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关西古都六日游

6 人轻享小团

六日行程精华

日期 行程概要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DAY 1  深圳 直达大阪关西机场 自家 机内餐 敬请自理 京都整栋町屋或同级

DAY 2

 岚山公园

 竹林之道

 野宫神社

 常寂光寺

酒店 敬请自理 日式定食 京都整栋町屋或同级

成人团费

（占半房）

12 岁以下小童团费
普通单房差

(不含)

境外小费
参考航班及时刻

（6 周岁以上

须占床）

（6周岁以下

不占床）
南方航空 深圳直航往返

10859 元 10859 元 8859 元 5000 元 已含
去程：深圳/大阪 CZ8425 1000/1430

回程：大阪/深圳 CZ8426 1530/1905

出发日期：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11 月 8 日/11 月 15 日/11 月 22 日/11 月 29 日/12 月 6 日

这里有蓝天白云，有竹林日落，有古刹之美，有枫叶之雅。



DAY 3

 琉璃光院

 白须神社

 花见小路＆衹园
酒店 日式定食 自助烤肉 京都整栋町屋或同级

DAY 4

 宇治表参道

 平等院

 大阪城公园

 心斋桥

 道顿堀

酒店 日式定食 敬请自理 大阪第一酒店或同级

DAY 5  自由活动 酒店 敬请自理 敬请自理 大阪第一酒店或同级

DAY 6  大阪关西机场 深圳 酒店 敬请自理 机内餐 温馨的家



参考行程

D1：深圳 关西机场→京都

 【飞行日志】是日团友于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办理出境手续，搭乘豪华客机直飞日本新泻，抵达后办理入境手续。



早餐-自家享用；午餐-机内餐；晚餐-敬请自理

京都町屋或同级

D2：酒店 → 岚山公园 → 竹林之道→ 野宫神社→ 常寂光寺→ 酒店

 【岚山公园】位于京都西郊的岚山，以春天的樱花和秋天的枫叶而闻名，东南不远处有桂离宫，是著名的观光

胜地。岚山公园坐落于保津川溪谷到达平野的位置，由龟山、中之岛、临川寺的三个地区组成。这里春天是樱

花盛开的名地，秋天是观赏枫叶的名地，自古就颇受皇亲贵族们的欢迎。龟山地区地处小仓山东南部的丘陵地

带，以红松为主、樱花树、枫树交错其中，树下有簇生在一起的山杜鹃等，自然美景给人印象深刻。小路在树

林中环绕，有广场、休息场所、展望台、儿童广场等设施。位于渡月桥下流左岸的临川寺地区，以古老的红松

为主体，樱花树和枫树交印其中的林荫路，形成了雅致的风景。如果时间充裕，不妨沿着大堰川前行百多米，

向右爬上一段陡坡，就能看到周总理诗碑。

 【竹林之道】岚山的嵯峨野竹林，竹林小径长约 500 米，日本文化厅将岚山誉为“风光秀美”之地，也是得益于

这条日本国内最著名的竹林的优美景致，驻足林中，可以听到风吹过竹叶发出的天籁之音，这一声音也被评为

日本 100 种最值得保留的声音之一。

 【野宫神社】野宫神社，这是一座黑色简朴的神社，神社不大却有著悠久的历史，最早出现在「源氏物语」中。

野宫神社占地虽小，但庭园的摆设却不失其趣味，各式的木牌与御守也颇受游客喜爱。 这里供奉有缘份、财

运与开运的神，信众很多，是嵯峨野竹林中人气最旺的神社。

 【常寂光寺】京都府京都的嵯峨野的日莲宗的佛教寺院。常寂光寺坐落于小仓山的半山腰的斜面上，秋天满山

红叶包围。其常寂光土般的风情，寺号因此得名。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来形容常寂光寺的胜景再合适不过

了。

早餐-酒店提供；午餐-敬请自理；晚餐-日式定食

京都町屋或同级

D3：酒店 →琉璃光院→ 琵琶湖白须神社→ 花见小路＆衹园→酒店



 【琉璃光院】琉璃光院的美，在于它四周被茂盛的植被所包围，使其在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韵味。尤其是寺院

中心的瑠璃庭，完全由瑠璃色的青苔覆盖，表现出净土世界的本寺主庭。穿过庭院青苔的涓涓细流，勾画出一

道优美的曲线，当你置身于这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寺外的喧嚣荡然无存，瞬间便有忘记一切的畅然感。琉璃

光院里面还有不少建筑物和庭园可以参观。比如以流动以及庭石组合来表现「飞龙在天」意境、象征能带来好

运的「卧龙庭」;与三条实美公有着深厚渊源的茶室「喜鹤亭」;日式蒸汽浴室的原型、著名的「八瀬釜风吕」

等。只开放春节和秋季，限定参观。

（注意：因景点要求，门票需当天排队购买，具体情况以当天购买情况为准。）

 【白须神社】日本最大湖泊琵琶湖冲岛上的神社，供奉的神被称为白须大明神或者比良明神，传说建造年代为

第 11 代垂仁天皇 25 年。水中鸟居是一大特色，因此也被称为近江的严岛。先后被认定为日本国指定重要文化

财产、登陆有型文化财产、高岛市指定文化财产。

 【花见小路】“花见”在日语中意为赏花，不过这里并没有樱花，而是旧时古城的风月之地。花见小路从江户时

代起就是整个日本最有格调的花柳街，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尚能看到艺伎的场所。 花见小路由北到南长约 1

公里，当你穿过车水马龙的四条通，踏进石板铺砌而成的花见小路，就能看见一间间门面精巧、挡有垂帘的茶

屋、居酒屋等。

 【祇园】位于八坂神社前、鸭川到东大路通之间的四条通沿街，是京都最有名的艺伎区。白天你可以在茶室、

餐厅里消遣或者逛逛土特产商店，到了傍晚灯笼闪烁时，还经常会碰到行色匆匆的艺伎与你擦肩而过。 古朴

的建筑这里的街道和建筑大多维持着旧时的样貌，是感受京都古韵的好地方。

早餐-酒店提供；午餐-日式定食；晚餐-自助烤肉

京都町屋或同级

D4：酒店 →宇治表参道 →平等院→大阪城公园——心斋桥 →道顿堀→ 酒店



 【宇治表参道】宇治的景点餐厅集中在宇治川周围，宇治川穿过中间，左边为 JR 宇治站，平等院位于此，主

要逛街路线为平等院表参道和宇治桥通商店街，大部分的抹茶餐厅如中村藤吉、上林 三星园皆位于这两条街

上，河畔右边为京阪宇治站，宇治神社、宇治上神社和源氏物语博物馆位于这一侧，两边由宇治桥连结。

 【平等院】平等院由平安时代权倾一时的藤原赖通改建其父别院，规模相当今日二分之一宇治面积的平等院乃

为引入宇治川水，依佛教末法之境，在水池之西建造阿弥陀堂，水池之东则建构象征今世的拜殿，打造"净土

庭园"之喻的代表建筑，其规格更为后来日式庭园的参考指标。

 【大阪城公园】参观富有日本庭院建筑特色的日本公园, 历史悠久的大阪城，系丰臣秀吉于 1586 年所建，是

由雄伟的石墙砌造而成，大阪城公园内城中央耸立着大阪城的主体建筑天守阁，巍峨宏伟，镶铜镀金，十分壮

观。登上高五层八阶的天守阁，可以瞭望整个大阪市。如今大阪城已被定为特别史迹。城内的历史博物馆里保

存有丰臣秀吉的木像、武器和美术作品等。



 【心斋桥和道顿崛】心斋桥是以带有拱廊设施的心斋桥筋商店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里大型百货店、百年老

铺、面向平民的各种小店铺鳞次栉比。石板铺就的人行道、英国风格的路灯和成排砖造建筑物的周防町筋，格

调高雅，这一带被人称为欧洲村。

* 日本前线潮流圣地，此处多为自由行或日本当地人，故旅游巴士会在其中一处停靠上下车。为方便贵宾们更

好地体验当地生活，此区域景点为自由闲逛形式。敬请知悉！

早餐-酒店提供；午餐-日式定食；晚餐-敬请自理

大阪第一酒店或同级

D5：酒店 →自由活动→ 酒店 （不用车）推荐景点：

◆ 【黑门市场】大阪超有名的菜市场，号称大阪人的厨房，吃的、用的、穿的、玩的这里都有，有各式海鲜，来

了一定要吃黑门三平家的海鲜刺身，新鲜美味。

◆【大阪环球影城】位于大阪市此花区，是世界 4 个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之一。这里不仅有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还

有各种卡通乐园。小黄人、kitty、史努比等卡通人物一定满足你的所有幻想。走进霍格沃斯城堡，看着壁画上的人

物和飘在空中的蜡烛，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真实的魔法世界，是哈迷们不可错过的一大看点。除了原汁原味还原

了好莱坞大片中的场景，还拥有众多的项目体验和表演，令你仿佛置身其中。

早餐-酒店提供；午餐-敬请自理；晚餐-敬请自理

大阪第一酒店或同级

D6 酒店 香港

 【飞行日志】早餐之后，乘坐酒店穿梭巴士前往东京机场，如回程为下午航班，则上午自由活动后集合，搭乘

国际航班返回香港机场，散团结束此次难忘的日本之旅。

早餐-酒店提供；午餐-敬请自理；晚餐-机内餐

温馨的家



*以上行程仅为参考，具体行程（航班时刻、酒店、用餐、城市及景点游览顺序）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行程协商一致协议书

本人及同行人在报名时已清楚了解行程单所约定的行程内容及接待标准，关于酒店、景点、餐食、交通、自

由购物时间等方面已在旅游包价合同中进行约定。双方于出团前经过充分协商，对行程中的“自由购物活动时间”

所要安排的具体购物商店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此协议书作为旅游合同的一部分，双方承诺不能单方面违约。

旅行社保证协商约定的商店是合法商店，游客完全自愿选购，旅行社不能有任何强迫游客购物和强迫游客参加

自费活动的行为。旅游者请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谨慎购买，所购商品如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行程中的景点、休息站、酒店、餐厅等周围购物商店，不建议游客购买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行程的自由活动期间，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意前往旅游购物商店，内容如下：

【团费已含】

·个人旅游签证费；

·旅行社责任险；

·全程经济舱团体机票、机场税、保安税及燃油附加费；

·行程表内所列住宿酒店费

(以两人住宿一间标准房为基准)；假如是一大一小一间

房，小孩需收成人费用。

·行程表内所列用餐费；

·行程表内所列景点门票及行程内旅游巴士费；

·午餐餐标按 1500 日元/位安排，晚餐餐标按 2000 日元/

位安排。

【团费不含】

·行程表内标明自理的费用；

·候机或在机场内的餐食或行程内注明需自理的

餐食；

·行程中个人消费产生的费用（如：洗衣、理发、

电话、饮料、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旅程中因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额外增加费用；

·单人房附加费；

·航空公司临时追加的航空燃油附加税；

·全程境外领队小费 250 元/人，大小同价。

商店 商品特色 购物时间 备注

综合免税店

是日本政府批准的正规免税店，以免税的价格向外

国游客提供珍珠、贵金属、医药品、健康食品、化

妆品、家电用品、食品杂货、生化科技商品、以及

代表日本的独特产品。

约 60 分钟

自费项目约定：此团无任何自费项目安排，也不允许导游向游客推荐自费项目，游客如有需求请主动向导游

提出，并承担所有的风险和责任。



游客签名： 日期：

组团社代表签名： 日期：

1.行程表所列行程仅为参考，具体行程（航班时刻、酒店、用餐、城市间行车时间及景点游览顺序）以日本接待社

最终安排为准！

2.日本团体旅游签证，全国各地签发护照均可申请（非粤，琼，桂，闽签发的护照需要提供在上述四省区的暂住或

者居住证件）。按领事馆要求，团体旅游签证的客人都必须跟团进出日本并且要随团旅游, 绝对不允许中途离团或

延迟回国。若发生此类事件，旅行社有权追究因此造成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3.日本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日本当地行业参考标准，仅供参

考。日本酒店一般大堂、房间较小,装饰简洁,但很干净、舒适、整洁。日式温泉旅馆一般位于景区内,馆内设施简洁、

日式房间大小以 14 ㎡-20 ㎡为准，日室房间以八块榻榻米为标准。品质团酒店多安排在市区，如遇当地旅游旺季、

体育赛事、艺术节、国际会议和展览会期间，行程中的酒店将有可能被安排在市郊，请理解包涵。

4.客人酒店住宿若出现单男单女，以旅行社安排为准，若客人不接受旅行社安排，需特别指定单男单女，经协调最

终不能安排的，客人须在出发前补单人间房差。（单人间房型：房间内只有一张 0.9 米-1.1 米单人床）

5. 6 周岁以上小童须按小童占床价格报名。同行二人中一人为未满 6 周岁小童时,小童也须按小童占床价报名,不可

与成人使用单人间拼住也不可与其他不同行客人共用双标间拼住。如:一位家长带一位小童参团,则小童应占床为宜,

如家庭有单出一人拼住,则以旅行社安排为宜,否则自行承担房间差价；

6. 酒店房型当无三人间时，多为安排加沙发床、或拼住，敬请听从旅行社安排；

7.自备签证减 RMB200/人,如遇到不能入境所有团费不可退回,非持中国公民护照者需补机票差价,人民币 500 元整。

(国泰 CX 航空视情况需另加收 500-2500 不等)

8.上述行程中之游览内容，涵盖城市商业闹市区、主题公园、海滨、山区、温泉旅馆等区域，旅行者应遵守当地各

项规定，充分注意安全。

9.上述行程中之行程距离、时间仅供参考，若遇天气、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时行车时间会延长。

10.上述行程中航班、城市、景点、餐厅可能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突发事件、临时休业等客观、不可抗力原因需做

顺序、替换等调整；因上述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航班延误、行程更改、滞留或提前结束时，旅行社会根据实际情况作

积极、适当处理。若因此产生费用，超出已交旅行团费部份的 由旅行者自行承担。

11.为防范风险，减少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意外事件给游客带来的损失，建议每位游客都要购买旅游意外险（我司

具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游客可从业务人员处购买意外险。

12.日本时间比北京时间快 1 小时,电压是 110 伏特，酒店内自来水可直接饮用。

13.日式温泉为男女分开的公共浴场，禁止穿泳衣入内。泡温泉前，请先在淋浴区内将身体洗干净后方可入浴。

14.日本插座：两脚扁插。

贵宾申明：



本人及同行人员已了解上述行程内容，并愿意接受组团旅行社按照上述行程约定的酒店、景点、

餐饮、购物逛街、交通等方面的标准来安排。

贵宾签名：

日期：20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