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itetsu Grand
www.meitetsu-gh.co.jp/en/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5499 每位 $5499 每位 $5499

櫻通口駅步行約2分鐘

Best Western
http://nagoya.bwhotels.jp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5099 每位 $5099 每位 $5099

栄駅12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Daiichi Nishiki
www.tdh-nishiki.co.jp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4899 每位 $4899 每位 $4899

栄駅步行約3分鐘

Hotel Wing International
www.hotelwing.co.jp/nagoya/en/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4699 每位 $4699 每位 $4699

丸之內駅步行約3分鐘 2

Dormy Inn Premium
www.hotespa.net/hotels/nagoyasakae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5299 每位 $5299 每位 $5299

栄駅8號出口步行約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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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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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時間: CX 536 1010-1500
回程時間: CX 539 1610-1920

包一天全天遊
名古屋駅→音羽蒲郡*含午餐* →免々田川 →伊良湖 → 
三河灣國定公園+渥美半島縣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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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晚名古屋酒店住宿
◆ 包河津櫻油菜花限定連午餐*共乘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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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先賞河津櫻 油菜花
親手摘草莓

出發日期: 19 FEB - 10 MAR 19名古屋4天自遊行

PKG CODE: NOG_TOU_1/23/2019
Copyright©2019-2020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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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々田川 伊良湖 名古屋
1日 全天 拼車 自遊團

免小費

白川鄉文化遺產

名古屋駅→高山*含午餐* →白川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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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Feb +2400
Wing/Daiichi

Fri, Sat
9-11Feb,20-21Mar

+150

8-9Feb +4600
Best Western
Dormy Inn/Grand +20031Jan-7Feb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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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0 名古屋駅西口】Esca地下街準時集合
【飛驒高山】停留約90分鐘, 高山的歷史也可以從排列特色住宅的古街裏體會到。
日本的住宅建築主要是採用木頭、土和紙建造的。特別是高山在冬季溫度非常低，不適合使用燒製 的瓦，因此使用木板切割成的薄片以緩和的角度蓋
在屋頂上。在這裡，充滿和風特色的景象一一映入眼簾，不僅保存了建築物，也傳承了文化
【飛驒高山午餐】停留約50分鐘, 飛驒牛肉日式火鍋
【白川鄉】停留約100分鐘, 認定的世界遺產“合掌造”茅草的人字形木屋頂. 過去白川鄉被稱為秘境，是日本的一個山村。因為地處山間深雪的自然
環境，與其他地區的交流也受到限制。但也因此，同時孕育出的獨特技術及文化深深地紮根於此.
【1900-1930 名古屋車站】解散*下車位置或會因周圍交通情況影響而與上車位置不同, 詳細情形請於當天向領隊查詢*

提供您最貼心的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香港 名古屋

名古屋市區自由觀光→機場 香港

柳橋中央市場 大須觀音 大須商店街 東山天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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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全天遊 隨英語/國語司機
名古屋駅→音羽蒲郡*含烤海鮮午餐* →免々田川 →伊良湖 → 三河灣國定公園+渥美半島縣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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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 名古屋駅西口】Esca地下街準時集合

【音羽蒲郡】停留約60分鐘, 烤海鮮午餐 +採草莓約30分鐘１２月～５月可以收穫多汁香濃的草莓
【免々田川】停留約30分鐘, 愛知縣最早盛開的櫻花
【伊良湖】停留約30分鐘, 每年從1月舉辦到3月末. 活動期間，渥美半島放眼看過去都是黃色的油菜花田！其中，在半島佔地面積最大的主會場“伊良
湖油菜花花園”非常壯觀。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花田裡還舉辦各種與油菜花相關的看、吃、玩的活動
【三河灣國定公園+渥美半島縣立公園】一年四季都可遊玩的海濱療養地常綠林覆蓋的竹島. 
【1930 名古屋車站】解散*下車位置或會因周圍交通情況影響而與上車位置不同, 詳細情形請於當天向領隊查詢*

【熱田神宮】是一間充滿奇幻神話色彩的神宮,深受當地居民的愛戴
【白鳥庭園】具有日本傳統風格的園林，是市內規模最大的池泉回游式庭園, 遊客在此能夠領略到往昔的日本風采
【名古屋城】江戶時代是尾張藩藩主居城，別稱「金城」、「金鯱城」。日本100名城之一
【名古屋電視塔】名古屋電視塔跟東京、北海道札幌一起名列日本三大電視塔也是日本第一座集電波發射的鐵塔

名古屋駅→高山*含午餐* →白川鄉*含輕便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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