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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州6天繽紛遊
Japan Delights 6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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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八幡山山麓的近江八幡，是坐落於日本第一大湖e珥嶧成田蟬NRT) Arrive Tokyo 琵琶湖東岸，建於1585年八幡山城的｀｀城下町", 該地區
罈· 成田希爾頓酒店／成田馬洛德酒店薴司級 是逑珥商人的故鄉 ， 被指定為國家｀重要傳統的延造物群保存地
Hiltm 油ta/廂岡 Inter面 ord Nerita or唧，vdent 區"。I.Royal International Souvenir Stare , 2. Atsuta Shrine*, 3. Omi-

hadliman• 抵達日本東京成田機場，客人自行乘坐酒店接駁巴士前
往酒店，導遊會於當晚聯絡客人。 （酒店3:00pm之後可

重缶 e蟬湖－靄－大阪－関西空巷
Arrive at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JXJrt, 到ayfree hotel shut- Lake Biwa- Kyoto- O&lka 
tie bus service ta hotel. Upon arrivd guests 吶n a PJSSJXJrt 罈· 關西空巷唐草酒店唧司級Hotel Nikko Kensal Airport or similcr 
dleck. Tour guide will call the guest room in the evening ta酒店早餐京都湯豆腐料理B,L
con�rm the trip. (Hotel check-in time: 3:00pm) 早餐後，乘車前往古都京都，到達後前往遊覽世界遺產

C 
【金閣寺】，欣賞日式園林的精緻之美。因為建築物D;r;, 成田－東京－富士山Tokyo- Mount Fuji 外包有金箔，故名金閣寺，是京都的代表性景觀，作為

罈·富士之堡華圜溫泉酒店或同級Fujinoboukoen hotel or eQJ1vdent 日本國寶被收錄進世界遺產名錄。京都【西陣織和服
酒店早餐曰式拉麵午餐、溫泉豪華自助餐（鐵板牛肉十帝王蟹）B,�D 會浮B】後L前[{主【大：阪城公園】 （不登城）系豐臣秀吉
早餐後 ， 前往東京觀光，首先前往靜謐美麗的U琵差廣場】， 於1583年所建，是由雄偉的石牆砌造而成，大阪城公園
在二重橋前拍照留念 ， 之後登臨45層的［都廳展望臺】 ， 烏瞰
東京城景 ， ［綜合免稗舌】內自由淘寶後 ， 乘車前往［淺草雷 內城中央聳立著大阪城的主體建築天守閣，鑲銅鍍金，
門觀音寺】為家人祈福 ， 車窗觀賞擁有｀＇世界第—高塔"之稱的十分壯觀。隨後在大阪最著名的商業街【心齋橋 、 道頓
【東京晴空樹】 ， 前往世界三大繁華街之—的【銀座大街】自崛】美食街自由觀光購物 、 品嘗當地美食。心齋橋作為
由觀光購物 ， 隨後乘車前往富土山地區 ， 晚上入住溫泉酒店， 大阪最大的繁華街，這裏大型百貨店 、 百年老鋪 、 面向

泡劙虔品美食， 讓溫泉水洗去旅途的疲憊。 平民的各種小店鋪鱗次櫛比。石板鋪就的人行道、 英國I.Imperial Pdace, 2. Imperial Daul:Je Bridge, 3. Tokyo嗨trapalitan
Government Buildings Observatories*, 4. Integrated Electriool Gdle- 風格的路燈和成排磚造建築物的周防町筋，格調高雅，
「ia, 5. Asakusa Kannan Temple, 6. Tokyo Sky Tree, 7. Ginza• 這— 帶被人稱為歐洲村。心齋橋還可以品嘗到世界各地

(' 
的風昧美食。晚上人住酒店休息。 （方便遊玩本日晚餐自理）
I.Golden Pavilion*, 2. Nishijin Textile Center, 3. Osaka Castle Park, 4

、D;r;3) 富士山－苹湖加unt Fuji- Lake Hamano shinsaibashi + Datonbari 
鴟：富士之堡華圜溫泉酒店或同級Fujinoboukoen hotel or唧1vdent
酒店早餐｀日式拉麵午餐、溫泉豪華自助餐（鐵板牛肉十帝王蟹）B,�D 
早餐後，前往箱根地區，遊覽【忍野八海】這裏錯落
有致地散佈著八個清泉，被譽為｀，日本九寨溝"。【富士
山】被日本人民譽為｀＇聖嶽＂，是日本民族的象徵。【平
和公園】是典型的日式庭園建築，廣植各種樹木及花

國旦畫璽芒竺：昀
Park 

e苹湖－名古屋－珥醐
Lake Hamano- Nagoya- Lake Biwa 

✓ 0ay6,": 関西空港(KIX)
蟬·一一級R函Od<Hota Spa & Gcrclens or知1vcient 0 璽DepartureOsaka偉X)
酒店早餐｀日式小火鍋B, L

早餐後，前往【禦寶國際精品】自由選購伴手禮。隨後
早餐，B
客人根據導遊指引乘坐酒店免薏班車或機場專線前往大前往名古屋，遊覽【熱田神宮】自古就被稱為「熱田

SANJ , 每年都有近650萬人的參拜者，熱鬧非凡。之 阪關西機場(Ched<Out時間為11:00am前）。
後｀＇穿趟寺空＂來到古鯽羊鷗陌汨＼幡】恤令邋釀蚤 Hate shuttle or airport shuttle bus transfer. (check out before

11:00am) 

IANGGA 
TOURS 

..........................................................................................

－ 
3月： 25* 
4月：1*,8*,15,22 5月6,13,20,27 6月：3,10,17,24 
7月：1,8,22*,29* 8月S*,12*,19,26
9月：2,9,30 10月：14,21,28 
11月：4,11,18,25 12月：2,9,16,30* 
＊日期為旺季，需加收RM500/人旺季附加費
*Peak season surchargeRM500 
*4月1,8團增遊賞攖勝地：上野公圜或新宿御苑

－ 
酒店行程中列明的酒店（雙人房）Hotel accammoda
tion as indicated (t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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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證有粤語導遊）Chi一
nese-speaking taur guide (cantonese is nat guaran
teed) 

－ 
機票：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 nternatia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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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ammended)
備註：無三人房No triple roam available 

－ 
I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適的美加澳華人華倩參團 ， 其他客人另有
團規定 ， 讚致電査詢詳情。
2客人祗達後 ， 請出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 ， 方可參團．
3此特價團報名之後 ， 無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此特價團不會與中國國內居民拼團操作， 每天均有購物安排 ， 購物純屬自
願 ， 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 ， 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團友不
可中途脫團（如脫團每天燾補回旅行社USDISO/人／天）．5 免畫接送機服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3天預訂 ， 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6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團 ， 讚客人注意·
7此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 ， 最終確認行程資訊以我公司出發前遹郑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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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CPA#29551/61406 
讚上wwwnexushalidays.ca査閾最新行程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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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佳旅游有限公司
Mangga Travel&(Selangor)Sdn Bhd 

: N0.23&24,Block B,Jalan Utama SR1/9,- 1 

: Serdang Raya,Sek.9,43300 Seri Kemban- j
: gan,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 j 
i Tel:603-89422000丨s9422000 I 
1 sookmayhee@yahoo.co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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