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28
Tokyo Fan Week @Omotesando/ Harajuku

原宿Ⅰ

要点1．东京地区“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in
TOKYO”的精彩活动打造欢乐内容！

・设置免费Wi-Fi网络环境，向外国游客开放
・针对海外客人提供折扣与特别优惠
・推出周游各地区的集章拉力活动
・推出建筑行程、流行时尚行程、动漫POP行程、
表参道历史综览行程等结合各地特色的导览行程

・举办日本文化体验（和服穿法、折纸等）
・提供多国语言版的地区图，设置临时观光问讯处
・举办欢迎派对与时装秀

设置欢迎旗帜 横幅标

原宿

・设置欢迎旗帜＆横幅标语

・推出周游原宿时尚人气商店的导览行
程与时尚体验

・举办体验原宿夜生活的集会和寻宝活
动。

3/18－3/24
HARAJUKU OMOTENASHI WEEK

原宿Ⅱ

动。

・涩谷Hikarie、涩谷Hikarie ShinQs、东急百货总店、
东急百货东横店、东急涩谷卓越大酒店等共襄盛举，
推出折扣等特别优惠 并举办艺术 流行时尚 文

3/1－3/24

～Entertainment City SHIBUYA～
Crossing Fes

涩谷

推出折扣等特别优惠，并举办艺术、流行时尚、文
化、美食的相关竞赛等活动。

・MJ原创 女性魅力UP 三角景点周游券行程。

Dream 爱Land ODAIBA

2/1－3/10
・Decks东京Beach、Aqua City台场、台场购物广场、

台场维纳斯城堡、大江户温泉物语、东京日航酒店、台场
格兰太平洋大酒店、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汽船等共
襄盛举，提供折扣等特别优惠。

・从情人节到白色情人节这段期间，举办以“爱”为主
题的活动并赠送巧克力。

台场

New old, Old New ASAKUSA

1/15 3/31

YOKOCHO WEEK

,

・约250家商店共襄盛举，提供折扣等特别优惠。
・面向外国游客新推出“东京晴空塔＆ASAKUSA行程”。
・举办江户传统工艺体验活动（2/1－11）

2/1－3/31 浅草
R

・约20家商店热情参与，举办交流活动，让外国游客体
验路边小巷里的夜生活。
推出优惠与特别内容。

1/15－3/31
银座
有乐町

＊以上刊载内容有部分项目仍在调整阶段，有可能未经预告即径行变更。



要点2．东京、关西地区“连续18周长期活动”
的全部内容确定！

为了纪念活动正式展开，在东京晴空塔城 举办开幕仪
式！观光厅长官、特别嘉宾的日本小姐等都将出席！
当天前来参观的外国游客也可获赠咖啡！

Dream爱Land ODAIBA特别约会

R

2月10日（周日）

爱 特别约会

周游各个人气景点的同时，
专业摄影师精准捕捉2人的约会现场
！
“证据照片”当然也会送给您♪

周游情侣间的人气景点！
兴奋雀跃＆热情的甜蜜方案！ 赠送专业

摄影照片！

Meet the CHADO, Meet the New JAPAN ～Peacefulness～
3月17日（周日）
东京中城

日本特有的深奥的茶道世界，

“证据照片”当然也会送给您♪

邀请100位外国朋友，令人震撼盛大登场！

日本特有的深奥的茶道世界，
大家一起来体验！

举办百人茶会！？
平常接触门坎太高，
苦无机会参与的茶道，
轻松来体验。

HARAJUKU KAWAII
流行时尚体验
3月18日（周一）到3月24日（周日）
Dream＊Station JOL原宿

想不想以一身原宿风时尚装扮，走在大街上
呢？让您亲身体验原宿的流行时尚！

体验吸引全球目光的
HARAJUKU KAWAII！

呢？让您亲身体验原宿的流行时尚！

＊以上刊载内容有部分项目仍在调整阶段，有可能未经预告即径行变更。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开幕活动
举办日期与地点 2月1日（周五） 东京晴空塔城 R

要点2．东京、关西地区“连续18周长期活动”
的全部内容确定！（东京地区的部分活动介绍）

举办日期与地点 月 日（周五） 东京晴空塔城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即将揭幕！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 Welcome to TOKYO！！
举办日期与地点 2月2日（周六） 羽田机场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开幕！
日本小姐亲临羽田机场迎接贵宾！

东京式“节分”(SETSUBUN)行程东京式 节分 (SETSUBUN)行程
举办日期与地点 2月3日（周日） 高幡不动尊金刚寺院内
可以特别参加每年于高幡不动尊金刚寺盛大举行的撒豆
仪式以及吃惠方卷的行程！

Dream爱LAND  ODAIBA特别约会

举办日期与地点 2月10日（周日）情侣间的人气景点
周游各个人气景点的同时，由专业摄影师拍摄2人的
约会实况！并赠送照片♪约会实况！并赠送照片♪

感受春神到来的“梅花”(UME)全览行程
举办日期与地点 2月17日（周日） 汤岛天神
梅花宣告春神降临日本，一个以梅花为主题的“梅花”全览行
程。既可欣赏传统祭典，还可以品尝日本女生最喜欢的梅酒，全
方位满足视觉、听觉、味觉的享受！

漫步东京银座(GINBURA)体验

女儿节(HINAMATSURI)～Japanese Girl’s Day～
举办日期、地点 3月3日（周日）
①隅田川（吾妻桥亲水露台周边） ②久月人偶学院
日本自古流传至今的女孩儿专属活动 “女儿节”

漫步东京银座(GINBURA)体验
举办日期与地点 2月23日(周六) 银座珍藏的好地方
与MJ嘉宾一同探索值得细细品味的“银座”街道！
请您来体验一直未发现的银座新魅力！

日本自古流传至今的女孩儿专属活动—“女儿节”
一个带您欢度女儿节的特别企划！

台场购物广场 “Special Day”
举办日期与地点 3月10日（周六） 台场购物广场
在台场的新景点“台场购物广场”，
举办以外国朋友为对象的特别活动！

Meet the CHADO, Meet the New JAPAN ～Peacefulness～

HARAJUKU OMOTENASHI WEEK 『HARAJUKU KAWAII流行时尚体验』

举办日期与地点 3月18日(周一)到24日(周日)Dream＊Station JOL原宿
想不想一以身原宿风时尚装扮，走在大街上呢？让您亲身体验原宿的流
行时尚！

Meet the CHADO, Meet the New JAPAN Peacefulness
举办日期与地点 3月11日（周日） 东京中城
日本特有的深奥的茶道世界，大家一起来体验！

THE“OHANAMI”～Japanese spring party～

举办日期与地点 3月31日（周日） 隅田公园内
日本人钟爱的春天休闲活动—赏花！
在樱花树下众人同乐欢宴！

＊以上刊载内容有部分项目仍在调整阶段，有可能未经预告即径行变更。



予告！
关西
超级大减价

不久前的起跑活动中大受好评的“关西超级大减价”

要点2．东京、关西地区“连续18周长期活动”
的全部内容确定！ （关西地区的介绍）

不久前的起跑活动中大受好评的“关西超级大减价”，
也将纳入18周连续活动的企划中，
决定自12月22日 Xmas购物季开始正式登场！

「在大阪城欢度圣诞节｝
12月22到24日 9:00－17:00
大阪城天守阁2F 武士头盔、战袍外挂穿戴体验区
在武士头盔、战袍外挂穿戴体验区（体验费：1次300
日元）。
出示护照可获赠精美纪念礼物！

迎春活动“甘酒招待”
1月2日到3日 9：30－16：00
大阪城天守阁2F 在大阪会议室欢度新年！
一杯甘酒，让您的身心都暖呼呼！！
（免费/依先后顺序）。出示护照可获赠精美
纪念礼物。

以大阪城为背景，体验穿戴武士头盔与
战袍外挂！
1月11日 10：00－15：00
大阪城天守阁前 本丸广场 武士头盔、战袍外
挂穿戴体验区
平时只在天守阁2F进行的武士头盔、战袍外挂
穿戴体验，特别移至天守阁前举办。让您以城
堡为背景，为自己的战国武将英姿拍照留念。
(体验费：1次300日元)出示护照可获赠精美纪
念礼物。
还有不同角色造型人物现身迎接贵宾！

大阪职业摔跤＋合照留念 月到 月大阪职业摔跤＋合照留念12月到1月(※举办日期请参考网站)

大阪梅田Nasci Hall职业摔跤
比赛后「与摔跤选手合照留念」
比赛后招募想合照者，
与摔角选手合照留念。
与蒙面的摔跤选手一同进入
照片中吧！照片中

＊以上刊载内容有部分项目仍在调整阶段，有可能未经预告即径行变更。



要点3．关西地区“关西超级大减价”从12月1日的
关西国际机场起跑活动开始盛大登场！

12月1日(周六)12:00－13:30

关西国际机场

进入12月，关西
国际机场内来来
往往的人们似乎
总显得形色匆
匆。
在这种氛围中，
一个突然展开的
宣传活动让众人
不禁驻足 许多不禁驻足，许多
人还笑逐颜开地
与日本小姐一同
合照留念，大家
一同沈浸在欢乐
的迎宾气氛中！

12月1日(周六)到2日(周日) 13:30－16:00

日本桥筋商店街

月 (周 )到 (周 )

留学生们说着流利
的日语，积极地为
人们介绍活动内容。
看到他们的模样，
许多行人都忍不住
对他们说一声“加
油！”油！

处处都是交流互动
的热络场景。

在日本桥筋商店街上，位于日本桥3南十字路口
的“Sawada Denki”店前举办了一场热闹不已
的宣传活动 不仅吸引了外国观光客 就连店的宣传活动。不仅吸引了外国观光客，就连店
里的客人和往来行人都不禁停下脚步，仔细聆
听留学生们在说些什么！



要点４．“MJ认证旅游行程”已规划出800种。

在海外受到好评正在热卖中！

（部分内容介绍）

【MJ吃饱饱】迪士尼乐园横滨与
浅草晴空塔吃饱饱行程
〈东京〉桃园－成田(5日)
东京 情 晴空塔 泉美食

太平洋旅行社
http://www.pac‐group.net/
大兴旅行社
http://www.tahsintour.com.tw/

台湾
旅行社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2013
Tour programs to around the world.

东京风情、晴空塔温泉美食5日
〈东京〉台北－成田(5日)
伊豆横滨台场周游5日
〈东京〉桃园－成田(5日)
MJ东京畅游
〈东京〉台北－成田(5日)
MJ台场推荐！＆自由活动

http://www.tahsintour.com.tw/
良友旅行社
http://www.ftstour.com.tw
喜鸿旅行社
http://www.besttour.com.tw/web/major.asp
大荣旅行社
http://www dtsgroup com tw/

〈东京〉桃园－成田(5日)
【时尚东京】MJ满足自由活动
〈东京〉松山or桃园－羽田or成田(5日)
浅草轻井泽箱根台场 关东东京100选
〈东京〉松山or桃园－羽田or成田(5日)

http://www.dtsgroup.com.tw/
灿星(Star)
http://www.startravel.com.tw/
山富旅行社
http://www.travel4u.com.tw/

Web Tour
http://www.webtour.com
Naeil旅行
http://www.naeiltour.co.kr/
Interpark Tour
http://tour interpark com/

韩国
旅行社

★MEET THE NEW JAPAN★
【购物天堂】
〈东京〉仁川－成田 自由行(3日)(JL)
【MJ推荐】东京 台场 kumukagi
〈东京〉仁川－成田 自由行(3日)(JL)

【完美ＭＪ】 夜奔东京4天2夜 Go Go Gohttp://tour.interpark.com/
〈东京〉仁川－成田(5日)

纵横游
http://www.wwpkg.com.hk/
康泰旅行社康泰旅行社
http://www.hongthai.com/
永安旅行社
http://www.wingontravel.com/ 香港

旅行社【完美MJ】本州大阪京都水族馆，
东京新干线 2晚温泉7日游
〈大阪/东京〉香港－大阪/东京－香港(7日)

情畅游 东京 富士 游

【全览东京】东京5日游（春节期间限定）
〈东京〉香港－东京(5日)

【尽情畅游MJ】东京、富士山5日游
〈东京〉香港－东京(5日)

＊以上刊载内容有部分项目仍在调整阶段，有可能未经预告即径行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