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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 
CNN 評選常陸海濱公園‧世產東照宮．群馬水果園‧ 

《日本百選》鬼怒川夢の季溫泉．嚴選宿泊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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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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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逢星期二、三、六、日出發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JNG5CRB  

嚴選頂級宿泊．享受優質住宿 

茨
城 

【鬼怒川 GRAND 夢の季】 【草津 NOW RESORT】 

4 大紅葉名所 
(期間限定： 

10月中旬至 11月下旬) 

1、日光東照宮 

2、二荒山神社 

3、榛名湖 

4、伊呂波坂(途經) 



 

 

 

 
 
 

 

 

 

 

 

 

人氣行程  
JNG5CRB：10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11 月上旬至下旬期間賞紅葉 

位於栃木縣日光市山內，祭祀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東照宮，豐富

的歷史古蹟，令其以「日光的社寺」的一部分，於 1999 年列入世界遺產。東

照宮的建築精雕細刻、金碧輝煌，座落於日光群山之中，依山而建，氣勢十

足。當中的日本風格的明陽門和中國風格的唐門是其代表建築。而其設計美

學亦演繹出不同的喻意，如牡丹花下的睡貓象徵戰亂後的和平、其中一條主

柱是上下顛倒，據說是當時的工匠怕東照宮太完美而遭天譴，故留下一些瑕

疵，表現出不完整的美，東照宮每一個角落都有其背後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日光東照宮  絢爛華麗殿宇 

世界文化遺產．米芝蓮 3 星級 

二荒山神社  
世界文化遺產．米芝蓮1星級 
 11 月上旬至下旬期間賞紅葉 

矗立在日光山內的二荒山神社，創建

於 767 年，有 1250 年歷史，以日光的

神社與寺院的一部分而被列入世界遺

產。神社前有夫妻樹與親子樹，傳說可庇

祐夫妻感情與親子關係；入口的鮮豔朱

紅色的神橋，被喻為日本三大奇橋之一。 

日光東照宮 
二荒山神社之神橋 

日本最高大佛．世界第二高 
【牛久大佛】 
牛久大佛於 1993年建成，是世界上第二的站立型佛像，更曾是被

吉尼斯世界大全公認的青銅製大佛(記錄已被打破)。牛久大佛高

120米（本體 100米・台座 20米），等於香港天壇大佛的 3.5倍。 

牛久大佛 

CNN 評選【常陸海濱公園】 
包乘坐特色觀景火車 
常陸海濱公園被 CNN 評選為日本 31 個絕美景點。瀕臨太平洋，自

然環境極具特色，裡面有沙丘、樹林、草地及湧水地等。一年四季

都有截然不同的花景和大自然奇觀可觀賞。特別安排乘坐特色 

觀景火車讓您輕鬆遊覽美景！ 

賞花時間表 

【波斯菊】       即日至 10月下旬 

【黃金掃帚草】   即日至 10月下旬 

【玫瑰】          10月下旬至 11月上旬 

【太平洋菊花】    11月中旬至下旬 

黃金掃帚草 波斯菊 

包乘坐特色觀景火車 太平洋菊 

【時令水果園】 
(即日至 12月上旬為蘋果) 

群馬縣晝夜溫差大，日照時間長，出品的水果均甘甜鮮美多汁。  

安排於果園品嚐現摘新鮮、甘甜鮮美多汁的時令水果，領略別樣的

水果魅力。 



JNG5CRB：10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牌照號碼:350217 JNG5CRB(OCT)-ITX2019 製表日期:29 MAY 2019 

  

 

 

 

 

 

 

 

 

 

 

 

行 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備註 

D A Y 1  

香港  東京(國際大都會) ~ 繁華地區(會因應住宿/晚餐地點而前往不同

地區) 
 

 

航機上 


千葉大倉 AKADEMIA PARK 

 或 

半蔵門 MONTEREY 

 或 

【指定日子提升】 

東京頂級涉谷 Cerulean Tower 

(房間約 398 呎)  

D A Y 2  群馬縣蒟蒻樂園(群馬縣的蒟蒻生產量為全日本第一，樂園內可品嘗到

蒟蒻果凍、參觀蒟蒻製造工廠等，更提供了約 30 種的蒟蒻料理、甜品，

讓您將蒟蒻了解透徹) ~ 榛名湖(10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期間賞紅葉) 

(電影頭文字 D的拍攝地) 備註 ~ 草津溫泉街(可欣賞到溫泉水從「湯

畑」不斷湧出的自然景象，又或是自行品嚐溫泉饅頭、溫泉蛋等風味小食，

感受溫泉街復古情懷) ~ 日本三大名泉【草津溫泉】/伊香保溫泉  

※如入住伊香保溫泉，草津溫泉街則改為伊香保溫泉街(可自行品嚐當地有名的 

蒟蒻串、湯乃花饅頭等) 

※入住草津 NOW RESORT 溫泉，可每位 HK$2200 提升入住「奈良屋」 

約 350~620 呎高級和式房間「泉遊亭」及享用會席料理 

酒店內 日式御膳 

會席料理 

或 

和洋 

自助餐 

或 

溫泉御膳 

【群馬縣】 

草津 NOW RESORT 溫泉 

 

www.kusatsu-now.co.jp/ 

【可提升「奈良屋」 

高級和式房間】備註 

或 

伊香保溫泉 天坊 

 
www.tenbo.com 

D A Y 3  
時令水果園(即日至12月上旬為蘋果) 備註 ~  

途經伊呂波坂(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期間賞紅葉) 備註 ~  
世界文化遺產・米芝蓮3星級【日光東照宮】(11月上旬至下旬

期間賞紅葉)(建築精雕細刻、金碧輝煌，有著名的三猿雕刻等，每個角落

都有其背後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備註 ~  

世界文化遺產・米芝蓮1星級「二荒山神社」(11月上旬至下旬期

間賞紅葉) (約有1250年歷史，神社入口前的鮮豔朱紅色的神橋，被喻為

日本三大奇橋之一) 備註 ~ 鬼怒川溫泉鄉 

酒店內 ～ 

【鬼怒川溫泉】 

鬼怒川花千鄉  或 

鬼怒川 風  或 

鬼怒川御苑  

或 

【指定日子提升】 

【日本溫泉旅館百選 第62位】 

鬼怒川GRAND 夢の季 

 www.kgh.co.jp/ 

D a y 4  

 CNN評選【常陸海濱公園】(包乘坐特色觀景火車)(即日至  

10月下旬期間賞黃金掃帚草、波斯菊；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期間賞玫瑰；

11月中旬至下旬期間賞太平洋菊)(園方種植了接近38種不同類型的花卉，

一年四季都有截然不同的花景和大自然奇觀可觀賞。當中包括玫瑰、浜菊

等，全年都會展現出各具特色的氛圍，且不可思議的絢麗景色) 備註 

~ 牛久大佛(包大佛內部觀景台)(世界上第二的站立型佛像，更曾

是健力士世界大全公認的青銅製大佛，高120米，等於天壇大佛的3.5倍，

其巨大的程度可以將奈良大佛捧在掌中）  

~ 千葉/東京都 ~ 繁華地區(會因應住宿/晚餐地點而前往不同地區) 

酒店內 蟹御膳 日式網燒 

【2018 年全新】東京灣東急

 

https://www.tokyuhotels.co.jp/tokyobay-h/ 

或 

東京巨蛋  

或 

赤坂MONTEREY  

D a y 5  【酒酒井 OUTLET】(知名品牌如 AGNES B、COACH、DISNEY 

STORE、DIESEL、 LEGO、GAP、BANANA REPUBLIC 等) ~ 

成田機場  香港 

酒店內 OUTLET 

自費

 

航機上 

 

  備註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 https://goo.gl/2LAefr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保障，「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之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得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東京入‧東京走】 

香港  09:40/10:40/10:35 
NH812/JL736/CX520 

東京  18:10/18:20/18:30 
JL735/NH811/CX505 

香港 22:00/22:15/22:25 

東京 15:10/16:05/16:05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溫泉酒店晚餐，以

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空公司由 10 月下旬起採用冬令時間，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内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請留意團隊價格逢星期二．六有機會調整。故越早報名，價格   

優惠越多。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酒店WIFI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入住「奈良屋」高級和式房間，第3位或5歲以下(佔床)均作成人計算，需附加HK$2200 

(3人同房)、5歲以下(不佔床)只需附加HK$1100，後加床位為塌塌米布團(TATAMI)。   

最終可否提升，以出發前確認為準。若房間已滿將退回有關費用，唯客人不可藉此退出。  

常陸海濱公園11月5、11、18、25日休園。如遇休園，將會改為前往東京德國村，敬請留意。 

華嚴瀑布一帶因位處高地，氣溫會比市區低3～5度，敬請帶備外套等足夠禦寒衣物。 

水果園內按季節而提供採摘水果之種類、採摘水果之多少，產量多少視乎當地天氣變 

化及當地安排而有所不同，如未能滿足客人之預期，敬請見諒。 

如水果園不能供應水果，將退回相關費用。 

實際能否參與乘坐以當地安排為準，或因檢查或天氣而取消，敬請留意。 

掃帚草、時花、紅葉資料只供參考，盛放視乎天氣有差異，若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懇請見

諒。 

http://www.tenbo.com/
https://goo.gl/2LA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