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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滋味

-	豪華遊輪上的多元化餐飲服務，由自助餐、主餐廳到收 
	 費的特色餐廳，都帶給你新鮮極致的味覺享受。
-	沿途安排品嚐日本不同特色的風味料理，包括和風燒 
	 肉、越前蟹火鍋、鄉土扑葉(飛驒牛)料理、日式火鍋。

-	全程專業粵、日語香港領隊隨團出發，為您打點一切， 
	 提供貼身服務。
-	全包岸上觀光節目，極致觀賞代代木公園(楓葉+銀杏)、 
	 世界文化遺產白川鄉體驗秋色的童話景色，讓您可以更 
	 深入地了解日本。
-	東京乘船浪漫遊，欣賞東京灣景色。
-	赴韓國釜山梵魚為觀賞秋色楓英美景。
(如因氣候變化影響楓葉變紅的時間而未能觀賞，行程仍會前往原定景點參
觀，客人不得要求退出、退款或賠償，敬請了解)

 悉心策劃

CPBDI/B/S

如欲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之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11天  日本橫濱、白川鄉 (秋色的童話)、 
 韓國釜山「鑽石公主號®」遊輪假期
	 暢遊：日本—東京、境港、敦賀、金澤、白川、新潟、酒田	|	韓國一釜山

愜意住宿

-	日本原設計建造的「鑽石公主號®」，充滿日式風情魅 
	 力。全球最大的海上日式浴場(Izumi	 Japanese	 Bath)為 
	 您的旅程增添別樣風情。
-	不同類型的寬敞艙房供您選擇，悉心配備各類精美高檔 
	 設施，旅程中不需每天轉換酒店，為您帶來舒適的住宿 
	 享受。
-	登船前入住日本東京酒店一晚，行程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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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下午5:00啟航

東京	~	 	代代木公園(東京楓葉+銀杏)	~	橫濱港	~	 
登上「鑽石公主號®」遊輪
代代木公園	 為於東京正中央的都立公園。公園前身為1964年東
京奧運的選手村。春天能夠觀賞到染井吉野櫻，秋天則為觀賞
楓葉+銀杏必到的打卡熱點。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酒店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3天 

海上暢遊	
是日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的娛樂服務，應有盡有。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4天	 下午1:00泊岸．晚上8:00離開

釜山(南韓)	~	 	梵魚寺	~	 	甘川洞文化村	~	 
光復洞時尚待

梵魚寺	 為義湘大師於文武王18年(678年)所建立的，是嶺南三大
寺廟之一，也是華嚴宗十剎之一。是釜山賞楓及銀杏最佳景點。
甘川洞文化村	 釜山市著名的彩色藝術山城，韓國綜藝節目
Running	 man和台劇《必娶女人》都曾到此取景。經CNN認證的
亞洲最富有藝術文化村，這裏就成為釜山市手機打卡聖地。
光復洞時尚待	 此地最大的魅力是在於擁有各種不同流行時尚的
購物商品，讓您能盡情購物，享受購物的快感與樂趣。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	排水量：115,875噸	 	 •		載客量：2,670人
•	優化年份：2019年2月	 	 •		甲板樓層：14層
•	特色餐廳
	 —沙芭堤妮餐廳SM*	(意大利式特殊風味餐廳)
	 —史德林牛排餐廳SM* (特殊風味餐廳)
•	海壽司餐廳* (特殊風味餐廳)
•	聖殿成人休憩區	(成人專屬休憩區域)
•	星空露天電影院® (泳池畔電影院®)
•	蓮花水療池*
•	海上日式浴場*
遊輪的設施開放與否，由船公司視乎船上實際情況而定。
＊徵收費用

鑽石公主號®

Diamond Princess®

第1天	
香港	 	東京(日本)	~	 	台場乘水上巴士 
是日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國泰航空公
司豪華客機飛往東京機場。抵埗後，展開觀光節目。
台場乘水上巴士	 	 被受遊客歡迎的公共交通工具，由台場出發沿
東京灣可觀賞不少的東京地標建築，如彩虹橋、築地市場、天
空樹(sky	tree)和東京鐵塔等。

東京(日本)：住宿Tokyo	Dome酒店或同級
早餐		~		I		午餐		~		I		晚餐		和風燒肉

天數 港口 預計 
抵達

預計 
啟航

岸上
觀光

1 香港	 	成田(日本．關東)~橫濱

2 橫濱(日本．關東)~登船		 17:00

3 海上暢遊

4 釜山(韓國) 01:00 20:00

5 境港(日本．中國) 10:00 20:00

6 敦賀(日本．中部)	 07:00 18:00

7 金澤(日本．中部) 07:00 18:00

8 新潟(日本．中部) 07:00 18:00

9 酒田(日本．東北) 07:00 18:00

10	 海上暢遊	

11 橫濱(日本．關東)~離船	 	香港 06:30

註：      捷旅安排獨立岸上觀光

 酒店或地道餐廳享用餐食

 住宿酒店

隨領隊漫步市內觀光

自由參加遊輪公司所安排之自費觀光節目

乘小艇登岸

梵魚寺

代代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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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	 上午7:00泊岸．下午6:00離開

敦賀(Tsuruga)	~	 	東尋坊	~	 	蘆原溫泉(足湯)	~	 
	西山公園	~	 	敦賀海產市場

東尋坊	 	 屬於越前加賀國定公園的一部分，長達１公里的岩柱長
年受到海浪侵蝕後顯得十分壯觀，現在已經被指定國家級天然
紀念物。東尋坊的柱狀節理（五角或六角的柱狀岩塊）是輝石
安山岩岩柱，全世界只有三處可觀察到這種岩柱雄偉景觀。
蘆原溫泉(足湯)	 蘆原溫泉的廣場上有一座免費開放的足湯，稱為
蘆湯。這個足湯造價不非，使用檜木及福井特產石材笏谷石建
造。笏谷石有個特色是遇水會呈現泛藍色調，別有一番風趣。
西山公園	 它是“日本科學100歷史公園”認證的象徵公園。秋
天很多人都擠滿此地為了欣賞楓樹。
敦賀海產市場	 	 是敦賀最大的魚市場叫做【日本海さかな街】，
這裡漁獲是由敦賀港直送而來，有70家以上的漁產專門店還有
地方特產及名產可以選購，專賣海鮮丼的店家有四間，這裡也
是螃蟹的專賣市場。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越前蟹火鍋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9天	 上午7:00泊岸．下午4:00離開

酒田(山形縣)	~	 	梵字川溪谷	~	 	湯殿山神社	~	 
	本間家舊邸	~	 	山居倉庫

梵字川溪谷	 位在山形縣湯殿山附近，從幽靜的溪谷到滿山錯落
有致的紅葉。而周邊的水壩橋樑、湖泊瀑布和神社，到了秋天
紛紛被紅葉點綴得秀麗之極。
湯殿山神社	 是守護海拔約1500m的湯殿山的神社。前往湯殿山
神社的「御澤橋」是拍照紅葉的好景點。橋身與鳥居一樣呈朱
紅色，讓滿山紅葉的湯殿山顯得非常神聖莊嚴。
本間家舊邸	 由本間家第三代傳人光丘建造的幕府巡見使官邸，
其建築樣式在全日本獨一無二。
山居倉庫	 是日劇阿信拍攝的電視劇實景場地。建於1893年，經
營酒田米穀的附屬倉庫。整齊排列的倉庫群極為美麗。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和式料理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7天	 上午7:00泊岸．下午6:00離開

金澤	~	 	白川鄉(世界遺產)	~	金澤	~	 	東茶屋街
白川鄉				位於岐阜縣西北部白山山麓，是四面環山、水田縱橫、
河川流經的安靜山村。那裏“合掌造”(茅草的人字形木屋頂)式
的民宅，114棟連成一片，1995年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世界文化遺產。
東茶屋街	 茶屋是日本傳統娛樂飲食場所，在江戶時代是個可以
觀賞藝妓舞蹈及聆聽音樂的地方。茶屋的特徵是在當時僅有最
高級官員家宅邸才能建的二層式木造竹建築和成排的細格子門
窗，讓整條街顯得古色古香，靜靜遙想昔日歌舞昇平的年代。
在全國只有京都的祇園及此處的茶屋街被指定為文化財產。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鄉土扑葉(飛驒牛)料理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8天	 上午7:00泊岸．下午6:00離開

新瀉	~	 	舊齊藤家別邸	~	 	新潟青酒倉體驗(今代司酒造)	~	 
	白山神社

舊齊藤家別邸	 曾是新潟三大財主之一的齋藤家四代齋藤喜十郎
於大正7年(1918)所建造的住所。對於喜歡日式庭園建築和木造
老房的遊客，絕對是不可錯過的好地方。這裏還可以欣賞傳統
「新潟藝伎」歌舞表演，並品嚐抹茶.和果子體驗。
新潟青酒倉體驗	 新潟縣的酒受到非常高度的評價。每年春天召
開的「新潟酒之陣」，吸引縣內外大量人潮前來，足以證明新
潟的確是個名符其實的日本酒王國。
白山神社	 	 被譽為「新潟總鎮守白山神社」，是超過一千年歷史
的神社。神社主要供奉別名菊理媛(kukurihime)的女神，是有名
的結緣神社。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日式火鍋		I		晚餐		遊輪餐廳

註： 入內參觀	 外觀拍照	 車上途經	 自費節目	 自由購物

•	遊輪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均以遊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	遊輪上主餐廳均以團體坐位安排，敬請留意。
•	以上行程之先後次序，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作最後決定為準。
•	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未能或不便進入，將另作安排。
•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	行程單張內酒店星級，均以行程單張印刷日期當時其官方網頁資料說明為準。
•	自費活動會受人數不足、客觀因素或不可抗力事件影響而導致不能安排，敬請留意。
•	報名前，請必須先參閱捷旅旅遊CRUISE遊輪2020-2021行程封套背頁的重要責任及 
	 細則。

第10天 

海上暢遊	
是日海上航行，團友可盡享船上的娛樂服務，應有盡有。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遊輪餐廳		I		晚餐		遊輪餐廳

第11天	 上午6:30抵達

橫濱	~	離船	~	 	酒酒井Outlet	 	香港
遊輪早上抵達日本的橫濱港，辦理離船手續後，即前往酒酒井
Premium	 Outlet購物。午後乘國泰航空公司豪華客機直航返港，
同日抵港。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自理		I		晚餐		~

第5天	 上午10:00泊岸．晚上8:00離開

境港	~	鬼太郎妖怪列車(由米子空港駅至境港駅，約20分
鐘)	~	 	鬼太郎妖怪都市	~	 	鳥取砂丘(日本最大砂丘)	~	
乘坐觀光吊車
鬼太郎妖怪列車			由米子空港駅至境港駅，約20分鐘。
鬼太郎妖怪都市	 境港市是漫畫《鬼太郎》作者的故鄉，為紀念
這位動漫大師，境港市成了「妖怪都市」，特別修建了水木茂
之路和水木茂漫畫家紀念館等，滿滿都是《鬼太郎》故事系列
中登場的妖怪角色，別出心裁。
鳥取砂丘	 是日本最大的砂丘，延綿達16公里，不少旅客慕名前
來，一睹「砂丘看海」的大自然奇景。

住宿遊輪上
早餐		遊輪餐廳		I		午餐		和風料理		I		晚餐		遊輪餐廳

梵字川溪谷

SP-CRU20-004-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