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lkway.com

東京6天4晚時尚自遊樂 (包停香港)

出發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 
                      （东全程須於5月30日前完成）

限時優惠
$728起
每位以迷你雙人房計算 

*以上巳含機票

酒店 旺季日期 旺季附加費

新宿Wing酒店 日本假期前夕 $10起(每房每晚)

秋葉原華盛頓酒店 *日本假期前夕 $25起(每房每晚)

新宿花JR九州酒店 *日本假期前夕，4 月30日 - 5 月5日

迷你雙人房 $40起(每房每晚)

雙人房 $40起(每房每晚)

雙床房 $50起(每房每晚)

單人房 $45起(每房每晚)

三人房 $80起(每房每晚)

東急澀谷卓越酒店 *日本假期前夕

迷你雙人房 $50起(每房每晚)

雙人房 $55起(每房每晚)

雙床房 $55起(每房每晚)

單人房 $15起(每房每晚)

三人房 $60起(每房每晚)

*日本假期前夕日期 2017年12月22日，31日; 2018年：1月1日，7日，2月11日，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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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溫哥華/東京/香港/溫哥華 經濟艙機票  (“K”艙位機票有效期為60日由出發日起計, 必須

不少於出發前7天前出票，如指定艙位售罄需另補其他艙位差價)

• 東京住宿4晚自選市中心購物區酒店，方便娛樂購物
• þ可代訂機場 - 酒店之豪華巴士Limousine車票 

- 羽田機場：單程$16起 
- 成田機場：單程$40起

• 可代訂日本鐵路通行券 ‘Japan Rail Pass’(日圓29110起)，通行全日本
• þ另有各種日本自選增遊項目可供選擇，請參考背頁
• 可代訂香港酒店:  香港時尚富薈馬頭圍酒店 5晚 $628起 (雙人房)

4晚 日本東京酒店自選
迷你雙人房

(每位計) 
(Semi-Double)

標準雙人房
(每位計) 
(Double)

雙床房
(每位計) 
(Twin)

單人房 
(Single)

三人房
(每位計)
(Triple)

Ikebukuro Royal Hotel 池袋皇家酒店 3*
JR池袋站西口步行4分鐘（不設非吸煙房間）

$728起 - $798起 $1118起 $808起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Shinjuku 新宿Wing酒店 3*
JR新宿站西口步行8分鐘 | 免費WiFi！

$828起 $888起 $888起 $1248起 $908起

秋葉原華盛頓酒店 3*
JR秋葉原站步行1分鐘 | 免費WiFi！

$1008起 $1288起 - $1438起 -

Remm Roppongi Hotel 六本木雷姆酒店 4*
都營大江戶線六本木站步行5分鐘 | 免費WiFi！

$988起 $1018起 - $1508起 -

新宿花JR九州酒店4*
新宿站南口步行5分鐘| 免費WiFi！

$1018起 $1078起 $1198起 $1618起 $1108起

東急澀谷卓越酒店4*
連接JR澀谷站| 免費WiFi！

$1188起 $1358起 $1368起 $2028起 $1198起

機票稅項/燃油附加費 (大小同價且僅作參考) $230起
(稅金只供參考，須按航空公司出票當天作準)

機票周末(五 、 六 、 日) 附加費 $40起(每程/每位)



池袋皇家酒店 新宿Wing酒店 秋葉原華盛頓酒店 六本木雷姆酒店 新宿花JR九州酒店 澀谷卓越酒店

JR池袋站西口下車 JR新宿站西口下車 n/a n/a
Sunroute Plaza新宿

下車
直達

注意事項：
- 機票不適用於12月20-23日; 2月12-18日出發 (只供參考，須按航空公司規定作準) 
- 酒店房間內嚴禁吸煙 (列明除外) 
- 香港酒店部分只接受連續長住客人，至少五晚住宿，酒店續住房價可查詢。 
- 確定後需全款支付，付款後不得退還。 
- 行程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行程以繳交全部費用時所收取的為準。 
- 旅客需自備有效旅行簽證（包括護照和各出入國境簽證）。有效期從回程之日起必須不少於6個月。如旅途有所延誤不能成行，本公司概不
負責，所付款項恕不退還。 繳費、取消、退款、責任及細則，詳細之世運旅遊服務條例，請向公司職員查詢。

機場巴士票

機場巴士停靠地點

東京出發 價格
產品總匯

(出發日期及行程內容或有變更，以報名時確認為準)

東京上午半日遊

(中文導遊)
日圓2,000起

遊觀皇居二重橋及淺草觀音和仲見世商店街購物。

出發日期：週一、三、五、日

皇居、淺草、隅田河上的周遊觀光船

(中文導遊、包午餐)
日圓6,000起

介紹東京的著名的皇居及淺草,並且可以搭船遊覽隅田河。

出發日期：週一、三、五、日

東京一天遊

(中文導遊、包午餐)
日圓8,800起

介紹東京著名的旅遊景點--皇居、淺草,並且可以搭船遊覽

隅田河。東京鐵塔和超人氣的台場的1日遊行程。

出發日期：週一、三、五、日

富士山御殿場 、 山中湖溫泉一天遊

(中文語音導覽設備、包午餐)
日圓11,500起

參觀富士山、在山中湖泡溫泉眺望富士山的景觀。 除此之

外，前往日本最大規模的御殿場 Premium Outlets購物 。

出發日期： 週一至五 (1-2月週一、三、五出發 )

  富士、箱根1天遊 - 回程搭乘新幹線

(中文語音導覽設備、包午餐)
日圓17,500起

可以參觀登記為世界遺產的富士山和箱根,搭乘新幹線的行

程方案。是全年中最多旅客參加的行程方案。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日本自選增遊項目

(C110)

(C100)

(C300)

(BUS1J00811MKS)

(F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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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酒店選擇（5晚自遊樂特惠）

5晚酒店附加費用
（每房）

雙人房計

富薈馬頭圍酒店 iclub Ma Tau Wai Hotel
• 富薈馬頭圍酒店是一間獨特時尚的精選服務酒店。位於九龍區優越地理位置－土瓜灣，鄰近旺角、佐敦、紅磡及尖沙咀等

區，購物非常方便。 位於酒店二樓的iLounge享受寧靜的歐陸式早餐及24小時咖啡飲品服務
• 免費升房至iSelect Premier 或 iPlus Premier （房間數量有限，預定時請查詢）。
• 旺季附加費： 2017年12月1-9, 22-31日,2018年1月1日,2月16-20日 加$45起；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628起

富薈炮台山酒店 iclub Fortress Hill Hotel
• 位於港島區優越地理位置－炮台山及北角，鄰近交通網絡發達，是商務、會議、展覽會、文化及運動、娛樂及購物的集中

地，距離銅鑼灣只有四分鐘車程。
• 全酒店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更可於iLounge享用二十四小時免費咖啡或茶，以及於戶外的Sweat Zone使用健身設備。
• 旺季附加費： 2017年12月1-9, 22-31日,2018年1月1日,2月16-20日 加$45起；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688起

富豪東方酒店 Regal Oriental Hotel
• 位於香港傳統文化集中地「九龍城」唯一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酒店，該區以獨特的地道餐飲文化聞名，同時鄰近世界級的啟

德郵輪碼頭。酒店提供寬敞舒適的客房和套房，當中可飽覽區內及啟德郵輪碼頭的優美全景景緻。
• 位於酒店3樓的健身室有完善健身器材；二十四小時客房餐飲服務，穿梭巴士服務。
• 旺季附加費： 2017年12月23-31日,2018年1月1日,2月16-20日 加$65起。

$728起

8度海逸酒店 Harbour Plaza 8 Degrees
• 舒適雅致的客房，豪華寬敞的酒店套房，設計獨特的酒店大堂，各具特色的餐廳及酒吧，多功能會議及宴會場地，配合各

類完善的設施及體貼入微的服務，定能令您體驗既舒適又方便的香港酒店住宿享受。 
• 賓客可以在極具自然氣息，被亞熱帶花園與瀑布圍繞的室外酒店游泳池中暢泳。小朋友們亦能在游泳池裏嬉戲玩耍。(每年

12月至翌年3月31日休池)
• 旺季附加費： 2017年12月1-9, 14-16, 22-31日,2018年3月9-31日 加 $40起； 2017年12月30日-1月1日 $90起。

$718起

www.silkway.coma JTB Group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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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63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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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47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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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quitlam Centre

(604)63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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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656.6000
8899 Odlin Crescent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604)65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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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ridge Centre

成田機場
(NRT)
每張 $40

羽田機場
(HND) 
每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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