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置物業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通菜街 2 號鴻光商場 1 樓 7 號舖
Address: Shop 7, 1/F, Hung Kwong Bldg, 2 Tung Choi St,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368 5068 ;
(牌照號碼 Licence Number: 353471)

傳真 Fax: (852) 2368 5066

; 電郵 E-mail: info@piec.hk ; 網頁 Website: www.piec.hk

Ref: JPN5019

廣島: 廣島原爆遺址(原爆圓頂館), 宮島(嚴島神社),
山口縣錦帶橋(日本三大名橋), 姬路城(日本第一名城),
天神產紙工場(和紙), 日本料理品嚐(懷石料理), 溫井溫泉,
溫井大壩, 龍姬湖, 廣島市中心步行街, 廣島 JR 站, Outlet 購物,
4 大世界文化遺產及 2 大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 5 天交流團

錦帶橋

天神產紙工場

嚴島神社

項目對象: 所有人士
項目天數: 5 天
成團人數: 最少 15 位
酒店住宿: Dormy Inn, Super Hotel, Toyoko Inn 或同級約 3 星
航空公司: 香港航空 (直航往返, 不用轉機)
開團日期: 每月開團, 請參閱價目表
項目費用: 請參看價目表
天數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姬路城

特色:
* 交流參觀, 自由時間, 綜合體會文化遺產的體驗
* 唯一提供綜合交流考察體驗的項目
* 交流考察之如, 美食, 溫泉住宿及休閒的參觀行程
* 司機/導遊服務費已包, 全程沒有額外的收費
* 沒有額外的消費及強迫購物, 真正享受體驗的觀光
* 本中心頒發項目證書, 證明與肯定

行程
出發到日本岡山
入住名廣島市中心, 市中心夜遊, 步行街
廣島原爆遺址: (世界文化遺產, 原爆圓頂館, 並參觀遺址博物館)
廣島宮島 包來回往返船票, 船程約 15 分鐘
宮島: (世界文化遺產, 嚴島神社, 日本三景之一)
廣島 JR 站: 廣島大站, 感受日本的鐵路文化, 並遊覽附近的大
街小巷, 購物及玩樂
山口縣錦帶橋 (世界文化遺產, 日本三大名橋及奇橋的頭銜)
溫井大壩 (日本第 2 大水壩, 高 516 米, 長 385 米, 參觀, 並欣
賞排水強壯觀的美景)
龍姬湖: 自然生熊公園, 欣賞湖光山危
溫泉文化 (溫泉的體驗, 休閒享受一番)
天神產紙工場 (非物質文化遺產, 和紙: 體驗傳統做紙的過程)
懷石料理米芝蓮級餐廳品嚐
姬路城: (世界文化遺產, 位於兵庫縣, 日本第一名城的頭銜)
Outlet Mall 盡情購買便宜物品
專車送到機場, 返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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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相片只供參考; 及確保消費者權益, 詳細請參閱細則, 責任問題. 網址: http://www.palacehk.com/Pdf/TeamTerms.pdf

價格, 開團日期, 報名表請參看網站, 網止: http://www.piec.hk/Download.php

本團每月開團, 歡迎個別人士參加; 另增設包團服務, 歡迎查詢

行程調配的安排以當天為準. 如參觀的地方因休息/滿額等不能控制的因素, 而未能安排, 本中心會聯絡附近類同的地方代替, 敬請體諒

凡訂本團人士, 均可購買美亞 AIG 及安達 Chubb 保險集團提供的個人旅遊保險 8 折優惠, 歡迎查詢

費用包括: 住宿費用(酒店: 2-3 人 1 房間為原則, 渡假村/溫泉旅館: 2-5 人 1 房為原則), 經濟客位機票, 膳食, 旅遊巴接載 (須要時導遊帶領
乘坐鐵路/公交), 司機服務費, 導遊及工作人員服務費, 交流行程節目, 景點, 入場費、香港持牌旅行社行政及服務費, 團體旅遊意外平安保險

費用不包括: 證件及簽證費用, 行程以外遊覽費用, 個人消費, 個人保險, 住宿單人房附加費, 迫不得已所增費用

** 為交流者的夢想啟航! 難忘獨特的旅遊體驗! **
查詢: 電話: (852) 2368 5068 / Whatsapp: (852) 9783 0116 / 電郵: info@piec.hk /

QQ: 3482463821(港通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