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恋恋东北美汤玩雪五日之旅 

           恋恋东北*藏王缆车*树冰*松岛游船*奥特莱斯 

日本的东北地区，集中了需对最美的景点：春天及夏天，樱花新绿点缀粉红翠绿；秋天时，好山

好水染上熏染醉意，无论远山、溪流或湖畔的林木，满天肆意涂抹深深浅浅的金黄、朱红，美的

令人不禁屏住呼吸！雪花纷飞的冬季，化成一片白雪世界，更添惆怅诗情。自然天成的美景，见

证浓郁日本古典文化的气息，丰富着古迹的魅力！ 
【贴心住宿】保证 2 晚藏王温泉酒店，穿日式和服泡浸温泉难忘体验 

2 晚入住仙台市内酒店, 感受东北地区最大城市的热闹 

【优质航班】采用中国优质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往返，拒绝廉价航空，每人可携带 2 件 23KG

行李 

【冬季限定】特別安排搭乘【藏王缆车】一览冰雪树冰世界！ 

藏王冰原上冬季最特殊的自然奇景，大约从每年的 11 月底到 12 月初，当西伯利亚西北寒风遇上日本对 

马暖流，产生大量风雪，云粒露冰随着冬期东北季风的吹来，持续的附着于声张在山坡上的针叶树，逐 

渐累积成形，被包覆完全的树冰，或如人形，或形似野兽，或状若土地公，形状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而且仅在冬季出现，因此日本民间又称它为“雪怪” 

【绝不可错过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松岛】 

松岛，历经多个时代被和歌所吟咏，这块风雅之地因在任何时代都令风流雅士着迷而享有盛誉。日本著 

名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在《奥之细道》中曾如此赞叹松岛∶“扶桑第一绝景，可与洞庭、西湖媲美”。 

松岛湾由 260 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构成，秀丽迷人的岛屿遍布四处，在此可观赏到日本最具代表性海湾 

的四季美景。 

【特别安排】东北地区最大规模的临海三井奥特莱斯，在 50 米高的东北最大级别的巨大摩天轮 

上遥望藏王连峰的美景！ 

【私属时光】藏王地区一天自由活动，可自行前往滑雪场滑雪，在粉白的雪地上，尽情的奔驰，

放声的嘻嚷，纵情的欢笑，享受这滑动的急速感，勾勒出满足的喜悦！  

 



 

 

 

 

参考行程如下： 

日数 日程 酒店 

D1 

上海—仙台—藏王温泉 

参考航班：CA155  PVGSDJ  1035/1425 

 

抵达后，前往藏王温泉酒店，入住酒店；泡泡日式美汤，消除疲劳~ 

 

午餐：自理     晚餐：酒店内 

蔵王温泉 和歌（う

た）の宿 わかまつ

や/ 

http://www.wakama

tuya.co.jp/ 

023-694-9525 

或同级 

D2 

藏王温泉 

 

全天自由活动 

 

可自行前往酒店旁的大型滑雪场，滑雪用具、门票等烦请自理，谢谢！ 

 
 

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酒店内 

蔵王温泉 和歌（う

た）の宿 わかまつ

や/ 

http://www.wakama

tuya.co.jp/ 

023-694-9525 

或同级 

D3 

山形—仙台 

 

前往景点：【藏王树冰】 

藏王冰原上冬季最特殊的自然奇景，大约从每年的 11 月底到 12 月初，当西伯利亚西

北寒风遇上日本对马暖流，产生大量风雪，云粒露冰随着冬期东北季风的吹来，持续

的附着于声张在山坡上的针叶树，逐渐累积成形，被包覆完全的树冰，或如人形，或

形似野兽，或状若土地公，形状千奇百怪，不一而足，而且仅在冬季出现，因此日本

民间又称它为“雪怪” 

特别安排搭乘缆车，前往山顶参观大自然的艺术精品—雪怪树冰 

备注：树冰为特殊自然景致，如因天气，风雪之影响，导致树冰尚未形成或提前结束，

仍会搭乘缆车上山眺望美景 

如因风雪过大或道路封闭等不可抗力天气或交通因素影响，导致缆车停运或无法前往

参观游览，则改为“眺望山寺+赠送日式抹茶点心”并退成人费用 2000 日币/人，不占

コンフォートホテ

ル仙台西口/仙台西

口康福德酒店 

https://www.choic

e-hotels.jp/senda

i-w/ 

或 

ホテルJALシティ仙

台/仙台日航城市酒

店

http://www.sendai

.jalcity.co.jp/ 

http://www.wakamatuya.co.jp/
http://www.wakamatuya.co.jp/
http://www.wakamatuya.co.jp/
http://www.wakamatuya.co.jp/
https://www.choice-hotels.jp/sendai-w/
https://www.choice-hotels.jp/sendai-w/
https://www.choice-hotels.jp/sendai-w/
http://www.sendai.jalcity.co.jp/
http://www.sendai.jalcity.co.jp/


 

 

 

以上为参考行程，旅行社保留依据当天实际具体情况调整行程，酒店和航班的权利，

保证以不减少所列景点为前提，请以最终出团通知书为准！ 

床儿童 1000 日币/人 

前往景点：【金蛇水神社】 

平安時代，京都的名刀匠三条小鍛冶宗近，接到一条天皇的勅命鍛铸一把刀。為求名

水铸刀而來到了现今的神社所在地祭拜水神，并开始了鑄刀的作业，孰料咶噪的蛙鸣

声，使得精神无法集中，于是刀匠就做了一只蛇模样之物放于田中，从此哇鸣不再，

让他得以铸造出一把好刀呈给一条天皇。永祚元年(989 年)時，刀匠为表感谢之情，

特別打造了雌雄一对的「金蛇」奉祀在此神社，从此这里就被称为「金蛇水神社」，而

金色也成为神社的象征。就如神社名之义，「金」、「蛇」、「水」是为金运的代表，近年

更是以宮城县首屈一指的「金运 POWER SPOT」闻名，经电视及杂志等的介绍后，参拜

者更是年年增加中。 

另外，神社境内更种植了多种花卉，如牡丹花、紫藤花等，也是东北地区数一数二的

赏花园地。尤其是 5 月中旬～5 月下旬时，境內一棵树龄 300 年的「九龙之藤」－1

分为 9 的枝干所构成的紫藤棚架，甚是壮观。 

 

随后驱车前往仙台市区，您可以自由前往仙台最热闹的商店【一番街】自由购物或仙

台车站附近市区，感受东北地区夜生活的热闹风情，体验日本人夜生活之形形色色。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自理 

或 

アークホテル仙台

青葉通り/仙台市青

叶通方舟酒店 

https://www.ark-h

otel.co.jp/sendai

/ 

或同级 

D4 

仙台—松岛—仙台 

 

前往景点：【松岛 五大堂】 

在东北地区具有千年的历史，木造屋顶为单层造形，透露出历史的刻痕，现称为日本

重要文化财产，五大堂这座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建筑物位于五大堂岛上。它是政宗于

1609 年再建的。五大明王像被供奉在堂中。五大堂的五字即由此而来。五大堂內的顶

部总有中国的十二生肖之像。这里只在每三十三年举行一次的特殊仪式时才向公众开

放。 

特别安排搭乘【松岛湾游船】穿行于拥有約 260 个大小岛屿上有天然黑松的松岛湾內，

船內介绍着水面上岛屿奇特的形状和昆布、牡蛎养殖场，日本三大名景之一【松岛】，

松岛是散布在宫城县中部、松岛湾沿岸以及松岛湾上的 260 个大小岛屿組成的岛屿群

的总称。松岛的景色根据地点与季节产生各种变化，景色之优美堪称日本三景之首。

风平浪静的松岛湾上浮起一个又一个小岛，黑松和紅松挺立在灰白色的岩石上。松岛

的所有小岛中，扇谷、富山、大鷹森和多聞山 4 处的周围景色被称为"松岛四大观"，

因站在岛上可以欣赏松岛的各种不同神态而闻名，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 

前往：仙台三井奥特莱斯  自由购物 

东北地区最大规模的临海三井奥特莱斯，在 50 米高的东北最大级别的巨大摩天轮上遥

望藏王连峰的美景！从海外知名品牌、日本人气品牌，儿童用品，到户外运动商品，

以及海外游客喜爱的化妆品店，各种商品均以奥特莱斯折扣价格销售。同时还设有种

类丰富的东北地区土特产店！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自理 

コンフォートホテ

ル仙台西口/仙台西

口康福德酒店 

https://www.choic

e-hotels.jp/senda

i-w/ 

或 

ホテルJALシティ仙

台/仙台日航城市酒

店

http://www.sendai

.jalcity.co.jp/ 

或 

アークホテル仙台

青葉通り/仙台市青

叶通方舟酒店 

https://www.ark-h

otel.co.jp/sendai

/ 

或同级 

D5 

仙台—上海 

参考航班：CA156   SDJ  1525 1745 

 

早餐后自由活动，指定时间后前往机场，搭乘航班飞往上海 

 

早餐：含   午餐：自理 

 

https://www.ark-hotel.co.jp/sendai/
https://www.ark-hotel.co.jp/sendai/
https://www.ark-hotel.co.jp/sendai/
https://www.choice-hotels.jp/sendai-w/
https://www.choice-hotels.jp/sendai-w/
https://www.choice-hotels.jp/sendai-w/
http://www.sendai.jalcity.co.jp/
http://www.sendai.jalcity.co.jp/
https://www.ark-hotel.co.jp/sendai/
https://www.ark-hotel.co.jp/sendai/
https://www.ark-hotel.co.jp/sendai/


 

 

 

 

 

 

 
费用包含： 

1．【机票】国际往返航段机票经济舱（含机场税、燃油费） 

2.【签证】日本团队旅游签证 

3．【住宿】行程表标示观光型及商务型酒店 

4．【景点】行程列景点首道大门票费用。 

5．【餐饮】全程所列餐食（不含酒水） 

6．【小费】全程导游、司机等服务人员小费  

7．【交通】境外旅游用车 

 

费用不包含： 

1.【护照】个人护照费用。 

2.【正餐】以上未提及的午餐及晚餐。 

3.【延长住宿】贵宾另外延长假期的额外住宿，交通、观光费用。 

4.【自行安排行程】行程表上未标明的各项开支，自选自费行程及应付费用。 

5.【行李超重费】托运行李超过，规定之超额重量费（具体以航空公司要求为准）。 

6.【私人性消费】如行程标示外的饮料酒类、洗衣、电话、网路及行程外私人交通费。 

7.【升等头等舱】若飞机航班配置有头等舱席次，贵宾需求升等订位，需额外加价及另行报价。 

8.【单人房差价】贵宾若需求享受单人房（单人间），需加收差价 700元/人/晚。 

9.【用车超时费】为了保证司机睡眠和行车安全，司机每天工作 8 小时，超时费为每小时 1000 元人民币/

车。 

10.【其他费用】a.因交通延误、战争、政变、罢工、自然灾害、飞机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

力原因所致的额外费用。 

              b.出入境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及保管费、计划外行程费用、自由活动期间的

餐费，酒店内收费电视、电话、饮品、烟酒、洗衣等一切个人性质的消费； 

              c.以及以上未提及的服务及行程中推荐的游玩项目。 

11.【外籍护照】我社产品价格仅适用于持中国大陆签发护照客人，若持外籍护照客人报名此产品，需加收

费用，具体价格请另详询。如持日籍或日本永久居住护照的游客报名，请详询。 

预定须知： 

1.【签证材料】团队报名资料请提前 15 天送至我公司。我社根据团队客人的材料情况每人收取 5 至 30 万

元不等的押金。 

因赴日旅游做团体旅游签证，故在日本旅游时须随团活动，不得擅自离团活动,若需离团，

需支付离团费 800元/人/天。 

2.【持非中国护照或自备签证】本产品仅对持中国大陆签发护照客人提供签证咨询及代为办理服务。若持

非中国大陆护照客人或自备签证（包括商务签证）预定此产品，我社仅提供签证外的相关旅游服务，须由

客人自行确认签证信息，若因签证问题导致的原因造成行程受阻或被日本入境管理部门拒绝出入境等，相

应责任和损失需自行承担。请您事前先行咨询日本大使馆！ 

3.【拒签】因拒签无法出行者，具体损失金额以届时实际产生成本为准。  

4.【单人报名】本产品价格是按双人共用一间房核算的单人价格。如您为单人出行，需补单人房费用。 

5.【发团须知】因报名人数不足 25人无法成团，旅行社在出团 7 天前（含 7 天）通知游客延期或建议拼团

或取消旅游，旅行社不承担违约责任，客人可改期或要求全额退款。 



 

 

 

6.【庆典赛事】行程中的住宿如果遇到当地大型活动、大型展会、体育赛事等，酒店及房型可能有所调整，

所有确认入住的酒店及房型以我公司的出团通知书为准。中途退出或提出不住宿及不用餐者，所缴费用不

退还。 

7.【庆典赛事】景点如遇当地假期、关闭日期或罢工、暴动等临时通知关闭的，请以我公司“出团通知书”

确认为准。中途退出或提出不住宿及不用餐者，所缴费用不退还。 

8.【酒店规定】在日本酒店，0-7岁儿童可不占床入住，7岁以上儿童须占床入住，同成人价格。 

9.【酒店房型】全程酒店原则上均为二人一室，如遇酒店满房，可能调整其他房型。如您的订单产生单房，

我社将安排您与其他客人拼房。 

10.【安全须知】为了您的安全起见，当您参加有一定危险性的室内或户外活动时，请务必了解当天的天气

情况及您个人身体状况是否适宜参加此类项目，提醒您注意人身安全。  

11.【其他须知】如遇夫妻、母子、父子、同行亲属或朋友等报名，我社在产生单房的情况下，有权调整分

房，安排您与其他客人拼房，届时可能产生拆夫妻，拆同行人的可能性。如您要求享受单房，我社将加收

单房差。 

当地接待社有权更换，中途退出或提出不住宿及不用餐者，所缴费用不退还。 

12.【行程变更】行程仅供参考，在出发前或旅行期间，我社保留因不可抗力（如天气、天灾、战争、罢工

等）因素对具体行程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中途退出或提出不住宿及不用餐者，所缴费用不退还。 

【游客和旅行社的权利和义务见《上海市出境旅游合同示范文本》】 

1.出境社的违约责任：出境社在出发前提出解除预订须知的，向旅游者退还全额旅游费用（不得扣除签证

／签注等费用）。 

2.【旅游者的违约责任】 

1）旅游者在出发前提出解除预订须知的，出境社在扣除业务损失费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2）出境社送签后，旅游者取消旅游产品的（一般是收到所需材料后的下一个工作日送签），出境社有权收

取全部签证/签注费用及相关酒店及机票方面的损失费用，并要求旅游者注销签证/签注。 

3）旅游者行程期间因自身原因致使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若因此造成出境

社损失的，还应对出境社承担赔偿责任。 

4）与出境社出现纠纷时，旅游者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