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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親身體驗: 【皇居二重橋】【鶴岡八幡宮】【富士山】
【蘆之湖畔】【大阪城公園】

美食品嚐: 陶板燒定食、日式烤肉暢食、
溫泉酒店會席料理、日式海鮮鍋等

優質住宿: 特別安排一晚露天溫泉酒店

您的特約旅行社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2歲以下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2-12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12歲以上 (佔床位，提供早餐)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299, 2-12 years old $49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12 years old price same as adult (with bed & breakfast)

$499
$299

 大小同價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只提供雙人房，無三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no triple-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 (不保證粵語服務)  Chinese speaking service provided (Cantonese servic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2歲): 共USD70/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

Tipping USD7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自
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USD26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USD26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取消條款: 出團前30天內取消不設任何退款 Cancellation Policy: No refunds within 30 days prior to tour 
departure

東京  箱根  名古屋  京都  大阪

Japan Delights 6 Days
日本6天繽紛遊

NHJP0606

團費
Tour Fee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499$

$
起

480另加

此團單房差是指2人房改為單人房(單人床)，
如需大床房，需附加費 Single supplement for 
this tour: single bed in a single room. If passenger 
requires a double room, surcharge is applied.

9月: 11、18、25*^
10月: 09、16、23^、30
11月: 13、20、27
12月: 11、18、25^

2016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
澳華人華僑，日本護照持有者不享受此優
惠，其他客人須另加附加費USD200起，
否則取消參團資格。
Passengers who hold the Japanese passport 
can not join this tour. Passengers who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uent Chinese, 
surcharge is applied: from USD200

保證出發
Guaranteed
Departures

*旺季附加費: USD100/人，
^團前可加北海道美食6天
*Peak season surcharge: USD100/person
^Pre-tour Add-on: Hokkaido Highlights 6 Days

1月: 08、22
2月: 05、19
3月: 05、19*、26*
4月: 02*、09*、16、23
5月: 07、14、21、28
6月: 04、11、18、25
7月: 02、09、23*
8月: 06*、20*
9月: 03、10、17、24

10月: 08、15、22、29
11月: 12、26
12月: 10、24

2017

請上www.nexusholidays.net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北海道6天美食遊
Hokkaido Highlights 6 Days

From$899/person起

^前可續行程 ̂ Available for Pre-tour Add-on

歌舞伎町

蘆之湖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USD230/person
Ginza + Fuji 5th Station + Oshino Hakkai + Golden Pavilion Temple + 
Gion Geisha Street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第1天 抵達東京 
抵達成田國際機場後，自行乘坐機場酒店接駁巴士前往酒店入住。
導遊會於當晚致電客人房間確認行程。(酒店3:00pm之後可辦理入住)

第2天 東京 (早餐酒店自助、午餐陶板燒定食)
早上08:00am於大堂集合，前往遊覽【皇居二重橋】是日本天皇的官
邸，遊客們可在外苑拍照留念。雖歷史沈浮，但綠陰簇擁、城牆與
護城河圍繞的皇居，往昔風貌依舊。繼而前往遊覽世界地價最貴的
【銀座商業區*】。隨後遠眺東京新地標：世界最高的自立式電塔【
東京晴空塔】。午後參觀【明治神宮外苑】和有「東方的香榭麗舍
大道」之美稱的【表參道Hills世界名牌街】，明治神宮是1920年為
祭奉明治天皇和昭憲皇后而修建的神社。明治神宮占地面積70萬平
方米，神社內12萬棵樹木和草坪綠地環抱，環境靜謐，空氣新鮮。
隨後前往【新宿歌舞伎町】：彙集了東京禮品，日本著名藥品健康
產品及美容用品連鎖免稅店，伊勢丹，三越，飲食店・娛樂場所，
前往【都廳】，登上都廳觀光廳，東京都美景盡收眼底。

第3天 東京  箱根(早餐酒店自助、午餐日本燒肉BBQ任食、
晚餐溫泉酒店會席料理)
早餐後參觀【綜合電器免稅店】欣賞日本最新款、最高科技電器及
電子產品。隨後參觀的【淺草觀音寺】為日本觀音寺總堂，相傳三
位漁民在出海捕魚時，看到觀音顯現，並建立淺草寺來供奉觀音。
【仲見世商店街】是淺草寺前的購物小街，遊客可在此選購特色手
信。隨後往富士山所在地箱根地區。【富士山五合目*】，富士山日
本的象徵，登上五合目，一覽富士山美景（如遇天氣不好封山，將
以一合目替代)。繼而遊覽【忍野八海*】，忍野八海被譽為“日本小
九寨溝”，富士山的雪水流經地層數十年過濾成清澈的泉水，由8處
滲出因而形成池塘。日本名水百選之名當之無愧。隨後入住日式溫
泉酒店，體驗穿和服泡溫泉的難忘感覺。 

第4天 箱根  名古屋(早餐酒店自助、午餐海鮮鍋、
晚餐日式定食)  
早餐後遊覽【大湧穀】(贈送長壽黑玉子每人1隻)，大湧穀是個古老
的火山口，煙霧彌漫，伸手不見五指。接著遊覽【蘆之湖畔】，在
富士箱根國立公園中，以「富士山」為其背景，山色絕美，其中迷
人的蘆之湖，是唯美的湖濱遊樂區.隨後前往為了表達日本人對戰爭
的控訴、祈求世界和平的願望而建造的【平和公園】。園中的【舍
利白塔】供奉著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充滿靈秀與肅穆氣氛。隨後
前往參觀【日本觀光免稅店】。

第5天 京都  大阪(酒店早餐、午餐京都湯、
豆腐料理或自助餐)   
早餐後遊覽【平安神宮】平安神宮建於1895年，是為紀念遷都京都
1,100年作為市民參拜的總社而建的。隨後參觀【世界文化遺產:金閣
寺*】因寺內由金箔貼制而成舍利殿「金閣」非常著名，故被稱為金
閣寺。【祗園藝伎街*】京都的祇園的石版小路與兩邊的花街茶屋，
短短二百米的步行街顯得特別醉人，也是追蹤和服舞妓足跡的地方
。前往大阪，遊覽日本三大城堡之一的【大阪城公園】，至今已有
400多年歷史，為當時日本第一名城，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城堡
(不登城)。繼而前往【心齋橋】百貨商店與各式專門店等為大阪最
熱鬧的商業街。【道頓崛】以日本美食出名，章魚小丸子，金龍拉
麵，壽司⋯⋯被稱為日本的廚房，彙集八方美食，是日晚餐不包，
各位貴賓自由購物和用餐，隨後前往入住酒店。

第6天 離開大阪(酒店早餐)  
客人根據導遊指引乘坐酒店免費班車或機場專線前往大阪關西機場
搭機返回溫暖的家或前往下一個目的，結束日本6日愉快的旅程。本
社不安排付費送機。(Check Out 時間為11am之前)

自費項目*(>2歲必須參加)共USD260/人，包括:
銀座+忍野八海+富士山+金閣寺+祗園藝伎街

遊客必須隨團旅行，不得中途退團(如脫團每天需額外支付USD150/人/天)
Pessengers must travel with the tour group and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otherwise USD150/person/day penalty will be applied)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Day 1 Arrive Tokyo
Nikko Narita Hotel or equivalent (Hotel check-in time: 3pm)
Arrive at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enjoy free hotel shuttle bus service to hotel. 
Upon arrival guests own a passport check. Tour guide will call the guest room in 
the evening to con�rm the trip.
Day 2 Tokyo (B, L)
New Otani Makuhari Hotel or equivalent
1. Imperial Double Bridge
2. Ginza*
3. Tokyo Sky Tree
4. Meiji Jingu Outer Court
5. Omotesando
6. Shinjuku Kabukicho
7. Metropolitan
Day 3 Tokyo > Hakone (B, L, D)
Heian Spa Hotel or equivalent
1. Integrated Electrical Galleria
2. Asakusa Kannon Temple
3. Nakamise Street
4. Fuji 5th Station*
5. Oshino Hakkai*
Day 4 Hakone > Nagoya (B, L, D)
Bin Song Gelan Hotel Hotel 
or equivalent
1. Owakudani
2. Lake Ashi
3. Peace Park
4. Relic Baita
5. Japanese tourists Galleria
Day 5 Kyoto > Osaka (B, L) 
Nikko Hotel Kansai Airport or equivalent
1. Heian Shrine
2. Golden Pavilion Temple*
3. Gion Geisha Street*
4. Osaka Castle Park
5. Shinsaibashi
6. Dotonbori
Day 6 Departure Osaka (B)
Hotel shuttle  or airport shuttle bus 
transfer. (check out before 11am)

忍野八海金閣寺

東京晴空塔

成田日航或同級

幕張新大穀或同級

平安溫泉酒店或同級

濱松格蘭大飯店或同級

關西空港日航或同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