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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 OSA524

大阪 | 有馬溫泉月光園旅館系列

和牛滿喫之旅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1/9/2020-31/3/2021
出票日期、旺季、轉乘其他Booking Class或轉乘其他航空公司，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大阪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來回大阪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 2晚大阪酒店住宿+1/2晚有馬溫泉住宿連早晚餐

GV2

“Q” Class 2-7N

神戶有馬溫泉 是日本三大名泉之一，

TOUR CODE : KIXCXIT

行程中歎大阪市和牛燒肉及於有馬溫泉品嚐“神戶牛”料理。來一次和牛滿喫之旅

對香港人來說亦絕不是一個陌生的溫泉地。
今次嚴選有馬溫泉區內其中一家人氣溫泉旅館 – 月光園。
REF : OSA524(A)

月光園內再細分兩幢不同風格的日式旅館﹕
游月山莊及鴻朧館，帶給你不一樣的住宿體驗。

月光 園溫 泉旅 館的 特色
月光園擁有自家的溫泉泉源，
兩館一共有9個大浴場﹕
有可將落葉山一覽無遺的展望大浴場，
亦有可將天然美景盡收眼底的露天溫泉。
若想享有更高私隱，
可向酒店租借貸切風呂。

神戶美食的關鍵詞一定是神戶牛。
於日本，提供神戶牛的餐廳有很多。
但獲得日本神戶牛官方機構頒發
證書認可的餐廳卻很少，全國大概
只有90家。月光園便是其中一家，
保證旅館內所食用的神戶牛是
新鮮美味的正貨。

套票2大專享優惠
① 包心齋橋GRAND HOTEL內燒肉牛太本陣
餐廳“彩之上盛”套餐<約2人份量>
1間DBL/TWN:包1客

*預約時請提供用餐日期

1間TWN+X-BED:包2客

*餐劵將於辦理入住時派發

只限佔床客人

② 有馬溫泉酒店晚餐每人多包追加菜式
“120g網燒神戶牛一份 ”
*以上優惠連住2晚有馬溫泉客人只包第1晚,
第2晚加購附加費 $390 (每人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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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園沿著山丘興建，日本四季最精彩的景色﹕
春櫻、夏綠、秋楓、冬雪都可以於月光園裡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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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Class 2-7N

出票日期、旺季、轉乘其他Booking Class或轉乘其他航空公司，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大阪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來回大阪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 2晚大阪酒店住宿+1/2晚有馬溫泉住宿連早晚餐

月光園 游月山莊

晚餐/ 早餐:自助餐

http://www.gekkoen.co.jp/yuugetu/

和室8帖

有馬溫泉站下車後轉乘酒店接駁車 (詳情請與酒店聯絡)
2人一房
(DBL @ 大阪)

2晚大阪市＋1晚溫泉酒店
2晚大阪市＋2晚溫泉酒店

2人一房
(TWN @ 大阪)

3人一房

4人一房

6199 6299 6099 6099
7499 7699 7299 7199

溫泉酒店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 $680(2人一房) // $420(3人一房) // $250(4人一房)
•11月(星期日至星期五 ): $340
•11月(星期六及日本假期前夕) : $340(2人一房) // $830(3人一房) // $580(4人一房)

溫泉酒店Closed out :
1-2/9, 13-14/10, 21-22/12, 26-31/12, 1-3/1, 18-20/1, 2-3/3

月光園 鴻朧館
http://www.gekkoen.co.jp/kourokan/

晚餐:會席料理/ 早餐:和定食

有馬溫泉站下車後轉乘酒店接駁車 (詳情請與酒店聯絡)

和室12帖

2人一房
(DBL @ 大阪)

2晚大阪市＋1晚溫泉酒店
2晚大阪市＋2晚溫泉酒店

2人一房
(TWN @ 大阪)

3人一房

4人一房

6899 6999 6699 6599
8899 8999 8499 8299

溫泉酒店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 $1070(2人一房) // $830(3人一房) // $580(4人一房)
•11月(星期日至星期五 ): $330
•11月(星期六及日本假期前夕) : $1480(2人一房) // $1320(3人一房) // $1070(4人一房)

溫泉酒店Closed out :
1-2/9, 13-14/10, 21-22/12, 26-31/12, 1-3/1, 14-20/1, 2-3/3

大阪

TOUR CODE : KIXCXIT

提升入住至露天風呂附客室附加費(每人每晚)：$580

Shinsaibashi Grand Hotel - 本館/別館
http://grand-hotel.co.jp

地下鐵長崛橋站步行約5 分鐘

延期訂房 (每房每晚) : (DBL) $970/ (TWN) $1100/ (TWN+Extra Bed) $1370
入住附加費 (每晚每房): 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200
*4人一房將安排入住2間T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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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酒店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部分溫泉酒店，小童(1歲以上)，須付入房費或照成人價錢計算，請向職員查詢。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早餐及晚餐內容因應季節及當天食材而有可能作出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3. 晚餐時間大多設定為晚上6時至8時。逾時不侯，亦不設退款。請小心計劃行程及時間 。 3.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 時間及機型之權利。
4. 每間酒店內的溫泉設施包括房間內的風呂, 公共大浴場, 露天風呂，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貸切風呂所使用的水 並不一定含有溫泉泉水成份。敬請留意。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航空。Booking Class “Q”，最少 2 位成人方可成行，機票有效期 2-7晚，機票使用電子機票。
2. 所有已報名的客人必須同行，不可缺一，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同，另所有客人必須同時辦理登機手續及於同一個 PNR BOOKING 內訂位。
3. 小童佔半房或加床照成人佔半房或加床價錢減收 $710。
4. SHARE TWIN : 2張床房 / SINGLE ROOM : 單人房 SEMI DOUBLE : 房間面積及床的尺寸比正式 TWIN/DOUBLE 細小或相等於SINGLE，並非正式大床 SHARE TRIPLE /
TWIN+EXTRA BED : 兩張床房加床。 而加床 (Extra Bed) 並非正式固定床，尺寸會比正式固定床為小，有機會是梳化床/拉床/摺床。日本酒店普遍只有TWIN (2張床房)，
如要求DOUBLE (大床房) ，顧客在報名時可向職員要求，但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而部份酒店如要求Double房間或三張固定床需另收附加費，敬請留意。
5. 日本假期︰2020年 : 21-22/9, 3/11, 23/11 ; 2021年 : 1/1, 11/2, 23/2, 20/3 。
6.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OSI：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XXX Hotel”must be shown in each booking made or changed.
Subject to booking cancellation if“OSI”element not append in PNR.
7. 酒店之自選項目 (包括早餐、晚餐等) 必須於訂房時一併預訂及佔床之客人方可享有以上自選價錢。

REF : OSA524(B)

轉換其他大阪酒店每人每晚可減: (DBL) $420/ (TWN) $490/ (TWN+Extra Bed) $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