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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Japan 6 Days

ACT106

2014

行程特色 大阪  京都  奈良  富士山

保證出發

Guaranteed

遊覽大阪、京都、奈良、富士山及東京
暢遊古色古香的日本城區舊首都京都及奈良
遊覽國寶級風景區忍野八海及白川鄉
於心齋橋筋及新宿等名店購物大道盡情購物
漫遊奈良最大的草地公園神鹿公園
乘遊船遊日本風景名勝區蘆芝湖
觀賞西陣織會館的傳統和服表演
夜遊東京紅燈區新宿歌舞伎町

團費

Tour Fee

1298

$ ,

起

6月: 30
9月: 22*、27* 紅葉季節
12月: 25**

Departures

2015
保證出發

Guaranteed

4月: 09*、14* 櫻花季節
7月: 03
9月: 20*、25* 紅葉季節

Departures

* 附加費AUD150/人

單房差

450

$

Single Supp.

12歲以下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1,098

AUD150/person surcharge applies.

* * 附加費AUD400/人
AUD400/person surcharge applies.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
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
僑，其他客人另有參團規
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Child Price: <12 years old $1,098 (without bed & breakfast)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3-4星酒店 (雙人房) 3-4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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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證有粵語導遊)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您的特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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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100/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

Tipping AUD10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自選項目 Optional program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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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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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大阪

大阪廣場酒店或同級
抵達大阪機場，導遊於下午3時30分在機場舉牌接機。請認
紅底黃字的 聯誼假期/NexusHolidays 接送牌。旅遊巴將送您
到酒店。【大阪城】白色牆身加上金碧輝煌的飛簷，被喻為
日本最豪華的城樓。遊客可自費入天守閣參觀，約JND¥300
，登上高五層八階的天守閣，可以瞭望整個大阪市。城內保
存著豐臣秀吉的木像和武器等。【心齋橋筋商店街】在江戶
時期已是著名購物商圈。在長達600米的拱形天棚商店街裏
，和服店、時尚服飾店、鞋店、珠寶店及各種餐飲店一字排
開，熱鬧非凡。【美國村】是許多崇尚外來文化的年輕人聚
集地。在美國村中心的三角公園開設了許多專賣各式美國進
口商品的小店、二手服裝店、雜貨鋪、咖啡館和藝術畫廊等
。週末時經常舉辦跳蚤市場及各類表演。【道頓堀夜市】是
一條匯流入大海的人工運河，沿著河邊聚集各式各樣的商店
，是南區最繁華的地方。橋跨過道頓堀川，有很多誇張的大
招牌和特色咖啡屋。還可嚐到日式小食如：章魚燒、燒餅、
栗子軟雪糕等。
晚餐：和風燒烤晚餐
Day 1 Arrive Osaka (D)
雷門觀音寺
Osaka Plaza Hotel or equivalent
1. Osaka Castle
2. Shinsaibashi Shopping District
3. American Village
4. Dōtonbori

奈良

4

富士山 新宿
豐橋日航酒店或同級
【箱根神社】自古以來就是被尊崇為關東總鎮守箱根大權現的有名神
社，作為在交通安全、心想事成、開運除厄上非常靈驗的開運之神為
人信奉。歷史悠久，箱根神社流傳許多貴重的文化遺產。神社正門外
屹立了一棵1500年的古杉樹，充滿靈氣，見證了神社多年的人事變化
。【大涌谷】在綠樹環抱的箱根中惟獨此處山岩裸露，岩縫間噴出的
地熱蒸氣霧氣騰騰，從地殼張開的裂縫內，噴出大量的硫黃蒸氣，將
泉水燒得滾燙。由此可眺望富士山和箱根群山的美麗景色。【蘆之湖
遊船】蘆之湖背倚著富士山，湖山相映，乘坐遊船欣賞湖光山色，沿
岸蒼松翠柏，群山環抱，優美風光盡入眼廉。【新宿購物大道900米
長的新宿大街兩邊，全都是著名的商店，有大型的購物中心、書店、
美術用品商店、食品雜貨店和飯館等。【東京晴空塔】又稱“東京天
空樹”。這座新鐵塔高634米，比現在333米高的東京鐵塔高出一倍，
成為日本的新地標。【銀座購物大道】是東京高品質的購物區，最耀
眼的大牌專賣店，包括︰Burberry之BlueLabel、Gucci、Chanel專門店
等，全都集中在這一片。【玩具博物館】創下吉尼斯大型店，玩具整
整4層樓的商店，共有5萬種商品，應有盡有，還能滿載而歸。【新宿
歌舞伎町】是一個日本東京的紅燈區。區內聚集許多電
影院、酒吧 、風俗店、夜總會等 ，被稱作不
眠之街，到深夜依然燈火通人來人往。
箱根神社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和風定食午餐
晚餐：日式定食晚餐

京都

大阪廣場酒店或同級
【東大寺】其建築、雕刻、藝術文物在日本美術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東大寺除了著名的大佛殿外，還有南大門、二月堂、三月堂、戒壇院、鐘樓
等優美木造古蹟。南大門有著名的雙體金剛力士像。【神鹿公園】是奈良
最大的草地公園，園內寺院古蹟，養著1000多馴服可愛之鹿群馴服，遊客
可自費買粟米飼餵自由遊蕩的神鹿，約JND150。【西陣織會館】西陣織是
早期專供皇室貴族製作和服的織綿面料，工藝水準極高。館內除了可看到
師傅當場表演熟練的傳統技巧、歷史資料的展覽，更會有傳統和服表演，
欣賞京都女性穿著和服婀娜多姿的古典美。遊客更可挑選自己喜愛的和
服試妝並拍照留念。【清水寺】是日本佛教北法相宗的總院，世界
文化遺產。被定為國寶的主堂由139根立柱支撐，在陡峭的懸
崖上懸空建造，宛如碩大的舞台，可將京都市景盡收眼底。
除了在此祈福許願，更可喝口「音羽之滝」泉水以
京
祈長壽、健康。這裡也是櫻花和紅葉的名勝，逢
春季和秋季，會舉行燈火通明的夜間特別參拜。
大 都
早餐：酒店早餐
奈
阪
午餐：日式美食午餐
良
晚餐：Shabu Shabu晚餐
Day 2 Nara>Kyoto (B, L, D)
Osaka Plaza Hotel or equivalent
1. Todaiji Temple
2. Nara Park
3. Kyoto Nishijin Textile Center
4. Kiyomiudera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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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
富士山區日式溫泉酒店

忍野八海

【濱名湖】古時為淡水湖。於15世紀末發生地震後，成了湖岸線複
雜的鹹水湖，湖畔美景迷人，也以養殖鰻魚而聞名。【箱根平和公
園】平和公園的設立，正是為了表達日本人對戰爭的控訴、祈求世
界和平的願望。公園典型的日式庭園建築、巨型噴水湖泊及小型動
物園，彷如人間美境。公園有大小鐘，遊客可敲打小鐘，靜聽莊嚴
肅穆的鐘聲在迴旋飄蕩，充滿日本情懷。【忍野八海】於山梨縣忍
野村的湧泉群，有國寶級風景區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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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秀麗的田園風光
，池水波光潾潾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其情其景，美不勝收。
【白川鄉】於海拔約500米，是四面環山、水田縱橫、河川流經的安
靜山村。除114棟合掌造式的一片民宅、其周邊的建築物及景觀也一
起被列為了世界遺產。【富士山區日式溫泉酒店】背靠富士山河口
湖，在大自然的環抱中，正前方可飽覽富士山的壯麗景觀。酒店設
備完善，設有露天浴池，盡情享受日式風呂。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富士午餐
神鹿公園
晚餐：酒店豐富晚餐
Day 3 Mount Fuji (B, L, D)
Mount Fuji Spa Hotel
1. Lake Hamana
2. Hakone Peace Park
3. Oshino Hakkai - Springs of Mount Fuji
4. Shirakaw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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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Mount Fuji>Shirakawago (B, L, D)
Hotel Nikko Toyohashi or equivalent
1. Mount Fuji>Lake Hamana
2. Hakone Peace Park
3. Oshino Hakkai - Springs of Mount Fuji
4. Shirakawago

淺草

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海洋

東京太子酒店或同級
【雷門觀音寺、仲見世商店街】淺草是東京少
數幾個保留舊東京氛圍的地區。淺草的主要景點
是建於7世紀的著名佛教寺院-淺草寺。寺廟前會
先經過仲見世商店街，幾世紀以來，仲見世為寺
廟訪客提供了各種傳統地方小吃和觀光紀念品。
雷門觀音寺最著名的要數門前懸掛的那盞巨大的
燈籠，遠遠可見黑地白邊的“雷門”二字，赫然醒
目，是淺草寺入口的大門，幾經火災焚毀，後於
1960年重建。雷門正門入口處左右威風凜凜的風
神和雷神二將，鎮守著淺草寺。【迪士尼樂園】
被譽為亞洲第一遊樂園，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迪
斯尼樂園。樂園內共有七個不同風格的主題園區
，分別是世界市集、探險樂園、西部樂園、明日
樂園、卡通城、動物天地和夢幻樂園。園內的舞
台以及廣場上定時會有豐富多彩的化裝表演和富
趣味性的遊行活動。【迪士尼海洋】是世上首個
以關於大海的故事及傳說為題材之迪士尼主題樂
園。樂園內主要分成七個“主題海港”區域，在其
中設置了與主題相符的設施、表演節目和餐廳。
樂園內有銷售啤酒、葡萄酒等酒精性飲料。
早餐：酒店早餐
Day 5 Asakusa>Tokyo (B)
Taizi Hotel or equivalent
1. Kannon Temple
2. Nakamise Shopping Street
3. Tokyo Disneyland/Tokyo Disney Sea (2 choose 1)

離開東京
當天自由活動，客人自行乘坐本公
司安排的交通工具或機埸接駁巴士
前往機埸，請訂9am-10pm的航班
離開，乘飛機回澳洲。
早餐：酒店早餐

迪斯尼樂園

Day 6 Depart Tokyo(B)
Spend the say at your leisure before flying
to Australia. The tour guide will advise you
of your shuttle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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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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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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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