがたいしゃ）是一座位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奈良公园

内的神社。旧称春日神社。建于和铜二年。社内供奉的神明包括武瓮

槌命、经津主命、天儿屋根命和比卖神。神社例祭日为 3 月 13 日。

建设者为藤原不比等。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的一部分而被登入世界

文化遗产之列。为二十二社之一。全场 1.5 公里的参道以一座红色鸟

居为起点，两侧是高耸的杉树及白桦树的原生林。还有 2000 多个捐

赠的大小石灯笼，以及隐身在林间的奈良露。

开放时间

4 月至 9 月 6:00-18:00；10 月至次年 3 月 6:30-17:00；正殿前

特别参拜 8:3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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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81 742-22-7788

地址

日本〒630-8212 Nara-ken, Nara-shi, Kasuganochō, 160

到达方式

乘坐奈良交通巴士(JR 大和路线、近铁奈良线)，从奈良站出发乘坐开

往春日大社本殿方向的巴士，乘车时间约 11-15 分钟，在“春日大社

本殿”站下车即是。

或者乘坐奈良交通巴士(市内循环、外循环线)在春日大社表参道下

车步行约 10 分钟即到。

主页

http://www.kasugataisha.or.jp/

二条城

NijŌ-J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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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所建，德川家的最后一个将军庆喜在

这里大政奉还。这里保存了日本桃山时代的绘画雕刻和建筑特色，是京

都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二条城内的本丸是重要文化遗产，二之丸御殿

是国宝。殿内有将军接待各位大名的房间，接待朝廷官员的房间和生活

起居室等。二之丸庭园与清流园也是著名的庭园。二条城内有偿提供

中、英、韩、日文的讲解器，在东大手门旁可申请。

二之丸御殿以豪华的隔扇画和雕刻作装饰，是一座凝聚着当时精华之

美的建筑物。御殿外的二之丸庭园是传统的日式庭园，有池塘、观赏

石和修剪整齐的松树。二条城内还有名为“鹂鸣地板”的走廊，人行走其

上便会发出黄莺鸣叫般的响声，是统治者为防范刺客而设的报警机

关。本丸平时基本不对外开放，但游客可以进入本丸花园参观。

二条城的地下通道：有说法是二条城的地下通道通往知恩院，据说德

川家康处于安全考虑，将知恩院作为备用之地。因此知恩院也得到了

德川家代代家主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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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城不仅是春季的赏樱胜地，城内还有枫树和银杏，秋色绚丽。另

外，这里也设有步行街、商店等休闲场所，可以购买一些土特产或者在

观光时稍作休息。

小贴士：

开放时间:8:45-17:00

门票价格

价格: 成人 600 円

开放时间

8:45-17:00(16 点停止入场)，二之丸御殿 9:00-16:00

赏樱时节(3 月底-4 月中)，夜晚向公众开放。12 月 26 日-次年 1 月

4 日以及 1、7、8、12 月的周二不开放(如果周二是国定假日则改

联系方式

+81 75-841-0096

地址

京都市中京区二条通堀川西入二条城町 541 番地

到达方式

巴士：9、50、101 路-二条城前站；地下铁：东西线-二条城前站

主页

http://www.city.kyoto.jp/bunshi/ni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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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京都-东京

早餐后请带行李离开酒店。

前往岚山做巍峨野小火车，漫步在巍峨野竹林中，感受清新。

后前往东京，外观皇居，后在银座、秋叶原街头感受繁华都市

氛围。

后前往东京塔。

后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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嵯峨野 竹林

Bamboo Street

日本的嵯峨野竹林位于京都郊区、岚山的北方，曾经是皇室的别墅所在

地。参天的植物随风摇摆，发出奇妙的咯吱声，树叶也在沙沙作响，形

成一个古朴幽深的环境。近几年它的名气还在不断扩大，该竹林以其独

特的沙沙声吸引着游客。几年前，环境局将嵯峨野竹林的林海声列为“日
本 100 音景”，目的旨在鼓励当地人停下来，享受大自然的音乐。

小贴士：

嵯峨野是京都府京都市右京区的地名。太秦 宇多野之西、桂川之北、

小仓山之东、爱宕山麓之南所包围的地域名，或单称“嵯峨”。但是，观

光地的“嵯峨”是指岚山到小仓山之间社寺林立之地域。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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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日本〒616-8393 Kyōto-fu, Kyōto-shi, Ukyō-ku, Saganonomiyachō,
1

到达方式

就在天龙寺北门不远。京福電鉄嵐山本線嵐山站下车，步行途经府道

29 号線，到达嵯峨野竹林约 15 分钟。

皇居

Tokyo Imperial Palace

一般指包括皇居前广场、二重桥、皇居外苑及皇居东御园在内的区域，

南接日比谷站、北至大手町站。明治维新时期开城，因天皇由京都移居

至此而得名“皇居”。目前部分区域作为公园供旅行者参观。

很难想象黑瓦白墙的皇居居然位于现代化大楼林立的东京站附近，依

旧保持着江户时代沿留下来的韵味。作为东京代表性的名胜景点，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守护着东京的江户之子们。

沿着护城河绕城而行，江户城的墙垣依旧可见，镰仓时期的武将楠正成

的塑像威风凛凛，大手门入口还可以看到旧时屋檐边精雕细琢的装饰

物，田安门作为北之丸公园的大门至今仍迎来送往，在东御苑内的二之

丸则可以看到江户时代巨大的将军别宅和精致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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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皇居外苑全天开放，皇居东御苑 9:00-16:45，北之丸公园日出-19:00

联系方式

+81 3-3213-1111

地址

Japan, 〒100-0002 Tōkyō-to, Chiyoda-ku, Kōkyogaien, ３−１

主页

http://sankan.kunaicho.go.jp/guide/koukyo.html

银座

Gi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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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Ginza）银座，是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日本一个有代表性的繁华街

区。分为银座一丁目至银座八丁目，银座四丁目与银座五丁目之间被晴海

通所分隔，全部 8 个丁目由中央通贯通。17 世纪初叶这里开设，在新桥

与京桥两桥间，以高级购物商店闻名，是东京其中一个代表性地区，同时

也是日本有代表性的最大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银座是通过不断填海造地才

逐步形成今日之构架，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象征日本自然、历

史、现代的三大景点（富士山，京都，银座）之一的银座，与巴黎的香榭

丽舍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并列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

根据国土交通省统计，银座在日本全国商业地产价格中，连续 9 年排行第

一位。这里也被称作地球上最昂贵的房地产区。其中，与那些知名豪华品

牌店并排的是东京的标志性商店 ——三越百货、和光百货(他们的钟即是

这里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商家自身的标志，和光来自于服部钟表店

-精工表的零售部门)和 14 层楼高、有着七家电影院和两家百货商店

的马里昂大楼(Marion)。许多商店橱窗里精致的陈列体现了典型的日

本文化特色。还有松屋百货、松坂屋、Melusa(メルサ)、春天百货银

座等多家百货公司。高级品牌专门店如爱马仕、Gucci、Chanel，亦有

各式饮食店及高级餐厅，高级夜总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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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国著名大百货商店、特种工艺品的小商店，以及一些高级小吃

店，各式饮食店及高级餐厅，高级夜总会等都在银座落座，也是文化娱

乐中心。

四丁目的十字路口可以称的上是整个银座街区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段。

14 层楼高的现代化三爱大楼与 19 世纪风格的和光老店遥相呼应。一

个光彩照人，一个雄伟堂皇，一个华美新颖，一个古朴高雅。

银座夜晚的景象则有一番情趣，下午四五点钟银座边华灯齐放，商店纷

纷闭门，在五颜六色的灯的海洋里，银座好似天上的银河。这时酒吧、

夜总会都显示出它们独特的魅力。晚上 9 点钟左右是酒吧和夜总会开

始营业的时间。晚上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和荧光灯，将银座淹没在炫目的

光影里，给这个灰色的城市添加了不少的活力。

地址

日本东京中央区银座

到达方式

地铁：银座站东银座站 银座一丁目站 有乐町站都可到达。

秋叶原

Akiha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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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原是日本一个以秋叶原车站为中心，以大量电器卖场、商城与资

讯产业企业聚集而闻名的电子商圈。地理上大致涵盖东京都千代田区

外神田、神田佐久间町、神田花冈町与台东区。秋叶原地区内的商店

大都是以销售家电、电脑与相关周边衍生产品为主，与大阪市的日本

桥、名古屋市的大须一起被并称为“日本三大电气街”。

以秋叶原车站为中心，是动漫迷们必去之地！这里以大量电子电器卖

场、商城与资讯产业企业聚集而闻名的电子商圈 (電気街)为中心，发

散出数百家大大小小的电器商店街。从各类电子产品，到冰箱、电视机

等大件，品种相当齐全。

秋叶原站附近有几家大型电器连锁商店，沿街分布着许多中小型电器店，专

卖电脑及各种配件的店铺集中在周边的小巷中。除了电器，秋叶原的餐饮、

娱乐也发展起来，现在还以御宅族的胜地而著名，是动漫迷的天堂。在这

里，比较大型的店铺有 UDX 大厦内的东京动漫中心，在这里，动漫迷们关注

的各种商品几乎都能找到。由 SEGA GiGO、TAITO STATION 等电玩厂商经营

的电玩中心不但有最新款的游戏机，还设置了很有娱乐性的展示区和体验

区。此外，秋叶原的女仆咖啡馆和街上随处可见的

Cosplay 女孩也是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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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晚上秋叶原部分地方不太安全

地址

〒101-0028 东京都千代田区 Kanda Hanaokacho

东京塔

Tokyo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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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塔也叫东京铁塔，正式名称为日本电波塔，是东京观光的必游景

点。这座红白色铁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范本而建造，但比后者高 9

米，达 333 米；1958 年竣工后一直是东京最高的建筑物，直至 2012

年东京晴空塔建成而退居第二。作为东京的标志之一，东京塔的形象和

名字也频繁出现在影视剧、小说、音乐等艺术作品中。

塔上设有眺望厅，能 360 度将东京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高楼建筑、公

园、寺院神社、东京湾、远处的群山等等一览无遗，若是晴好天气还能远

眺富士山、筑波山。每当夜幕降临，塔身会点亮（一般从日落到午夜零

点），随季节变换不同颜色，令东京的夜色更加梦幻。东京塔每年还会举

办灯彩活动，如果恰巧赶上了，一定会留下难忘的回忆。

东京塔底部叫 Foot Town，有商店、餐厅等设施，部分区域还在建设

中， 10:00-21:00 营业（20:30 停止入场），有空的话可以逛逛。

小贴士：

价格:联票(大展望台 + 特別展望台)：成人 1420 円，学生(12-17 岁)860

円，儿童(4-11 岁)660 円。

门票价格

85.00

开放时间

9：00～23:00

游玩时长

1 小时

地址

东京都港区芝公园 4 丁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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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都营大江户线：赤羽桥站/赤羽桥出站口步行 5 分钟

东京地铁日比谷线：神谷町站/第 1 出站口步行 7 分

钟都营三田线：御成门站/A1 出站口步行 6 分钟都营

浅草线：大门站/A6 出站口步行 10 分钟

JR：浜松町站/北出站口步行 15 分钟

主页

http://www.tokyotower.co.jp/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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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东京

早餐后前往海贼王主题游乐园，畅玩过瘾，后前往浅草寺参观，

可以购买一些精美的手信，晚抵达新宿街头，后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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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贼王公园

海贼王主题公园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在东京塔开放，主题公园中有

草帽海贼团每一位成员的活动区，路飞和索隆，乔巴等人气角色均有为

其准备的特色景点。

现在已经公开的游乐项目有：在万里阳光号的船内和乔巴一起探索找

东西的「乔巴的万里阳光号」、由娜美经营的赌注为浆果的「娜美的

赌场小屋」、根据考古学家罗宾提供的情报找线索的「去找罗宾的刻

印」、以佐罗的必杀技干掉敌人「佐罗的“一刀两断”」、布鲁克的「布

鲁克恐怖之屋」等。逼真的场景道具以及耳熟能详的世界观设定，一

定能让广大海贼迷们乐在其中。

公园内还有主题餐厅、周边商店等令海贼迷们纵情欢享的场所。

地址

东京海贼王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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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寺

SensŌ-Ji

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古刹，创建于 628 年。据传最初由渔民捕鱼时

打捞起一座金观音像而就地建塔供奉，由此成为浅草寺。江户初年，

奉德川家康之命重建，扩大成现今规模。

挂着两个巨大灯笼的山门就是浅草寺的入口——雷门，是浅草乃至全

日本的象征之一。雷门左右两边各立有一尊凶神恶煞一般威严的塑

像，名为雷神与风神，这也是雷门的学名“风雷神门”的由来。

穿过长长的商品街即可看到浅草寺的正殿，因德川家康将此处指定为

幕府的祈愿之处而逐渐兴盛，成为浅草地区的文化中心。寺内西南角

有高达 53 米的五重塔，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东北角有建于平安时

期的浅草神社，建筑造型古朴典雅，雕刻精美。

浅草最热闹的莫过于每年 5 月举办的江户三大祭之一的三社祭了。起

源于江户年间的三社祭充分展现了江户时代的传统风俗人情，“抬神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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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祭典中最热闹的重头戏，几十人一组、以旧时造型抬着神舆从各个方

向汇集于浅草寺。

小贴士：

开放时间：4 月-9 月 6:00-17:00，10 月-次年 3 月 6:30-17:00；

仲见世商店街一般为 9:00-19:00。

开放时间

4 月至 9 月 6:00-17:00；10 月至 3 月 6:30-17:00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813-3842-0181

地址

東京都台東区浅草二丁目

到达方式

東武晴空塔線:淺草車站徒步 5 分鐘東京地鐵銀座線:淺草車站徒步 5

分鐘筑波特快:淺草車站徒步 5 分鐘都營地下鐵淺草線:淺草車站 A4 出

口徒步 7 分鐘

主页

http://www.senso-ji.jp/about/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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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

Shinjuku

新宿是东京最著名的繁华商业区之一，不仅有数不尽的商场和高楼大

厦，还有赏樱地新宿御苑、富有文艺范儿的黄金街以及灯红酒绿的歌舞

伎町等知名景点。炫目的广告牌、诱人的商铺、各色潮人，充满绮丽色

彩的新宿几乎能满足你对东京的所有想象，而《迷失东京》等多部电影

也都选择在这里取景。

游玩新宿一般是从新宿站开始，这是日本最繁忙的火车站，连通着十

余条铁路和地铁线。以此为中心，分为新宿东口、南口和西口 3 个商

业区，无论在地上还是地下都有十分密集的商业设施，名牌店、百货

商场、电器街、药妆店、百元店、折扣店、潮流服饰店等应有尽有，

各种档次一应俱全，加上居酒屋、咖啡厅等众多餐馆和娱乐场所，玩

上一整天也不为过。晚上的新宿像是一座不夜城，灯火辉煌的气氛中

弥漫着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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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西边是新宿的摩天大楼区，耸立着京王、希尔顿、凯悦等一流酒店及

高层办公楼，而新宿的一大地标——东京都厅也在其中。这是东京的政府

大楼，顶层设有免费开放的东京都厅展望台，可以 360 度鸟瞰东京都，看

夜景很不错。都厅以北不远的 I-Land Tower 前有一个 LOVE 雕塑，是日

剧《电车男》中出现过的场景，感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瞧一瞧。

从新宿站往东北边走不久就是日本最著名的红灯区歌舞伎町，每到夜

晚，可以看到纷繁复杂的霓虹灯招牌、各种风俗店及形形色色的人，令

人感慨万千，不过为了安全不建议太晚前去。

紧邻歌舞伎町有一条新宿黄金街，开着很多复古的店铺，文艺气息十

足，可以淘一淘有意思的小物品。这里还有一座花园神社，地方不大，

但不少人会到此祈福。

小贴士：

如果想满足一下自己的购物欲，集中在新宿站周围的小田急、京王、伊势

丹、高岛屋等百货商场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专卖电器的 Yodobashi

和 Bic Camera，一般从 10:00 营业至 22:00。

地址

東京都新宿区

到达方式

搭乘 JR 中央线、山手线，地铁丸之内线、大江户线，电铁京王线、

小田急线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至新宿站下车即到。

主页

http://www.city.shinjuku.lg.jp/foreig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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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北海道

早餐后请带行李离开酒店搭乘飞机前往北海道。

参考航班时间：8:40—10:25,接机后前往小樽运河，感受清凉

后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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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音乐盒堂

开放时间

9:00am-6:00pm；假日、周五、周六：9:00am-7:00pm

联系方式

0081-11-134221108

地址

小樽市住吉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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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富良野

早餐后乘车前往富良野参观薰衣草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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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观光小火车

Furano. Biei norokko-gō

在薰衣草盛開的夏季，這輛觀光小火車也隨花季的開始而運行。ノロッ

コ號是由旭川一路南下，經過美瑛到達富良野。自旭川到富良野共 7

站，全程約需 2 小時，往旭川方向、富良野方向一日各三班。小火車

僅有 3 節車廂，皆采用半開放設計且慢速行駛，非常適合欣賞沿途的

夏日薰衣草美景。

小贴士：

遊客如要前往“富田農場”，可乘坐小火車至“ラベンダー畑”站下車，步行

7 分可達。

地址

日本〒071-0704 Hokkaidō, Sorachi-gun, Nakafurano-chō,
Nakafurano Kisen Kita 薰衣草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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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北海道市内游览后送往机场，乘飞机经南京返回沈阳。参考航

班时间：16:00—19:10，南京住宿一晚 7:20—9:40.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