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預訂•明年優惠
宜蘭•晶泉丰旅

ISSUE 1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 2/1 － 31/3/2019
旺季﹑轉乘其他Booking Class或轉乘其他航空公司，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台北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至台北國泰/國泰港龍經航空濟客位機票乙張

~ 3 晚酒店住宿

REF : TPE378

GV2 “Q”Class 2-7N

~ 天天早餐

「晶泉丰旅」隸屬於晶華麗晶酒店集團。

位於北台灣知名的溫泉勝地，宜蘭縣礁溪鄉最熱鬧的市中心。

首間精品溫泉渡假酒店。全館設計採用大地色系格柵將飯店圍繞，
創造出隱密的空間。

客人可使用捷絲旅宜蘭礁溪館以下設施：
1) 澄 大浴場；2) 露天風呂；3) 傳統遊藝間；
4) 奶奶的文具店

感受自然之美與心靈全然放鬆的無上體驗

※必須於訂位時預訂，晚餐安排於第一天享用，用餐時間17:30-19:00
※定時調整菜色。怒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套餐內容
1

健康蔬食吧

2

嚴選肉品 - 下肩胛肋眼牛/ 丹麥梅花豬肉 (2選一)

3

季節時蔬 - 蕃茄、三星蔥、筊白荀、玉米筍等等

4

食事 - 白Q白米飯/ 讚岐烏龍麵 (2選一)

5

Haagen Dazs放題

GU/26SEP18/200/50P for 2

嚴選細緻均勻分佈油花牛肉及豬肉，肉質細嫩多汁，
搭配多樣化溫泉蔬菜多在地三星蔥，味美鮮甜！

REF : TPE378C10 (A)

連泊3晚，每位成人包壽喜燒晚餐一次 (2人以上起鍋)

TOUR CODE : TPECX/KAIT

www.wellspringsil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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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泉丰旅 Wellspring by Silks

家庭客房 Family Twin

2成人
3成人

3299
3399

4成人

2899

2成人

3899

入住附加費 (每晚每房)
星期六：$520 (Superior Room/ Hollywood Suite)/ $1020 (Family Twin)
小童7-11歲入房費：$300 (每人每晚；不佔床包早餐)
小童(身高115-140cm)加訂壽喜燒晚餐：$130 (每人每餐)

加訂專車接駁 (每車每程)

$350

$400

$500

桃園機場

礁溪酒店或回程

$800

$850

$1100

$650

$700

$950

礁溪酒店或回程

* 只適用早上8時至晚上9時期間用車
* 如遇台灣特殊節假日，須另外報價
* 報名時請提供客人姓名、人數、接送點及當地聯絡電話

報名熱線 3913 6000

牌照號碼 Licence No. : 350731

9座車

(最多乘坐6人)

台北市酒店或回程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航空 ，乘坐國泰/國泰港龍航空，Booking Class “Q”
指定出發及回程日期，指定航班，詳情請參照機票附加費表。
[2] 最少2位成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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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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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收 $250。
[4]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
“OS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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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回機票日期需與入住酒店之天數相同

郵輪報名專線
3913 6100
安運婚旅專線
3913 6166
商務會議及獨立包團部 3913 6160
3913 6083
Club Med 服務中心

7座車

(最多乘坐4人)

桃園機場

台北市酒店

Black-out dates：2/2-10/2

5座車

(最多乘坐3人)

GU/26SEP18/200/50P for 2

泉思套房 Hollywood Suite

價錢(每位)

REF : TPE378C10 (B)

雅緻客房 Superior Room

每房入住人數

TOUR CODE : TPECX/KAIT

房型

觀 塘 3913 6043
旺 角 3913 6053

日本小班旅行 3913 6060

觀塘鴻圖道73-75號KOHO 9樓A室
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16樓1608室

渣打銀行：447-0065-2224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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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及時間之權利。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匯豐銀行：502-137995-001

荃灣分行 3913 6093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照常營業
中 環 3913 6033
銅鑼灣 3913 6023

德輔道中48-52號裕昌大廈11樓1101室
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34樓3401室

恒生銀行：773-649959-001

中銀集團：031-349-0030-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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