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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您是一位高考生：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么多的大学，我到底改选哪一所大学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呢！ 

这么多的专业，我到底适合学哪个专业呢！学哪个专业以后吃香呢！ 

 

假设您是一位大学在校生：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初，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学校呢！ 

都学了快 3年了，还不知道，将来自己要干什么！ 

 

假设您是一位大学毕业生：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终于熬到毕业了，我可以解放了，但等来的就是失业。 

4年前，要是好好的选了选学校的话，也不会到今天的地步。 

 

为了解决大家的疑问和烦恼，消除大家的担心和忧愁，我们这次精心策划了这次日本名牌

大学的视察，让大家看得放心，学得舒心，住得安心，为将来的自己增添信心。 

 

本次视察的名牌大学： 

原则上是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或同等程度的大学。 

 但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在统考期间有可能不能参观，请谅解。 

本次视察的大学内容： 

1、各个大学的校区环境，教育设施，实验设备，运动场所。 

2、让您亲自体验一下各个大学日本教授的讲课风格，形式。（因季节不同，内容有变动） 

3、亲自听讲各个大学的留学生入学考试规章制度，奖学金制度。 

4、关于大家的各种疑问的解答。（预定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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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牌大学校区视察观光团行程 

日本地接费用一个人 9 万日元（7200 人民币） 

日期 交通 城市 游 览 内 容 用餐 住宿 

第一天 
飞机 

专车 

上海 

东京 

上午在上海浦东机场集合，乘机飞往日本最大城市－东京，专车

接机,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晚餐 

东京

成田 

第二天 专车 东京 

早餐后，上午参观日本一流国立大学----东京大学。 

内容包括：除了参观基本校园设施和听一些生动的讲座以外，在日

本很有名的综合研究馆也可以参观(2 小时)，参观后自由问答(30分

钟)。 

下午，参观世界都有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 

内容包括：除了参观基本校园设施和听一些生动的讲座以外，还可

以亲身体验到各个学科的实在魅力（2小时）。参观后自由问答（30

分钟） 

早餐 

午餐 

晚餐 

东京 

第三天 专车 东京 

早餐后，上午参观商学方面很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明治大学。

内容包括：除了参观基本校园设施和听讲座以外，在日本很有名的

陶瓷艺术家松井康成的纪念馆也可以参观(2 小时)，参观后自由问答

(30 分钟)。 

下午，参观法学方面很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中央大学。 

内容包括：除了参观基本校园设施和听一些生动的讲座以外，还可

以亲身体验到学校宿舍的真实一面（2小时）。参观后自由问答（30

分钟） 

早餐 

午餐 

晚餐 

东京 

第四天 专车 
横滨 

东京 

早餐后，后前往横滨参观电影“瘦身男女”的拍摄场地---山下公园

与中华街、未来港 21 世纪这里有全日本最高的大楼－Land Mark，

还有日本最快的电梯，每秒 600 公尺高速又安稳。 

之后来到东京最富人情味的老街【浅草】，高高挂着『雷门』灯笼的

正是香火鼎盛的【浅草寺】 ，有络绎不绝的香客前来朝拜，寺前传

统老街【仲见世通】，有展售日本传统的人形、饰物、糕饼⋯等，令

人玩味。参观秋叶原（走访免税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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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前往新宿，登上高达二百零二米都厅大厦由名建筑师丹下健三

所设计，由南北两栋建筑物构成，融合现代建筑和歌德式建筑特色，

登上 45 楼展望台可以俯瞰东京夜景。继后往日本最大最热闹的夜生

活区—新宿歌舞伎町街，区内聚集许多电影院、酒吧、风俗店、夜

总会、情人旅馆等，被称作“不眠之街”，到深夜依然灯火通明人

来人往，形成歌舞伎町的独特迷人的气氛。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五天 专车 

箱根 

（富

士山）

早餐后，乘车前往箱根。游览在四千多年前,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火

山湖芦之湖,经湖水冲刷的河谷,是箱根最迷人的地方。 

后至约 40 万年前箱根火山活动的末期,神山的北山腹发生的火山大

喷发形成的火山口遗迹：大涌谷，又称“大地狱”， 在绿树环抱的

箱根中惟独此处山岩裸露，岩缝间喷出的地热蒸气雾气腾腾，从地

壳张开的裂缝内，喷出大量的硫黄蒸气，将泉水烧得滚烫。令人感

到地球的生命运动，尉为壮观。由此可眺望富士山和箱根群山的美

丽景色。 

之后，游览海拔 2305 米,是汽车能开到的富士山最高点,处于雪线之

上富士山五合目或忍野八海（由于季节关系，富士山 10 月开始封山，

封山时前往忍野八海）。这里因有宽广笔直的道路，视野极佳，许多

人特别到这儿，以一亲富士山芳泽。 

当晚入住日式温泉酒店尽情体验日本温泉。 

早餐 

午餐 

晚餐 

温泉

酒店 

（名

古屋

附近）

第六天 专车 

名古

屋 

大阪 

 

早餐后，乘专车前往京都，中午前到达京都，游览著名的金阁寺，

建于公元 1397 年，原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别墅，以足利义满的法

号为命名「鹿苑寺」。由于外观贴上金箔，故又称金阁寺。于 1950

年遭火灾几近焚毁，于 1955 年重修；金阁寺倒影在镜湖池水之中，

粼粼波光耀眼动人，最顶层的塔顶装饰有一具金铜合金的凤凰，远

远望去，金光灿灿，绚丽夺目。 

之后，可自费乘坐子弹头列车，（自费项目体验新干线 3000 日元／

人,大小同价）体验一站式时速 260公里的新干线，到达幕府将军丰

臣秀吉建于 15 世纪的大阪城公园，此为日本著名武将丰臣秀吉所建

造，是日本第一名城，并在广大的园区内漫步，体验大阪市民的悠

闲另一面。来到大阪最热闹的中心地带【心斋桥】，作为大阪最大的

购物区，集中了许多精品屋和专卖店，从早到晚熙熙攘攘，到处是

市民和游客的人流。【道顿堀】是沿着道顿堀川南岸的一大繁华街区。

早餐 

午餐 

晚餐 

大阪

国际

机场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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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充满各种美食的招牌每天都招来川流不息的人潮，以金龙拉

面、四天王拉面、道乐螃蟹餐厅、章鱼烧最热门。各位贵宾在此处

可尽情享受在日本最后的快乐时光！  

第七天 专车 大阪 
早餐后，自由活动，之后搭乘酒店专用 BUS 前往大阪国际机场，乘

机返回中国。结束视察活动行程！ 

早餐 

 
 

● 组团人数：组团人数为 30名。人数可以商量。(16 名的话，1位 11万日元，8800 人民币) 

● 价格及行程的调整：我司保留因现地交通、汇率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如北海道大风雪等，政

治形势、政府法令、航空、铁路、及公路等出现紧急情况）而调整价格的权利。行程为参考行程，最终

行程以出团通知为主。由于天气，交通，疾病以及其他不可抗拒的各种情况，我司在尽量不减少景点的

情况下，有权调整行程的先后顺序或更改行程或取消某些景点。 

● 就餐：带 6顿早餐，5顿中餐，6顿晚餐。中餐平均 1000 日元，晚餐平均 1500 日元。酒店均带早餐。 

● 团费包含：日本国内住宿费（3星级），餐费（不用餐也不退费），交通费，各景点的门票。 

团费不含： 

    中国国内交通等国内费用，护照费，国内和国际的机票费，国际旅游保险费，旅游签证费，机场建设费。 

● 导游：全程中文导游。 

● 酒店 ：住 3星酒店酒店为双人间, 如需利用单间,要加收费用。 

● 旅游车：30位客人所使用的观光车为 45座旅游车。 

● 离团：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规定, 原则上,不能离团。   

● 有关旅行保险： 

    团费不包括任何旅行保险,我们强力推荐: 请在出团之前,一定参加各种任意国际旅行保险。 

● 团费结算： 

    入境前 3天(工作日)必须付清团款，原则上,用日元结算,也可用人民币结算。具体的按付款合約办理。 

● 团队更改及取消费用（毎人） 

出团前 5天(5个工作日):团费的 10%,  

出团前 3天(3个工作日):团费的 20%,  

出团前 2天(2个工作日) :团费的 30% 

出团前 1天(1个工作日) :团费的 40% 

出团当天(预定到达之前) : 团费的 50%  

出团当天(预定到达之后) :团费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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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荟萃 

 

古老的东大建筑 樱花盛开的东京大学 

令人向往的早稻田大学 先进的科学医疗研究机构 

巍然耸立的教学楼（明治大学） 明治大学一角的夜景 

 
中央大学远景 空中电车穿过中央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