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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way.com

大阪+香港11天9晚時尚自遊樂
出發日期：即日起至2020年3月27日 (包機票+酒店)

4晚日本大阪酒店自選 + 5晚香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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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Shin-Osaka 

新大阪翼國際酒店 3 ★
距東三國地鐵站步行7分鐘 |免費WiFi!

+ iClub Fortress 
Hill Hotel 
香港時尚 

富薈炮台山酒店 
(含歐陸式早餐及

免費 
WIFI無線網絡) 

 
*按標準雙人房計算

不設三人房

$1173起
$1233起

$1243起
$1688起

$1193起

Hotel Shin-Osaka 

新大阪酒店 3 ★
距新大阪地鐵站步行6分鐘

*(旺季附加費每房每晚計: 日本假期前夕）

停售日：2019年12月27日，28日； 2020年3月1日-5日  

$1213起

（*$25）

$1263起

（*$35）

$1293起

（*$50）

$1688起

（*$20）

$1243起

（*$50）

Hearton Hotel Shinsai Bashi

大阪心齋橋哈頓酒店 3 ★
距心齋橋地鐵站步行1分鐘 | 免費WiFi！

*(旺季附加費每房每晚計: 日本假期前夕，

2019年8月1-10日，12-23日，12月22，29-30日

2020年1月2日，3月20，22-27,29-31日 ）

$1283起

（*$85）

$1313起

（*$95）

$1393起

（*$85）

$1778起

(*$30)

$1323起

(*$85)

The Dotonbori Hotel 

道頓堀酒店 3.5 ★
距難波地鐵站步行3分鐘 | 免費WiFi！

*(旺季附加費每房每晚計: 日本假期前夕，

2019年：8月12-18日，9月11-14日，9月16-17日，9月23-30日，

10月1-10日，11月12日-12月1日，12月29-31日

2020年：1月1-2日，1月21-31日，3月23-31日)

$1323起

（*$40）

-
$1463起

（*$35）

$1828起

（*$20）

$1393起

（*$55）

The Bridge Hotel Shinsaibashi 

心齋橋大橋酒店 4 ★
距心齋橋地鐵站步行3分鐘 | 免費WiFi！

*(旺季附加費每房每晚計: 日本假期前夕，2019年：8月12-18日，9月11-14

日，9月16-17日，9月23-30日，10月1-10日，11月22-12月1日，12月29-31日

2020年：1月1-2日，1月21-31日，3月23-31日

-
$1383起

（*$50）

$1473起

（*$50）

$1998起

（*$20）

$1413起

（*$75）

Cross Hotel Osaka 

大阪十字飯店 4 ★
距難波地鐵站步行3分鐘 | 免費WiFi！

*(旺季附加費每房每晚計: 日本假期前夕及周六

停售日：2019年12月28日-1月3日

-
$1453起

（*$120）

$1563起

（*$170）

$2228起

（*$120）

$1533起

（*$120）

稅項 / 燃油附加費(大小同價): $380 (稅金只供參考，須按航空公司出票當天作準)

*日本假期前夕日期 2019年: 8月11日，9月15日,22日，10月13日,21日，11月3日,22日，12月31日
2020年：1月12日，2月10日，2月23日，3月19日

香港富薈炮台山酒店

2019年: 10月6-11日，17-19日24-26日，31日；11月1-6日，10-12日，17-30日；12月1-20日
2020年：1月2-24日；1月31日-3月3日

$20起(每房每晚)

2019年：9月17-21日 $40起(每房每晚)

2019年: 10月1-5日，12-16日，20-23日，27-30日；11月7-9日，13-16日；12月21-31日
2020年：1月1日

$60起(每房每晚)

香港酒店不設三人房，第三位須加付$325附加費 

溫哥華出發

$1173起
每位以迷你雙人房計算 

*以上參考價巳含機票

• 來回溫哥華/大阪/香港/大阪/溫哥華 經濟艙機票 þ(“S”艙位機票有效期為60日由出發日起計)

• 大阪住宿4晚自選市中心購物區酒店，方便娛樂購物
• 香港5晚時尚富薈炮台山酒店(送每日歐陸式早餐)，探親訪友，購物遊樂，至尊佳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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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日本部分需於3月31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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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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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觀光行程：大阪下午遊
（英文導遊） 日圓9,700起

參觀豐臣秀吉指示建造的大阪城用地里感受到幕府時代的歷史

足跡。搭乘周遊觀光船遊覽大河（舊名淀川）。

出發日期：週二、四、六、日

大阪灣岸地區半日遊 
(英文導遊) 日圓9,900起

欣賞大型鯊魚-鯨鯊游泳世界最大規模的水族館。搭乘聖母瑪利

亞號遊船觀光大阪灣岸地區。

出發日期：週一，三，五

神戶觀光 + 灘地區酒藏參觀
(英文導遊) 日圓14,500起

參觀光之城-神戶 和灘地區的釀酒廠。

出發日期：週二，四 （3月15日至11月29日）

京都一日遊
(英文導遊) 日圓16,400起

參觀京都各個重要景點：二條城，金閣寺，京都寓所，北野天

滿宮，平安神宮，三十三間堂及清水寺。

出發日期: 每天

  廣島縣宮島一日遊
(英文導遊) 日圓38,500起

參觀世界遺產-宮島的嚴島神社和廣島原爆圓頂等景點。

出發日期：週一、三、五、六

日本自選增遊項目

其地城市出發及附加費 注：除溫哥華以外其他城市出發需經停美國轉機

維多利亞市/卡加利/
愛民頓/溫尼柏

$100+$70稅

多倫多/渥太華/蒙特利爾 $240+$70稅

星期五，六，日出發/回程附加費 每程$50

機票旺季附加費
5月24日-8月14日：$170

12月10日-31日：$450

提升至“W,V”艙位機票
提升至W艙 +$100 每程
提升至V艙 +$200 每程

(P710)

(P601)

(K601)

(P900)

(S100)

(604)718.9000
Unit 1328
Crystal Mall
BC Travel Reg:#43098

(604)637.2000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BC Travel Reg:#43099

(604)472.3000
Unit 2738
Coquitlam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0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1

注意事項：
• 定金每位 C$300 (不可退還)，餘款於團位確定後付清全部費用，付款方式接受現金或銀行本票。。
• 酒店房間內嚴禁吸煙
• 日本酒店星期六住宿需付週末附加費 。香港酒店部分只接受連續長住客人，至少五晚住宿，酒店續住房價可向世運工作人員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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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世運旅遊網頁www.silkway.com瀏覽Terms & Conditions或向公

司職員查詢。 All prices quote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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