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去吃吧！台北 』免費住宿優惠篇 |
3 / 4 日 套票 出發日期：12/4/2018至31/3/2019 | 3 / 4 Days

台北/高雄/台南/台中
Taipei/Kaohsiung/Tainan/Taichung

Travel Period : 12/4/2018-31/3/2019

3

台灣美食多，吃貨又怎能錯過呢!! 就讓中華航空帶你吃盡台北地道美食!!

晚住宿

今年一月份台灣觀光局邀請華航與食神
Michael共赴台北拍攝一系列美食影片-「飛
去吃吧，台北！」。影片共10集，除了推介
多間米芝蓮星級及平民美食餐廳外，亦含介
紹華航多款特色機上餐點、華膳空廚製作飛
機餐點的過程及一些空廚小知識，為大家帶
來「飛」一般的美食攻略。美食當前，立

*

= 晚價錢
2

*凡於12/4/2018-31/3/2019
期間入住以下指定飯店，
均可享第３晚免費
住宿優惠。

刻 起 飛 ! ! 旅 行 台灣 ， 首 選 華 航 。

 來回中華/華信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旅遊責任險、意外傷害醫療險及24小時海外緊急醫療支援服務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I/AE

 2/3 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Travel liability insurance, accidental injury medical insurance & 24-hour emergency
overseas medical assistance service

2/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Twin Sharing (from)

Single Room (from)

雙人房售價(起)

單人房售價(起)

$2140

$3150

老爺會館-南西 Royal inn Taipei Nanxi

2180

3230

富驛時尚酒店 FX Hotel＃☼免費升等至行政時尚房

2220

3310

商旅官邸別館 Les Suites Grandee

2430

3730

亞都麗緻大飯店 The Landis

2750

4360

商旅大安館 Les Suites Da-Aa

2870

4610

商旅慶城館 LES Suites Ching-Cheng

3060

5000

美福大飯店 Grand Mayfull ☼免費享用葡萄酒一瓶(每房)

3260

5380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 Shangri La Far Eastern Plaza Hotel

3340

5330

晶華酒店 Regent Hotel＃☼免費升等至寰宇客房

3400

5380

喜來登大飯店 Sheraton Hotel

3460

5800

誠品行旅 eslite Hotel

3920

6460

飯店名稱 Hotel Name

台北 Taipei
老爺會館-林森店 Royal Inn Taipei Linsen

備註：

- 免費住宿優惠(第三晚)必需與第二晚連續，並於行程期間內使用，不可分段進行。指定飯店＃除外
- 所有房種升級優惠，以飯店供應情況而定及以飯店作最終決定

＃第一及第二晚需連續住宿，免費住宿優惠(第三晚)不需與第二晚連續，可選擇於行程期間內使用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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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高雄/台南/台中 Taipei/Kaohsiung/Tainan/Taichung
3 / 4 日 套票 出發日期：12/4/2018至31/3/2019 | 3 / 4 Days

晚住宿

2*

晚價錢

*凡於12/4/201831/3/2019期間入住以下
指定飯店，均可享
第３晚免費住宿
優惠。

Travel Period : 12/4/2018-31/3/2019

飯店名稱 Hotel Name

=

Twin Sharing (from)

Single Room (from)

雙人房售價(起)

單人房售價(起)

台中 Taichung
碧根行館 Beacon Hotel

$1890

$2650

2430

3730

老爺行旅 The Place Tainan

2020

2900

友愛街旅館 UIJ Hotel and Hostel

2020

2900

晶英酒店 Silks Place Tainan

2180

3230

2350

3560

2550

3810

☼雙人房(二小床)：摩根套房(二中床)
☼雙人房(一大床)：華漾套房(一大床)
永豐棧酒店 Tempus Hotel＃
☼免費升等至大墩館溫馨闔家客房(二大床)
☼免費獲取生活會館各設施使用券一張

台南 Tainan

高雄 Kaohsiung
漢來大飯店 The Grand Hi Lai Hotel
君鴻國際酒店 85 Sky Tower Hotel＃
☼免費使用位於 66 樓的商務中心
☼免費享用小點心及含酒精飲料(每日 1800~2000)
備註：

- 免費住宿優惠(第三晚)必需與第二晚連續，並於行程期間內使用，不可分段進行。指定飯店＃除外
- 所有房種升級優惠，以飯店供應情況而定及以飯店作最終決定

＃第一及第二晚需連續住宿，免費住宿優惠(第三晚)不需與第二晚連續，可選擇於行程期間內使用
機票附加費(以每成人每航段 HK$計)
訂位艙等

一人成行
GV1

經濟艙

X
N
H
Q
R
T

去/回程
--35
75
110
150
220

訂位艙等
經濟艙
商務艙

V
M
B
D
C

Price Includes :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I/AE
• 2/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 Travel liability insurance, accidental injury medical insurance &
24-hour emergency overseas medical assistance service
• 0.15% TIC Levy
Terms & Conditions :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12Apr18-31Mar19;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1Mar19
• Booking class : X
Ticket validity : 2-14days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HK security charge, airport tax & fuel surcharge are not included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去/回程
335
620
820
1055
1740

回程可自由選擇
台北、高雄、
台南或台中返港

費用包括：
• 來回中華/華信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3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 旅遊責任險、意外傷害醫療險及24小時海外緊急醫療支援服務
• 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 有效日期：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3月31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完成
• 訂位代號：X
機票有效期 : 2-14日
•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 費用並未包括香港機場保安稅、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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