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信假期 2.0 台中/台中+台北優惠自由套票
出發日期: 2018/12/26 – 2019/3/31

<i 自由 > 台中自由行套票 2 天 1 晚 (台中進
出), X 艙
出發日期：2018/12/26~2019/3/31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H
HK
K$$11,,554400 起
起
行程: 香港-台中-香港
套票包: 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1 晚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限定: 臺中慕戀商旅 ~標準客房 <不包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升級以下台中酒店住宿<部份酒店不包早餐>: 星悅大飯店 //薇米精品
商旅 //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 // 伊麗莎白酒店// 寶島 53 行館 // 卡爾登飯
店-台中館 // 中欣精品商務飯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文華道會館 // 台中承億文旅台中鳥日子 //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 台中富信大飯店 // 草悟道文創旅館 //
昭盛 52 行館 // 桔子商旅-台中公園店 //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中港館 // 1969 藍天
飯店 // 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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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花博】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自由行套
票 2 天 1 晚(台中進出), X 艙
出發日期：2018/12/26~2019/3/31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H
HK
K$$11,,557700 起
起
行程: 香港-台中-香港
套票包: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1 晚酒店住宿、2018 台中世界花博入場門票
<限佔床>。
酒店住宿: 臺中慕戀商旅 ~標準客房 <不包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升級以下台中酒店住宿<部份酒店不包早餐>: 星悅大飯店 //薇米精品
商旅 //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 // 伊麗莎白酒店// 寶島 53 行館 // 卡爾登飯
店-台中館 // 中欣精品商務飯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文華道會館 // 台中承億文旅台中鳥日子 //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 台中富信大飯店 // 草悟道文創旅館 //
昭盛 52 行館 // 桔子商旅-台中公園店 //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中港館 // 1969 藍天
飯店 // 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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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花博】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自由行套
票 3 天 2 晚(中入北出), X 艙
出發日期：2018/12/26~2019/3/31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H
HK
K$$22,,005500 起
起
行程: 香港-台中// 台北-香港
套票包: 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1 晚臺中酒店+1 晚台北酒店住宿 + 2018 台
中世界花博入場門票 <限佔床>。
酒店住宿限定: 臺中慕戀商旅 ~標準客房 <不包早餐> // 台北太空艙旅舍衡陽館
~ 1 張上下舖床。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升級台中或台北酒店住宿: 台中酒店選擇同上，台北酒店選擇: 富麗安
商務飯店 // 儷萊商旅 //西門大飯店 //桔子商旅-館前店 // 六福客棧 // 頭等艙飯店
// 國王大飯店 //豪景大酒店 //捷絲旅-林森館 //慶泰大飯店..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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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信假期 2.0 台中/台中+台北優惠自由套票
出發日期: 2018/12/26 – 2019/3/31
機票附加費(以成人每位每航段計算)

經濟艙 <附加費>
X艙

--

N艙

每航段 $35

H艙

每航段 $75

0-14 天

旺季附加費: 出發日期於 2018 年 12 月 29-30 日及
2019 年 2 月 3-6 日需額外徵收每位 HK$500
備註：
 此產品必須透過 “ 華信假期”網站報價及預訂，由於酒店價格浮動，一切以網上最後公怖價格為準。
 套票須於出發前 5 個工作天訂購，於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
 以上價錢以每成人計算<必須 2 成人同行>。單人、加床或小童價錢需行另人報價。
 訂位代號：經濟艙 ~ X 艙，艙 ，機票有效期: 1-14 日。
 兒童: 2 至 12 歲以下(未滿 12 歲)使用兒童售價，訂房時需加註兒童年齡。
 華信航空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乙張 (電子機票)。(回程可選擇經由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返港) 。
 內陸航班免費托運行李由 20 公斤升級至 30 公斤,但必須出示國際段機票。
 費用不包含每日旅館客房清理及行李小費、護照新辦及簽證、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只適用於華信/中華航空公司營運之航班。 機票不可轉乘其他航空公司，不可更改行程及不可退票。
 以上價格不包括香港機場保安稅及香港、當地離境稅及燃油附加費。
 旅遊套餐發出後，任何未使用之服務(如機票、酒店住宿或任何膳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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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更改及終止，本公司恕不另行通知。
 因各酒店辦理入住年齡限制不同，故未滿 18 歲旅客請於需求訂房時與業務再次確認酒店是否可辦理入住。
 如有任何爭議，華信假期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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