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必游——迪士尼 OR 迪士尼海双乐园

东京迪士尼乐园是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主

要部分，被誉为“亚洲第一游乐园”，也是目前营

运最成功的迪士尼乐园之一。从主建筑“灰姑娘

城”进入游乐园，开始一段忘我的豪华童话之旅

吧！

亚洲第一游乐园，观看世界一流的娱乐表演，

入住超豪华度假区。

东京迪士尼海洋（Tokyo DisneySea）是全球

迪士尼中唯一以“海洋”为主题的游乐园，位于东

京迪士尼乐园（Tokyo Disneyland）旁边。

伊恋东京-玩转乐园亲子六天



WHY CUSTOMIZED 选择定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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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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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管家
7/24 在线旅行管家

Bills Shichirigahama

甜甜香气不断扑鼻招牌：pancake 温

热的柔软攻击舌尖的味蕾

Masago Saryo

三丽鸥



关于住宿 WHERE TO LIVE

横滨湾东急大酒店 The Yokohama Bay Hotel Tokyu

横滨湾东急大酒店位于 Minato-Mirai 区的心脏地带，提供带阳台的宽敞客房和免费无线网络
连接，享有 Minato-Mirai 的壮观景色，设有 6 个餐饮场所、一个室内游泳池和一间美容院，
并提供礼宾服务。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大酒店

Tokyo Disneysea Hotel Miracosta

JR 舞滨站位于距离该酒店大约 1km 的地方。著
名的景点东京迪士尼海洋和东京迪士尼乐园
均可步行很短距离到达。
酒店提供的休闲设施，旨在为旅客营造多姿多
彩、奢华完美的住宿体验。



玩什么 ENTERTAINMENT

迪士尼乐园

Tokyo Disneyland

亚洲第一游乐园，观看世界一流的

娱乐表演，入住超豪华度假区。

海贼王主题乐园

Tokyo One Piece Tower

海贼王主题乐园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在东京铁塔内开幕，是人气动画《海贼王》的首个大型主
题公园，主题公园中有草帽海贼团每位成员的活动区，路飞、索隆、乔巴等人气角色均有为其
准备的特色景点。

http://you.ctrip.com/sight/tokyo294/1646285.html


路径速览 QUICK SHOT

行程速览 全程掌控

澳门机场~成田机场~酒店第一天01

第二天
02

迪士尼 OR 迪士尼海

第三天
03

镰仓

第四天04
横滨

第五天05
东京海贼王 OR 三丽鸥~三鹰美术

第六天06
酒店~成田机场~澳门机场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第一天 澳门-东京

参考航班： NX862 飞行时间：4 小时 30 分钟 机型：A320 座位数：150

参考酒店：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酒店 Tokyo Disneysea Hotel Miracosta

餐饮推荐：早：X 午：飞机餐 晚：自理

旅客自行前往澳门国际机场，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搭乘从澳门飞往东京的航班。抵达成田机场后入住

酒店。

第二天 迪士尼乐园 OR 迪士尼海乐园

参考酒店：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酒店 Tokyo Disneysea Hotel Miracosta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乐园午餐 晚：乐园晚餐

除了各种充满仙境般梦幻气息的娱乐设施外，经典卡通人物的表演和盛装游行也相当精彩，园区还定

期举行年度活动，尤其圣诞、新年期间的特别活动格外吸引人，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都能在此找到乐趣。

迪士尼海洋的娱乐表演也极其精彩。主要推荐夜幕降临后地中海港湾的“Fantasmic”水上节目，一

般每天 20:00 开始（约 20 分钟），巨大的水幕、激光、火焰、光线等特殊效果和迪士尼明星们一起

构成了这场气势磅礴的大秀。

第三天 镰仓

参考酒店：横滨湾东急大酒店 The Yokohama Bay Hotel Tokyu

餐饮安排：早：酒店早餐 午：镰仓 bills Shichirigahama 晚：Masago Saryo 米其林怀石料理



江之电，因为会途径湘南海的海岸线，景色很美。很有名的一站是镰仓高校前，灌篮高手的取景地。

可以在那里取景拍照，回忆青春的酸涩。江之电是很古老的电车，每一列江之电都不一样，车外面会

有很多图案，车内很整洁、很干净，也很复古，会让人怀旧。每一辆列车都充满特色，所以说在日本，

也是一种轨道旅行。

镰仓大佛是高德院中的一尊佛像，也是古老镰仓的一大象征，被指定为日本国宝。这座铜像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1252 年的镰仓时代，大佛高约 11.3 米，重达 121 吨，在日本仅次于奈良东大寺的青铜大

佛。

湘南海岸位于神奈川县茅崎市，日本非常美的海岸线之一，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从逗子的海滩看见



远处的富士山。这里有动画片灌篮高手里原型的海边小火车江之电，还有江之岛，镰仓大佛等景点。

这里风浪大，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

镰仓高校前站是江之岛电车的其中一站，站台正面面向镰仓的大海，黄昏时分十分美丽。由于站外的

一段铁路口是灌篮高手里的场景之一，在游客中有着想当高的人气，每天都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人群，

想要在这里拍摄动画片中的经典场景。

横滨港未来 21 是透过重建横滨市中心部分地区建构而成的海滨都市。很远就能看到巨型的转轮，

夜景尤其美丽，晚上都是上班族，人气很旺。

第四天 横滨

参考酒店：横滨湾东急大酒店 The Yokohama Bay Hotel Tokyu

餐饮推荐：早：酒店 午：拉面 晚：园内餐



味道纪念馆位于横滨市港未来地区，向游客展示了方便面的发明者安藤先生的一生以及他的发明灵

感。纪念馆一共有三层。二楼展示了从鸡汤拉面的千余种方便面的包装，并且再现了安藤先生研发方

便面所用的研究小屋，还通过影像资料等介绍了安藤先生的一生。

新横滨拉面博物馆会是喜欢拉面的你不可错过的地方，这个独特的博物馆真实再现了 1958 年夕阳西

下时街头的场景，市井风情浓郁，十分怀旧。在这里，你不仅能了解拉面在日本的历史、不同时期日

本拉面的种类，还能一站式品尝日本各地名店的地道拉面。流连在昭和风格的地下拉面街，感受浓郁

的市井气息，既怀旧又有趣。

横滨 Cosmo World 是一个开放型的大型游乐场，有刺激好玩的过山车、海盗船，更有高达 112.5 米

的地标建物〝太空大钟 21〞（コスモクロック２１）摩天轮。此外，游乐场里面还有其他超过 30 的

种游乐设施，不仅可以和朋友相约去爽快一把，也很适合亲子同游同乐。



第五天 海贼王主题乐园 OR 三丽鸥主题乐园~三鹰之森美术馆

参考酒店：吉祥寺东急 REI 饭店 Kichijoji Tokyu Rei Hotel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乐园内餐 晚：美术馆内餐

《海贼王》的首个大型主题公园，与乔巴等角色合影，看现场表演。8 大主题馆包括“索隆的一刀两

断” 、“鲁夫的无止尽冒险”等等，有多种互动游戏和现场表演。海贼王主题的餐厅还能满足你味

蕾的需求。

三丽鸥彩虹乐园也被称为 Hello Kitty 乐园，是一家以三丽鸥（Sanrio）卡通明星为主题的室内游乐

园，随处可见 Hello Kitty、美乐蒂、布丁狗、宝石宠物等卡通人物，梦幻、温馨而富有创意，深受小

朋友及童心未泯的大人欢迎。

http://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688277.html?isfull=F&cbn=56&ecp=536&ep=169301216&sd=T&Currency=JPY&Exchange=0.059951&MinPriceRoomShadowID=1012001290&ti=110106-97d106ce-6e59-4014-b8c0-366ad10ab08b&pi=102102&tt=1551424745&NoShowSearchBox=T&listproductid=688277&listismemberlogin=T&liststarttime=2019-03-15&listendtime=2019-03-16&listhasfilters=false&listdatetime=2019-03-01 15:23:28&filter={}
http://hotels.ctrip.com/international/688277.html


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亲自设计，是吉卜力粉丝必去的朝圣地，人气极高，

往往一票难求。这里到处充满着吉卜力动画元素，不仅能看到如动画般的建筑和主角形象，还能见到

作品原稿等资料，值得细细参观品味，纪念品商店和主题餐厅也非常受欢迎。

第六天 东京——澳门

参考航班：NX861 飞行时间：4 小时 30 分钟 机型：A320 座位数：150

餐饮推荐：早：酒店 午：机场自理 晚：飞机餐

航班抵达澳门后，自由解散。

特别注意：以上行程时间安排可能会因天气、路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在不影响行程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游览

顺序可能会作出调整，敬请谅解。

出发日期 成人价格 小童价格 单房差

￥9980 元/人起 ￥8980 元/人起 ￥3000 元/人

费用包含

1.国际交通 按行程所列全程舱位机票及机场税

2.内陆航空

3.住宿安排 当地住宿，以两人共享一双人房为标准

4.餐食安排 全程用餐自理



5.景点/活动 各项游览节目均按照行程表内所述及包括景点首道入场费

6.签证 个人旅游或商务签证

7.境外保险 旅游责任保险，AIG 钻石计划￥210/人

8.导游服务 华语导游讲解服务

9.用车 采用豪华空气调节游览车

费用不含
“费用包含”所列以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单间差，升级套间差价，升级公务舱费用

2.燃油附加费、行李超重费

3.个人消费、自费项目、和个人娱乐自选项目消费

4.支付其他提供服务人员（除司机、导游外）的服务费费（如酒店行李生等）

5.如遇汇率异常变化而产生的费用

6.不可抗力因素及客人自身原因所引致的行程变动及造成的额外费用及损失

您的旅行定制师 刘一儿 0756-889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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