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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鄉岐阜 例年賞櫻時期：4月上旬〜4月下旬

白川鄉岐阜 例年賞楓時期：10月下旬〜11月中旬

飛驒高山+五箇山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0 MAR 21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
◆
◆
◆
◆
◆
◆
◆
◆
◆

香港至名古屋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30KG寄倉行李
1 晚高山酒店住宿連早餐
1 晚五箇山民宿連早餐及晚餐
1 晚名古屋酒店住宿
包濃飛巴士單程車票 *出發一個月前取車票*
專業旅遊顧問提供行程安排建議
0.15% 旅遊業協會賠償基金
所有格價均以現金為準
套票價格不包括任何稅項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

日本世界自然遺產
變化多端自然環境 四季孕育遺產特徵
包飛濃巴士單程

高山飛濃巴士中心-白川鄉＊車程約50分鐘＊

0750/0850/0950/1050/1120/1250/1350/1450/1750

包合掌村民宿晚餐
晚餐時間17:30 /18:00
＊必須於17:30前抵達民宿

合掌村民宿-共用男女分開的浴室設備
請自行準備牙刷,毛巾

+1200

18-20Dec, 27Dec-4Jan

+1700

10Jul-22Aug, 6-8,16-19Feb

+2600

21-26Dec

+4800

9-15Feb

+5900

2人同行

3人同行

Mystays
Wing
Dormy Inn
Meitetsu

五箇山 合掌の宿

+150

+200

4人同行

$5399
每位 $5699

每位

一晚

Fri, Sat
23-26Jul, 7-10Aug
19-22Sep, 1-30Nov
21Dec-5Jan, 9-11Jan

HIDA HANA – JAPANESE STYLE QUAN
五箇山– JAPANESE STYLE QUAN
MYSTATS / WING – 2 SEMI DOUBLE
DORMY INN / MEITETSU – 2 SEMI DOUBLE

$5499
每位 $5799

$5499
每位 $5799

飛驒高山 高山櫻庵 HIDA HANA SATO

+350
+200
+400
+400
+400
+600

HIDA HANA – JAPANESE STYLE TRIPLE
五箇山– JAPANESE STYLE TRIPLE
MYSTATS / WING – TRIPLE
DORMY INN / MEITETSU – TRIPLE

每位

型の選

Fri-Sat
6Jan-28Feb (Sun-Thu)
6Jan-28Feb (Fri-Sat)
23-26Jul, 7-10Aug
19-22Sep, 1-30Nov
21Dec-5Jan

高山櫻庵
五箇山

HIDA HANA – JAPANESE STYLE SEMI DOUBLE
五箇山– JAPANESE STYLE TWIN
MYSTATS / WING – SEMI DOUBLE
DORMY INN / MEITETSU – SEMI DOUBLE

妙の選

CX 536 1010-1500
CX 539 1610-1920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30Sep-2Oct, 22-25Oct,
5Jan-6Feb, 18Feb-30Mar

出發時間:
回程時間:

每位

庄七 (相倉集落) / 弥次兵衛 (上黎集落)

一晚

www.hotespa.net/hotels/takayama/

【中部國際機場-高山駅】
酒店離JR與高速巴士車站步行約5分鐘,
乘坐 JR 高山線特急到高山車站 約180分鐘 全館包括半個大堂位置都不可以穿鞋包
高山車站-酒店步行 約2分鐘
括拖鞋, 只能赤腳或者穿襪子
酒店離高山古街步行約10分鐘

【高山駅-白川鄉】乘坐濃飛巴士 約50分鐘 先探訪世界遺產之一 白川鄉
【白川鄉-五箇山相倉口/上黎集落】
五箇山的合掌造的屋頂斜度比白川鄉還要
乘坐加越能巴士 約30分鐘
斜, 原因是降雪比白川鄉的還要多

回覆訂房較慢
請耐心等候喔!
arigatō

名古屋 MYSTAYS

兩晚 名古屋 HOTEL WING

www.mystays.com/en/hotel/nagoya/hotel-mystays-nagoya-sakae

兩晚 名古屋 DORMY INN PREMIER 兩晚 名古屋 MEITETSU GRAND 兩晚

www.hotelwing.co.jp/nagoya/index.html

地下鐵榮駅步行8分鐘

www.hotespa.net/hotels/nagoyasakae

地下鐵丸之內駅步行3分鐘

妙の選

www.meitetsu-gh.co.jp

地下鐵榮駅步行8分鐘

JR名古屋駅步行4分鐘

型の選
免費宵夜拉面
晚上9:30-11:00
按供應情況而定

◆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 ◆ 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 ◆ 圖片僅供參考 ◆ 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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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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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 853-6310 2857
: 86-155 075 66892

info@musetravel.com

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香港-名古屋-高山
景點包括：飛驒國分寺，陣屋前朝市，三町筋(高山古街)
香港
中部國際機場
中部國際機場抵達後→飛驒高山 方法:
①濃飛巴士-由機場→飛驒高山 約150分鐘

世界遺產
景點包括：白川鄉，五箇山
高山
白川鄉
五箇山
高山濃飛巴士站→白川鄉→五箇山:
①濃飛巴士站→白川鄉→加越巴士→五箇山 **最後班次1600**

名古屋
景點包括：惠那峽遊覽船，Premium Outlets
高山
名古屋
高山市→名古屋市 方法:
①濃飛巴士- 由高山濃飛巴士站→JR名古屋站 約165分鐘
②JR特急列車- 高山駅→名古屋駅 約130分鐘

名古屋-香港
景點包括：名古屋港水族館，名古屋城，名古屋電視塔
名古屋
香港
名古屋市→中部國際機場 方法:
①名古屋名鐵-由名古屋駅→中部國際機場 約28分鐘
②巴士-由市中心荣/名鐵巴士→中部國際機場 約60分鐘
◆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 ◆ 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 ◆ 圖片僅供參考 ◆ 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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