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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四日遊 

⟪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ＤＶＤ⟫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購物行程，節省旅遊時程，安排新式遊覽巴士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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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參考地圖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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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台灣虎航之注意事項 .★ 

1.每位旅客含有 20 公斤托運行李 + 10 公斤隨身行李(註 1) 

註 1:每位乘客皆可攜帶 1件手提行李，三邊尺寸小於 54cm x 38cm x 23cm (上述尺寸

包含輪子及手把等外部突出物)與 1件個人隨身物品，如：手提包、電腦或免稅商品等，

共計 2件，總重量不得超過 10公斤。惟自 2018年 10月 28日起出發的旅客，將於登機

口接受檢查，若手提行李超過上述限額，且未於機場報到櫃台進行託運者，需於登機口

支付登機門託運行李費用，每件收取新台幣 NT$1,000元整。 

2.機票費用含機上餐食費用 

3.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更改日期，無退票價值，亦不可改名或換人  

4.請旅客務必提供正確護照拼音、效期、號碼、性別、出生年月日及其中一位旅客的聯

絡電話若提供錯誤資料造成費用產生需自行負擔 

5.旅客需於起飛前 2.5小時至地面代理航空櫃台辦理報到手續，地面代理櫃台會於起飛

前 1小時關櫃，不受理報到，敬請留意機場報到時間 

6.台灣虎航通知若非人為因素，例如：颱風、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因而航班時間變動

或取消，台灣虎航不承擔賠償旅客損失責任遇此狀況，台灣虎航將協助旅客更改航次，

以利行程順暢。台灣虎航保留航班時間調整及辯更之權利 

7.台灣虎航公告：因飛行安全考量及法規限制，台灣虎航規範每航班嬰兒人數上限為 10

名。 

如欲攜帶 2歲以下嬰兒同行〔以參加之行程返國日計算〕，煩請提供嬰兒及同行者名單，

待服務人員與台灣虎航回覆   

訂 OK 後，方完成訂位。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敬請留

意。 

 【行李加購】： 

＊單程加價行李：5公斤每人 NTD$ 200 元；10公斤每人 NTD$ 500 元；15公斤每人

NTD$ 800 元；20公斤每人 NTD$ 1,150 元。 

￭台灣虎航自 2018年 10月 28日起將取消預購 50-80公斤的大額度行李託運服務，每位

旅客的最高預購行李託運上限為 40公斤， 

每公斤的超重行李費率，將由現行的每公斤新台幣 700元調降至每公斤新台幣 500元。 

*以上費用說明若有異動，將依航空公司最新公佈消息為準* 

*請於開票前告知，恕不接受開完票再告知，逾時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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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成田機場→東京～明治神宮、竹下通、原宿最新商城 ALTA 

參考航班：虎航航空 IT280 07:50/12:10【每週 1.2.3.5.6飛】 

行

程         

內

容 

【明治神宮】明治神宮是位於日本東京都澀谷區的神社，供奉明治天皇，昭憲皇太

后的靈位。1920 年啟用，占地 70 公頃，緊挨著原宿、新宿等東京兩大商圈，占據了

從代代木到原宿站之間的整片地帶，與相鄰的代代木公園構成東京市中心除了皇居

之外最大的一塊綠地。 

【竹下通】竹下通是從原宿站的竹下口開始，一直延伸到與明治通的交叉路口，約

為 400 公尺的街道。在這條狹窄的小道上，聚集了許多經濟公司、服裝店、雜貨店

等店鋪設施。是一條頗受年輕人歡迎的商業街。 

【原宿最新商城 ALTA】「原宿 ALTA」以「充滿閃亮元素的竹下通能量景點」為概

念，集結 19 間商店。不僅有流行服飾品牌與動漫角色商品，地下 1 樓還有以原宿伴 

手禮為主題的雜貨商場，在 3 樓的新型咖啡廳「World Project Kawaii」則可一面品嚐

使用講究食材的鬆餅與冰沙，一面欣賞於店內舞台不定期舉辦的活動。此外尚有 

「Disney Store」（2 樓）與大頭貼專門店「brooming」（地下 1 樓）等首度登陸原宿

地區的商店。其中最受矚目的是，提供新潮活潑雜貨的熱門商店「SWIMMER」推出

的第一間禮品店「Choco Choco by SWIMMER」（1 樓）。該店販售可愛動物造型甜

點與雜貨的禮品組合等，獨特的商品引人目光。 

早餐：※ 午餐：機場簡餐～豬排丼飯 晚餐：壽喜燒 或日式燒烤 

/住宿飯店：東京灣幕張 APA 渡假飯店 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出發→淺草觀音寺、仲見世商店街～下町風情→築地市場→東京都聽展

望台→上野恩賜公園、阿美橫町散策 

行       

程         

內

容 

【淺草觀音寺、仲見世商店街～下町風情】創建於西元 628 年的淺草觀音寺是日本

觀音寺總堂，來到東京的觀光客，一定會 到淺草觀音寺，仿如未到淺草觀音寺，就

好像沒到過東京一般。瞧瞧漆著『雷門』字樣的大紅燈籠，就是淺草觀 音寺的大招

牌，來到此地，您將會感受到日本人虔誠的民間信仰，大家不妨也一起來參拜一下，

祈求平安吧！要 進入淺草觀音寺前，有一條著名的商店街『仲見世通』，販賣著千

變萬化，各具特色的紀念品，同時也有遠近馳 名的『人形燒』點心，當「伴手」送

給親朋好友也是不錯的選擇。淺草觀音寺更是遠眺晴空塔絕佳的位置！ 

【築地市場】自 1935 年作為東京都中央批發市場開市以來，就被視為東京的大廚

房，人潮絡繹不絕、好不熱鬧。 而場外市場更提供了廚師們指定用的豐富食材，從

海鮮、魚子到昆布、柴魚、乾貨、珍貴食材等等，各式食材專賣店櫛比鱗次。除了

食品類外，還有許多在一般廚房用具店不常看到的專業廚具、餐廳用食具等等，可

說是選購土產的好去處。 

【東京都廳展望台】搭乘展望室專用電梯即可在 55 秒內一口氣來到位於 45 樓、距

地面 202 公尺高的展望室。展望室內除了可以欣賞美景外，亦設有咖啡店、餐廳。 

★小叮嚀：如遇都廳大樓內部檢查日或公休無法前往，將不另退費，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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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上野恩賜公園】公園所在區域古時為德川家康幕府所有寬永寺所在地。1873 年， 

在上野建成了日本的第一座公園，1924 年被當時的東京宮內省指定為都市公園。公 

園內種植大量染井吉野櫻花和山櫻花，是東京都內屈指可數的賞櫻著名公園之一。 

【阿美橫町】是一條連接 JR 上野站與御徒町站的商店街。從傳統的食材、乾貨，

到 衣物、鐘錶、名品、藥妝店、居酒屋等，共約 400 家店鋪鱗次櫛比，前來選購的

客 人川流不息，儼然成為來到上野必逛的商店街，到阿美橫丁街享受購物的樂趣。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築地市場自理 晚餐：阿美橫町自理 

/住宿飯店：東京灣幕張 APA 渡假飯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出發→迪士尼樂園全日遊【可自由選擇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海洋樂

園】→飯店 

行

程

內

容 

◎今日搭乘電車 或 飯店接駁專車前往迪士尼樂園。 

（Ａ樂園或Ｂ海洋二選一，導遊原則上帶領人數較多的一邊，較少那邊請需自行入

園遊玩，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另外方便遊玩，本日午、晚餐敬請自理。） 

A.【東京迪士尼樂園】佔地 25 萬坪的迪士尼樂園為大人與小孩夢幻中的天堂，在此

您可與白雪公主、米老鼠、唐老鴨一同遨遊童話世界、明日世界、魅惑世界、宇宙

世界等。有灰姑娘的城堡、海盜船及非洲叢林探險、巨雷山、鬼屋、小小世界、太

空山、魔法師的王國等老少咸宜的娛樂設施。午後時分，華麗的花車以及各個耳熟

能詳的卡通人物展開街頭大匯演，置身其中，讓您重拾童年的歡樂並帶給您甜美的

回憶。晚上可觀賞迪士尼夜間千變萬化的魅力：遊行或煙火雷射表演。到迪士尼如

果不停留到夜間，將無法感受到迪士尼千變萬化的另一種魅力！ 

Ｂ.【東京迪士尼海洋樂園】於 2001 年隆重開幕的東京迪士尼海洋，是全球首座以大

海為主題的嶄新迪士尼世界。充滿洋溢冒險與創意的七大主題海港，分別是： 

【1】地中海港灣～羅曼蒂克的南歐港都。 

【2】美國海濱～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鄉愁。 

【3】發現港～超越時空的未來港站。 

【4】失落河底三角洲～展開加勒比海岸的探險。 

【5】阿拉伯海岸～魔法與神秘的天方夜譚之世界。 

【6】美人魚礁湖～歡樂海底王國。 

【7】神秘島～充滿驚奇詭異的秘密基地。 

在這七個主題迥異的海港，有著令人無法抗拒的遊樂設施及娛樂表演。 

【東京迪士尼樂園特別說明】 

★夜間煙火秀：晚間 20:30 施放。 

1：每年的 7.8 月及 1.2 月為固定不施放夜間煙火的期間。 

2：若當日風速太強或下雨等因素，也有可能取消當日之夜間煙火活動。 

3：遊行表演仍可能會受風雨大小的影響而取消演出，需以園區當日之公告為準。 

4：每月的行事曆或許會有異動，並不是每天都會舉行。 

★迪士尼樂園與迪士尼海洋樂園，每天開園、關園的時間不一定，需以迪士尼官網

上之行事曆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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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園區營運時間、娛樂表演內容、特別活動的舉辦日期，均可能有所調整變更，需

以迪士尼官網上之行事曆公告為準。 

◎特別注意： 

1.迪士尼規定一日券與兩日券，當天不能跨越相通參觀兩個樂園，如果一天內想遊玩

兩個樂園敬請各位貴賓自費購買另一個樂園的門票。 

2.今日交通視情況專車前往或搭乘地鐵前往。 

3.本日若不前往迪士尼，每人可退費 NT$1000(大人) 700(小孩)，並請於出團前告知，

未滿 4 歲之小孩免票不另外退費。 

※請於出發前 3 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及周未)告知是否前住,及選擇海洋或陸地 

※如不前往退費由團体出發前團費中扣除,當地不予退費(敬請見諒) 

※如欲前往請確認要海洋或陸地,如遇當地變更改票差額請自行付費 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飯店：東京灣幕張 APA 渡假飯店 或同級 

第四天 

東京→成田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虎航航空 IT281 11:25/15:05【每週 1.2.3.5.6飛】 

行       

程         

內

容 

今日享用豐盛的早餐，整理行裝休息片刻，專車接往成田空港專人辦理登機手續，

搭乘客機飛返回台灣，帶著愉快的心情結束此次在日本首都東京之旅！！！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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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8 年 09 月 04、17、19、26 日 

10 月 03、16、24、30 日 

11 月 07、16、20、28 日 

◎每人費用：23,900 元、現金優惠價：23,6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 元 

◎每團報名人數未超過 25 人以上，安排 33 座的中型巴士，不補車資差價。 

★費用包含： 

1.高雄機場→琉球機場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全程住宿飯店二人一室，共三晚。  

3.3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4.行程表中所列門票。 

5.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250 元*4 天=合計 1,000 元。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 NT$：1,400 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3.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請補

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8,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不

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6.初次辦理護照者請申請者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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