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香港11天9晚時尚拼拼樂
出發日期：即日起至2021年8月31日
(機票+酒店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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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way.com

每位以迷你雙人房計算
*以上參考價巳含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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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獨家提供旅遊保險優惠 :
無需任何證明取消行程，可索償團費總數75%
保費只需$147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行程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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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日由出發日起計，
必須不少於出發前7天出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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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代訂機場 - 酒店之豪華巴士Limousine車票
- 羽田機場：單程CAD16起
- 成田機場：單程CAD40起
• 可代訂日本鐵路通行券 ‘Japan Rail Pass’(日圓29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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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訂香港時尚富薈馬頭圍酒店，費用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4晚日本東京酒店自選 + 5晚香港酒店
Smile Hotel Asakusa淺草微笑酒店  3*
東京地鐵銀座線“淺草站”在7號出口步行約10分鐘 | 免費WiFi

+

Hotel Sunlite Shinjuku Annex 新宿陽光酒店副樓  3*
東京地鐵副都心線新宿三丁目站E1出口步行2分鐘 | 免費WiFi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Shinjuku 新宿翼囼國際酒店  3*
JR新宿站西口步行8分鐘 | 免費WiFi

Hotel Metropolitan 池袋大都會酒店 4.5* (推介酒店)
8條路線共構的池袋車站西口步行3分鐘，機場巴士直達 | 免費WiFi

iClub
Ma Tau Wai
Hotel
香港時尚富薈
馬頭圍酒店

Hotel Gracery Ginza 銀座格拉斯麗酒店  4* 免費WiFi

迷你雙人房 標準雙人房 雙床房 單人房
三人房
(每位計)
(每位計) (每位計) (Single) (每位計)
(Semi-Double) (Double) (Twin)
(Triple)
$

988起

--

$

1038起

--

$

$

1188起

$

1188起

$

1198起

$

$

$

$

東京地鐵銀座線、丸之內線的銀座站A3出口步行約3分鐘

1098起 $1458起 $1038起
1138起 $1478起 $1128起

1138起

$

1138起 $1488起 $1068起

1248起

$

1298起

$

1268起 $1838起 $1198起
1368起 $1868起 $1228起

旺季機票附加費 / 機票週末附加費，請與本社職員查詢機票及酒丄店旺季附加費
稅項/燃油附加費$368起(大小同價，稅金只供參考，須按航空公司出票當天作準)

機場巴士停靠地點
淺草微笑酒店

新宿陽光酒店副樓

新宿Wing 酒店

池袋大都會酒店

銀座格拉斯麗酒店

淺草豪景酒店下車

東新宿站下車

JR新宿站西口下車

池袋大都會酒店正門下車

銀座萬豪酒店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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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ӖݽМਢф֫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1

ҏШ១ၾᚊ
(604)637.2000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BC Travel Reg:#4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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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718.9000
Unit 1328
Crystal Mall

BC Travel Reg:#43098

શ٨ѿ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日本自選增遊項目
行程簡介

東京出發

參加費用

全景東京之旅

JP¥10,800起

帶您參觀東京的幾處著名景點--明治神宮、皇居東御苑、淺草寺、東京
灣遊船。車內備有多語言語音導覽。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9am to 5:30pm)
(BUS1JT04H2MMS)

JP¥12,800起

帶您1天內參觀東京都內4處超人氣景點--東京鐵塔、皇居前廣場、隅田
川遊覽船、淺草寺，加上體驗茶道，是您盡情玩樂東京的最佳選擇！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9am to 5:30pm)

JP¥14,000起

吉卜力美術館每日發行的入場券數量有限，往往一票難求。停留2個半
小時，自由參觀館內。千萬不可錯過動畫片製作過程的展示室，或是
觀賞只有在此處才可以看到的獨家特製短篇動畫片。
「東京雅敘園酒店」~兼具歷史與傳統的建築。在裝修時，據說是參
考吉卜力電影其中一部的場景修建。請您在此享用酒店招牌自助式午
餐。
「江戶東京建物園」~ 宛如曾經出現在吉卜力電影內的街景，園內歷
史悠久的古民房建築是從他處移建至此，極具文化價值。每週一公
休。(如遇例假日照常營業)
出發日期：週一、三、四、五出發
(10am to 5:30pm)
(GDT1J01901MMS)

(英語口譯導遊、包午餐)

動力東京之旅
(英語口譯導遊、包午餐)

【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
沉浸吉卜力電影世界的巴士行程
(英語口譯導遊、包自助式午餐)

(BUS1JT05H2MMS)

機械人娛樂大匯演

JP¥6,600起

(世運特別折扣)

（折扣後）

富士箱根1日遊
(英語口譯導遊/回程搭新幹線/ 含午餐)

(出發日期及行程內容或有變更，以報名時確認為準)

JP¥17,000起

日本作為全世界科技的先驅，其機械人的發展與應用簡直令人目不暇
給！
這場大匯演，集合了各式不同的機械人，進行各種不同的表演，包括
舞蹈、模擬打鬥、巡遊等，同時提供刺激與華麗的感觀體驗！
經世運預訂此團，每位可節省高達JP¥1400之外，更可優先安排更好
的座位。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7pm 或 9pm)
(ACT1J19014MMA)
帶您遊覽富士山和箱根地區的超人氣景點--如富士山五合目、搭乘駒岳
空中纜車、蘆之湖遊覽船，一天內玩遍著名景點。
富士山、箱根地區四季分明。春季可賞櫻、夏季時綠油油的新生植被
和綠蔭、秋季可賞楓、冬季則可眺望頂部冠雪的富士山，全年不同景
觀可供遊客觀賞。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7:30pm to 8pm)

(BUS1JF10S1MKS)

5晚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

香港其他可供選擇酒店 (5晚)

雙人房

富薈炮台山酒店 iclub Fortress Hill Hotel
iLounge免費24小時咖啡飲品服務 / 免費使用24小時Sweat Zone健身中心設施 / 免費使用本地電話及上網服務

沙田帝逸酒店 Alva Hotel by Royal (Shatin)
8度海逸酒店 Harbour Plaza 8 Degrees
免費上網服務 / 免費借用3G手機無限本地通話及上網、個人熱點分享數據、免費致電澳洲、中國、印度、南韓及美國

三人房

40起

不適用

20起

$

25起

$

50起

$

150起

$

$
$

免費上網服務 / 免費迷你酒吧近賓飲品 / 免費使用IDD國際長途及本地電話

單人房

75起

$

$

70起
95起

注意事項：
•
•
•
•
•
•

酒店房間內嚴禁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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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 Code: OPTC-TYO4N+HKG5N-2020-2021-AC-ST-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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