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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宿Ⅰ

要點1. 東京地區「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in 
TOKYO」的精彩活動打造歡樂內容！

・打造免費Wi‐Fi環境，開放給外國遊客
・針對海外客人提供折扣與特別優惠
・推出周遊各地區的收集蓋章活動
・推出建築行程、流行時尚行程、動漫POP行程、
表參道歷史綜覽行程等結合各地特色的導覽行程
・舉辦日本文化體驗（和服穿法、折紙等）
・提供多國語言版的地區地圖，設立臨時觀光服務處
・舉辦歡迎酒會與時裝秀
設置歡迎旗幟與橫幅布條

原宿

・設置歡迎旗幟與橫幅布條

・推出周遊原宿時尚人氣商店的導覽行
程與時尚體驗

・舉辦體驗原宿夜生活的集會和尋寶活
動。

3/18－3/24
HARAJUKU OMOTENASHI WEEK

原宿Ⅱ

動

・澀谷Hikarie、澀谷Hikarie ShinQs、東急百貨總店、東
急百貨東橫店、東京澀谷卓越大酒店等共襄盛舉， 推
出折扣等特別優惠，並舉藝術、流行時尚、文化和美

3/1－3/24

～Entertainment City SHIBUYA～
Crossing Fes

澀谷

出折扣等特別優惠，並舉藝術 流行時尚 文化和美
食的相關競賽等。

・MJ原創 女性魅力UP 三角景點周遊券行程。

Dream 愛Land ODAIBA

2/1－3/10
・Decks東京海灘、Aqua City台場、台場購物廣場、維

泉 東京 店 台 台場納斯城堡、大江戶溫泉物語、東京日航酒店、台場格
蘭太平洋大酒店、日本科學未來館和東京汽船等共襄
盛舉，提供折扣等特別優惠。

・從情人節到白色情人節這段期間，舉辦以「愛」為主
題的活動並贈送巧克力。

台場

New old, Old New ASAKUSA

1/15 3/31

YOKOCHO WEEK

,

・約250家商店共襄盛舉，提供折扣等特別優惠。
・針對外國遊客新推出「東京晴空塔及淺草行程」。
・舉辦江戶傳統工藝體驗活動（2/1-11）

2/1－3/31 淺草
R

・約20家商店熱情參與，舉辦交流活動，讓外國遊客體
驗路邊小巷裡的夜生活。
推出優惠與特別內容。

1/15－3/31
銀座
有樂町

＊以上刊載內容有部份項目仍在調整階段，有可能未經預告即逕行變更。



要點2. 東京、關西地區「連續18週長期活動」
的全部內容確定！

為了紀念活動正式展開，在東京晴空塔商城 舉辦開幕
儀式！觀光廳長官、特別嘉賓的日本小姐等都將出席！
當天前來參觀的外國遊客也可獲贈咖啡！

Dream 愛Land ODAIBA 特別約會

R

2月10日（週日）

a 愛 a 特別約會

周遊各個人氣景點的同時，
專業攝影師精準捕捉2人的約會現場
！
「證據照片」當然也要送給您♪

周遊情侶間的人氣景點！
興奮雀躍又熱情的甜蜜方案！ 贈送專業

攝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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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特有的深奧的茶道世界，

「證據照片」當然也要送給您♪

邀請100位外國朋友，以令人震撼的規模盛大登場！

日本特有的深奧的茶道世界
大家一起來體驗！

舉辦百人茶會?!
平常接觸門檻太高，
苦無機會參與的茶道，
輕鬆來體驗。

HARAJUKU KAWAII
流行時尚體驗
3月18日（週一）到3月24日（週日）
Dream＊Station JOL原宿

想不想一身原宿風時尚裝扮，走在大街上呢？
讓您親身體驗原宿的流行時尚！

體驗吸引全球目光的
HARAJUKU KAWAII！

讓您親身體驗原宿的流行時尚！

＊以上刊載內容有部份項目仍在調整階段，有可能未經預告即逕行變更。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 開幕活動
舉辦日期與地點 2月1日（週五） 東京晴空塔商城R

要點2. 東京、關西地區「連續18週長期活動」
的全部內容確定！（介紹部份東京地區的活動）

舉辦日期與地點 月 日（週五） 東京晴空塔商城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 即將正式揭幕！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 Welcome to TOKYO！！
舉辦日期與地點 2月2日（週六） 羽田機場
Meet The New JAPAN Campaign ２０１３ in TOKYO 開幕！
日本小姐親至羽田機場迎接貴賓！

東京式「節分」（SETSUBUN）行程東京式 節分」（SETSUBUN）行程
舉辦日期與地點 2月3日（週日） 高幡不動尊金剛寺境内
可特別參加每年於高幡不動尊金剛寺盛大舉行的撒豆
儀式以及吃惠方捲的行程！

Dream愛LAND  ODAIBA 特別約會
舉辦日期與地點 2月10日（週日） 情侶間的人氣景點
周遊各個人氣景點的同時，由專業攝影師拍攝2人的
約會實況！並贈送照片♪約會實況！並贈送照片♪

感受春神到來的「梅花」（UME）全覽行程
舉辦日期與地點 2月17日（週日） 湯島天神
一個以宣告春神降臨日本的梅花為主題的“梅花”全覽行程，既可
欣賞傳統祭典，還可以品嚐日本女生最愛的梅酒，全方位滿足視
覺、聽覺與味覺的享受！

漫步東京銀座（GINBURA）體驗

女兒節（HINAMATSURI）～Japanese Girl’s Day～
舉辦日期與地點 3月3日（週日）
①隅田川（吾妻橋親水Terrace周邊）②久月人偶學院
日本自古流傳至今的女孩專屬活動 「女兒節

漫步東京銀座（GINBURA）體驗

舉辦日期與地點 2月23日(週六)    銀座珍藏的好地方
與MJ的嘉賓們一同探索值得細細品味的「銀座」街道！
請您來體驗一直未發現的銀座新魅力！

日本自古流傳至今的女孩專屬活動—「女兒節」，
一個帶您歡度女兒節的特別企劃！

台場購物廣場 Special Day
舉辦日期與地點 3月10日（週六） 台場購物廣場
在台場的新景點「台場購物廣場」，
舉辦以外國朋友為對象的特別活動！

Meet the CHADO, Meet the New JAPAN ～Peacefulness～

HARAJUKU OMOTENASHI WEEK 「HARAJUKU KAWAII 流行時尚體驗」
舉辦日期與地點 3月18日（週一）到24日（週日） Dream＊Station JOL原宿
想不想一身原宿風時尚裝扮，走在大街上呢？
讓您親身體驗原宿的流行時尚！

Meet the CHADO, Meet the New JAPAN Peacefulness
舉辦日期與地點 3月11日（週日） 東京中城
日本特有的深奧的茶道世界，大家一起來體驗！

THE “OHANAMI” ～Japanese Spring Party ～
舉辦日期與地點 3月31日（週日） 隅田公園内
日本人鍾愛的春天休閒活動—賞花！
在櫻花樹下眾人同樂歡宴！

＊以上刊載內容有部份項目仍在調整階段，有可能未經預告即逕行變更。



予告！
關西
超級大減價

之前的起跑活動中大受好評的「關西超級大減價

要點2. 東京、關西地區「連續18週長期活動」
的全部內容確定！（介紹關西地區）

之前的起跑活動中大受好評的「關西超級大減價」，
也納入18週連續活動的企劃裡，
決定自12月22日 Xmas購物季開始正式登場！

「在大阪城歡度聖誕節」
12月22日到24日 9:00－17:00
大阪城天守閣2F 武士頭盔、戰袍外掛穿戴體驗區
在武士頭盔、戰袍外掛穿戴體驗區（體驗費：1次300
日圓），只要出示護照就可獲贈紀念禮物！

迎春活動「甘酒招待」
1月2日到3日 9：30－16：00
大阪城天守閣2F 在大阪會議室歡慶新年！
喝一杯甘酒，讓您的身心都暖呼呼！！
（免費/依先後順序）。出示護照可獲贈紀念禮
物。

以大阪城為背景，體驗穿戴武士頭盔與
戰袍外掛！
1月11日 10：00－15：00 
大阪城天守閣前本丸廣場 武士頭盔、戰袍外
掛穿戴體驗區
平時只能在天守閣2F進行的武士頭盔、戰袍外
掛穿戴體驗，特別移至天守閣前舉辦。讓您在
城堡背景下，為自己的戰國武將英姿拍照留
念。（體驗費：1次300日圓）出示護照可獲贈
紀念禮物。還有不同角色造型人物現身迎接貴
賓！

大阪職業摔角加合照留念 月到 月大阪職業摔角加合照留念 12月到1月（※舉辦時間請參考網站）

大阪梅田Nasci Hall職業摔角
比賽後「與摔角選手合照留念」
比賽後募集想合照的觀眾，
與摔角選手合照留念。
與蒙面的摔角選手一同進入
照片中吧！照片中吧！

＊以上刊載內容有部份項目仍在調整階段，有可能未經預告即逕行變更。



要點3. 關西地區「關西超級大減價」從12月1日的
關西國際機場起跑活動開始盛大登場！

12月1日（週六）12:00－13:30

關西國際機場

進入12月，關西進入12月，關西
國際機場內來來
往往的人們似乎
總顯得形色匆
匆。
在這種氛圍中，
一個突然展開的
宣傳活動讓眾人宣傳活動讓眾人
不禁駐足欣賞，
許多人還笑顏逐
開地與日本小姐
一同合照留念，
大家沉浸在歡樂
的迎賓氣氛中！

12月1日（週六）到2日（週日）13:30－16:00

日本橋筋商店街

月 （週 ）到 （週 ）

留學生們說著流利
的日語，積極地介
紹活動內容。看到
他們的模樣，許多
行人都忍不住對他
們說一聲「加油！」
處處都是交流互動處處都是交流互動
的熱絡場景。

在日本橋筋商店街上，位於日本橋3南十字路口
的「Sawada Denki 」店前舉辦了一場熱鬧不已
的宣傳活動 不僅吸引外國觀光客 就連店裡的宣傳活動。不僅吸引外國觀光客，就連店裡
的客人和往來行人都不禁停下腳步，仔細聆聽
留學生們在說些什麼！



要點４． 「MJ認證旅遊行程」已規劃出800種。

海外好評銷售中！

（介紹部份內容）

【MJ滿意】迪士尼樂園橫濱、
淺草晴空塔滿意行程
〈東京〉桃園－成田（5日）

太平洋旅行社
http://www.pac-group.net/
大興旅行社
http://www tahsintour com tw/

台灣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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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風情、晴空塔溫泉美食5日
〈東京〉台北－成田（5日）
伊豆橫濱台場周遊5日
〈東京〉桃園－成田（5日）
MJ東京暢遊
〈東京〉台北－成田（5日）
MJ台場推薦及自由活動

http://www.tahsintour.com.tw/
良友旅行社
http://www.ftstour.com.tw
喜鴻旅行社
http://www.besttour.com.tw/web/major.asp
大榮旅行社
http://www dtsgroup com tw/ 台場推薦及自由 動

〈東京〉桃園－成田（5日）
【時尚東京】MJ滿足自由活動
〈東京〉松山or桃園－羽田or成田（5

日）

淺草輕井澤箱根台場 關東東京100選
〈東京〉松山or桃園－羽田or成田（5
）

http://www.dtsgroup.com.tw/
燦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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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旅行社

★MEET THE NEW JAPAN★
【購物天堂】
〈東京〉仁川－成田 自由行（3日）（JL）
【MJ推薦】東京 台場 kumukagi
〈東京〉仁川－成田 自由行（3日）
（JL）【完美ＭＪ】夜奔東京4天2夜 Go Go Go

日）

http://tour.interpark.com/ 〈東京〉仁川－成田（5日）

縱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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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州大阪京都水族館、
東京新幹線 2晚溫泉7日遊
〈大阪、東京〉香港－大阪、東京－香港（7日）
【盡情暢遊 】東京 富士山 遊

【全覽東京】東京5日遊（春節期間限定）
〈東京〉香港－東京（5日）

【盡情暢遊MJ】東京、富士山5日遊
〈東京〉香港－東京（5日）

＊以上刊載內容有部份項目仍在調整階段，有可能未經預告即逕行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