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人同行
SAKURA – STANDARD DOUBLE                

GIMMOND / HEARTON – SEMI DOUBLE                      
NEW HANKYU / ANNEX – SEMI DOUBLE

3人同行
SAKURA – 2*STANDARD DOUBLE 
GIMMOND / HEARTON – TRIPLE                      
NEW HANKYU / ANNEX – TRIPLE

2人同行
SAKURA – 2*STANDARD DOUBLE 

GIMMOND / HEARTON – 2*SEMI DOUBLE                      
NEW HANKYU / ANNEX – 2*SEMI DOUBLE

妙の選 每位 $5199 每位 $5699 每位 $5199
型の選 每位 $5499 每位 $5999 每位 $5499

2015年3月開幕, 座落JR京都駅八条口, 交通非常方便. 酒店有南北兩棟, 設計有點古典風. 
設有公共大浴場, 餐廳及酒吧…

京都 SAKURA TERRACE THE GALLERY 一晚
http://sakuraterrace-gallery.jp/

感受百年歷史古都獨有文化遺產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大阪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30KG寄倉行李
◆ 1 晚京都SAKURA酒店住宿
◆ 2 晚京都酒店住宿
◆ 包京都名勝觀光巴士全天遊*共乘車*

◆ 無線寬頻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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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1 DEC 18

出發時間: CX 562 0800-1235
回程時間: CX 507 1800-2135

包京都名勝觀光巴士全天遊
京都→清水寺→三十三間堂→千鳥居→
嵯峨野*午餐自費* →鹿苑寺
觀光巴士附上語音導覧服務
提供英語、普通話、西班牙語、泰語、法語、義大利
語、印尼語、俄羅斯語

PKG CODE: KTO_TOU1_11/6/2018
Copyright©2018-2019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地下鐵烏丸御池駅步行3分鐘 地下鐵烏丸御池駅步行2分鐘 JR京都駅步行2分鐘 JR京都駅步行3分鐘

京都 GIMMOND 兩晚 京都 HEARTON 兩晚 京都 NEW HANKYU           兩晚 京都 TOWER HOTEL ANNEX 兩晚
http://arrow-hotel.com                                          www.hillarys.jp                                                 www.hotespa.net/hotels/shinsaibashi                   www.hearton.co.jp/nishiumeda  

妙の選 型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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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角 6818 1508                                                               9010 2698 銅鑼灣電話: 2388 5222 電話: 2388 5233                                                              : 853-6310 2857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19樓D室 : 86-155 075 66892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musetravel www.musetravel.com                               info@musetravel.com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20Dec, 14-16, 22-23Apr +1600 27-29Dec +3400

Sakura
Fri, Sat
23Nov, 22-28Dec
29Dec-1Jan

+350
+350
+550

Gimmond/Hearton Fri, Sat
23Nov, 22-28Dec

+150

+200Hankyu/Tower

30-31Dec +2400 21-26Dec +4600
Gimmond/Hearton

29Dec-1Jan
+300

Hankyu/Tower +400

https://goo.gl/JWM9Jk
https://goo.gl/JWM9Jk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9fkhGZ
https://goo.gl/9fkhGZ


大阪市區自由觀光→機場 香港

【0830 京都】京都 AVANTI 集合 *JR京都站八条口附近*
【0855 清水寺】是知名世界遺產, 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東山區清水的寺院, 一年四季前來朝拜的香客或來訪的觀光客是絡驛不絕
【1015 三十三間堂】擁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像群。以觀世音菩薩坐像為中心，由雕刻家湛慶雕製而成的大作，被認定為日本的國寶
【1110 千鳥居】伏見稻荷大社它於1994年正式登記為世界文化遺產，特色就是遍佈整個山頭的的大量鳥居或者狐狸雕像(稻荷神的使者)，風景壯觀
【1310 午餐】自費享用日式午餐 (雞肉鍋、天婦羅、豆腐等)
【1410 嵐山】以渡月橋為首，竹林、嵯峨野觀光小火車、保津川遊船, 可以欣賞美麗風景如:龜山公園/竹林小徑/嵐山渡月橋之外，還有復古的老街建
築與周圍的寺廟
【1555 鹿苑寺】又名金閣寺，是一座最早完成於1397年的日本佛寺
【1715 京都】京都 AVANTI 解散

包全天遊 觀光巴士隨英語司機
京都→清水寺→三十三間堂→千鳥居→嵯峨野*午餐自費*→鹿苑寺 *景點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取消或縮短參觀時間,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理解

【天橋立】一個特殊的自然景觀，因為地殼的推擠作用，在海上形成一個沙洲地形. 停留約110分鐘
【伊根舟屋】遊覽船約25分, 與大海相伴傳統的房屋, 日本自古以來的原有風景都傳承到現在.
【美山町】有超過200間傳統的茅草屋頂農舍。不像其他許多歷史悠久的城鎮和地區，這裡的住民仍然照常生活和工作，滲出很懷舊的氛圍，讓遊客
真正體驗傳統的日本農村.

天橋立 → 伊根舟屋 → 美山町

提供您最貼心的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祇園花見小路】是京都少數以藝妓聞名的老街, 在這有很多茶屋、料亭、酒吧…傳統町家窗戶皆為著名的紅殻格子風格，因而別具一番風情
【四條河原町】日本京都的一條重要街道, 四條通的東端是八坂神社，西端是松尾大社. 最熱鬧繁華、最適合逛街購物的地方
【八坂神社】自古以來香火鼎盛，地方居民親切的稱呼為「祇園樣」。除了正殿等日本指定的重要文化遺產，以美之神聞名的美御前社也是觀光重點
【蟹道樂】是一家日本連鎖式餐廳, 屬於蟹料理專門店, 主要供應與蟹有關的菜式

香港 大阪 (乘 HARUKA 關空特急 約50分鐘) →新大阪站 (乘JR京都線 約45-60分鐘) → 京都八条口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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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