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服　无论体型如何谁都能够穿得得体。现今艳丽华美的染色丝织品
和服，同时也被视作艺术品受人青睐。

浮世绘　在 18 至 19 世纪达到高度发展的木版画，通常经过十几次多
色彩印刷，以其不拘一格的构思风格给世界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

茶道　茶和饮茶习惯源自中国，它与禅宗思想及武士道、也与建筑、
饮食、陶器、花道等联姻发展，已成为一种综合性艺术。

浴衣着装　浴衣着装比和服简单，作为着装方便的和服，在年轻女士中大受欢迎。颜色和花样也绚丽多彩，可作为礼品赠人。

花道（日本式插花术）　使用季节花和枝叶表
现非对称性协调和清雅之美等特点。

包袱打包　通过使用一张美丽的方布寓学于
乐地练习打包书、瓶等物品的技术。

日本琴  有 13 根弦的乐器，可欣赏其变幻无
穷的美丽音色和优雅的余韵缭绕。

茶文化　会安排在浜离宫或山本亭、或在由
小堀远州于大约 400 年前所建的转合庵等著
名茶室举办品茶茶会。

从８点 30 分开始需时两个小时　4,000 日元 /人

从 5点 35 分开始需时两个小时 6,500 日元 /人

清早由导游引导参观筑地市场清早由导游引导参观筑地市场

由导游引导参观筑地市场由导游引导参观筑地市场

从 8 点 30 分开始需时 5 小时 
17,800 日元 / 人　14,000 日元 / 儿童

学做寿司和寿司派对学做寿司和寿司派对

团体打折扣优惠制度　参加人数 2 人 11,000 日元 /人 ,
10 人以上 5,000 日元 /人 .20 人以上 4,000 日元 /人

30 分开始需时 5 小时

参观筑地市场和学做寿司参观筑地市场和学做寿司

日本文化体验交流塾 日本文化体验交流塾 -IJCEE-
(Institute for 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xperience)
( 法人的性质 )日本文化体验交流塾是不进行宗教性或政治性
活动之公益团体，按照国土交通省管辖的口译导游士法的规定
进行活动。也是日本国家旅游局 (JNTO) 营运的会员制度加盟
的 JNTO 会员团体。
(成立的目的 ) 日本文化体验交流塾致力于继承、创造、发
展日本文化，与此同时以对国际和平和环境改善做出贡献为目
的进行着活动。
(组织 )理事长米原亮三曾作为原东京都厅的部长，担任东京
国际展示中心、产业技术研究所等营运管理业务。理事会则由
原日本国家旅游局理事、原东京都旅游部长等，旅游、技术和
信息等方面专家组成。会员数：149 名。
(总部和活动据点 )
总部：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锦町 3-21 
CHIYODA PLATFORM SQUARE　
活动据点：王子、赤羽、广尾、水天宫等。

http://www.ijcee.com/http://www.ijcee.com/ IJCEE Institute forInstitute for
Japanese Cultural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xperienceExchange and Experience

配合展览会、国际会议、进修等各种不同的目的，提供日本文化体验项目。如果是教育旅游的话，

每位仅需 4 ～ 5 千日元就能体验 2 ～ 3 种 ( 两小时～两个半小时 ) 项目。

【面向团体顾客的服务】【面向团体顾客的服务】

茶道、做寿司、浴衣着装等体验参加报名从１人起受理。如果人数不超过 20 位，让您体验日本文化的会场均位于从新宿站或东京站坐电车 30

分钟以内的日本普通家庭．集合场所原则上为附近车站，不过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提供迎接服务。单程每个小组 3,000 日元．

【拜访日本普通家庭体验日本文化】【拜访日本普通家庭体验日本文化】

选项体验选项体验
除了浴衣着装、做寿司等的体验项目外，
还可以提供下列项目。(３０分 )

价格表价格表

Institute for 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xperience
日本文化体验交流塾

【个人报名预约】【个人报名预约】个人预约时原则上采用
预先付款方式。您可以通过。
info@ijcee.cominfo@ijcee.com 联系我们，也可以从网
上 http://www.ijcee.com/http://www.ijcee.com/ 办理支付手
续。恕不受理前一天或当天等加急预约，
请谅解。

【团体顾客预约团体顾客预约】可根据顾客的要求，安
排制做行程表和报价单，请利用我们的咨
询服务。

【取消预约时的费用承担取消预约时的费用承担】团体顾客预约按报
价金额 20％收取预付款后正式生效。取消预
约时的费用承担如下。　①3天前 :20%　
②2天前 :50%　③前一天或当天 :100%

东京自由自在导游东京自由自在导游・日本文化体验　价格表日本文化体验　价格表

日本文化体验　团体顾客价格表日本文化体验　团体顾客价格表

(日元 /人 )( 日元 / 人 )

体验项目

茶道、日本三弦，日本琴，
尺八、叠纸艺术、包袱打包

浴衣着装 (含浴衣租金 )

花道（日本式插花术）

和服着装 (含和服租金 )

长袖和服着装 (含长袖和服租金 )

做寿司、家常菜等

备注
1人 2～ 4人 5～ 9人 10 人以上

11,000

11,000

12,000

14,000

2,000

20,000

16,000

5,000

5,000

5,000

5,000

6,000

10,00010,00010,000

7,000

4,000

4,000

4,000

1,500

7,000

7,000

8,000

8,000

17,500 17,50020,000

11,000

参加人数

东京自由自在导游 (3 小时 )
秋叶原、谷中等

①使用日语或英语
进行。（有些体验活
动可使用汉语、法
语和西班牙语进行）

②如果参加两种以
上体验活动，从第
二种起将提供 40％
折扣优惠。

【咨询】【咨询】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info@ijcee.com info@ijcee.com  
传真 : +81  3  3917  8353传真 : +81  3  3917  8353
日语 :090-1607-5099 日语 :090-1607-5099 
英语 :080-3313-1107 英语 :080-3313-1107 
汉语 :080-6542-9483汉语 :080-6542-9483

※当本交流塾需租赁场馆设施举办时另需支付场馆使用费。

时间项   目

口译导游士 ( 英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韩语 )

日本琴、日本三弦、叠纸艺术、尺八、包袱打包、花道（日本式插花术）

日本纸抄纸手工艺、日本点心制作、浮世绘

日本舞蹈和剑术专业演出 (表演者 5人 )

日本舞蹈、剑术、和太鼓专业演出 (表演者 8人 )

收费标准

2 小时 30 分 10,000 日元

15,000 日元

40,000 日元

375,000 日元

645,000 日元80 分

50 分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手艺人的技术 　譬如一张浮世绘的创作，就
是由日本纸制作工匠、绘画师、雕刻师、印刷
师等拥有高级技术的技术人员分工协作实现了。

日本舞蹈　在整个过程中，包含着众多展现
女性美的动作举止。

3,000 2,000
小型茶会、包袱打包

叠纸艺术、日本纸手工艺

参加人数

1人 ２人以上
体验项目

(日元 /人 )

ＵＲＬＵ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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