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信假期 2.0 台中/台北/金門/澎湖優惠自由套票
出發日期: 即日 – 2018/12/31

【2018 花博饗宴】台中自由行套票 3 天 2 晚
(台中進出), X 艙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 HK$1,410 起
起
出發日期：2018/11/02~2018/12/16 <銷售日期：即日至 11/30 >
行程: 香港-台中-香港
套票包: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2 晚酒店住宿、2018 台中世界花博入場門票
<限佔床>。
酒店住宿: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標準客房連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更改以下台中酒店住宿<部份酒店不包早餐>: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
館 // 桔子商旅-台中公園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伊麗莎白酒店 // 1969 藍天飯店 //
台中 KUN HOTEL // 草悟道文創旅館 // 卡爾登飯店-台中館 // 碧根行館 // 文華道
會館 //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 逢甲商旅 // 薆悅酒店台中館 // 寶島 53 行館
//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館 // 天成文旅 // 昭盛 52 行館 // 台中亞緻大飯店 // 台中日
月千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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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溫泉饗宴】台中+苗栗泰安觀止套票
3 天 2 晚(台中進出), X 艙

HK$1,710 起
起

出發日期：即日~2018/12/16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
行程: 香港-台中-香港
<銷售日期：即日至 11/30 >

套票包: 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1 晚台中酒店住宿 +1 晚苗栗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標準客房連早餐 // 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更改以下台中酒店住宿<部份酒店不包早餐>: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
館 // 桔子商旅-台中公園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伊麗莎白酒店 // 1969 藍天飯店 //
台中 KUN HOTEL // 草悟道文創旅館 // 卡爾登飯店-台中館 // 碧根行館 // 文華道
會館 //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 逢甲商旅 // 薆悅酒店台中館 // 寶島 53 行館
//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館 // 天成文旅 // 昭盛 52 行館 // 台中亞緻大飯店 // 台中日
月千禧酒店。

苗
苗栗
栗泰
泰安
安觀
觀止
止溫
溫泉
泉會
會館
館

前住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交通小貼士: 台中苗栗
從台中高鐵站乘坐高鐵大約 18 分鐘即可到逹苗栗高鐵站。日間約每小時一班(請預先購票)。

觀止免費接駁專車時刻表: 苗栗高鐵站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高鐵苗栗站啟程資料 ~上車時間 14:15 上車地點: 高鐵苗栗站 2 號出口。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啟程資料~上車時間 11:30 上車地點: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入口櫃檯。
1. 接駁專車服務實施日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2.本項服務僅適用泰安觀止住宿貴賓使用。
3.本項服務採「定時、定點、預約」制。並需 1-3 天前以電話或 e-mail 預約。^如當日無任何預約將不發車，敬請留意。
＊預約專線：+886-37-941777; e-mail：service@papawaqa.com.tw
＊為尊重全體搭乘貴賓權益，敬請配合以下接駁時間，恕無法逾時等候。
注意事項：◎每站發車時間，依表定時間發車，抵達觀止時間約為 15:00~15:20。
◎接駁車若因當地交通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發車及到站時間，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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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信假期 2.0 台中/台北/金門/澎湖優惠自由套票
出發日期: 即日 – 2018/12/31

<i 自由>台中自由行套票 3 天 2 晚
(台中進出), X 艙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 HK$1,540 起
起
出發日期：即日~2018/12/31
行程: 香港-台中-香港

套票包: 來回香港至台中經濟位機票、2 晚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限定: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 <不包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更改以下台中酒店住宿: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 桔子商旅-台中公
園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伊麗莎白酒店 // 寶島 53 行館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中港
館 // 1969 藍天飯店 // 台中 KUN HOTEL // 薆悅酒店台中館 //草悟道文創旅館
// 昭盛 52 行館 // 文華道會館 //台中亞緻大飯店 //卡爾登飯店-台中館 //碧根行
館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逢甲商旅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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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由>吃喝玩樂台中+台北自由行套票
3 天 2 晚(中入北出) X 艙
出發日期：即日~2018/12/31
行程: 香港-台中 //台北-香港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 HK$2,100 起
起

套票包: 香港-台中//台北-香港經濟位機票+1 晚台中酒店及 1 晚台北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限定: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 <不包早餐> +台北福君海悅大飯店
<包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更改以下台中酒店住宿: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 桔子商旅-台中公
園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伊麗莎白酒店 // 寶島 53 行館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中港
館 // 1969 藍天飯店 // 台中 KUN HOTEL // 薆悅酒店台中館 //草悟道文創旅館
// 昭盛 52 行館 // 文華道會館 //台中亞緻大飯店 //卡爾登飯店-台中館 //碧根行
館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逢甲商旅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或更改以下台北酒店住宿: NEOSOHO 台北車站館 // 璞邸城市膠囊旅店 // 懷寧
飯店 // 城美大飯店 // 台北君品酒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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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由>台中+金門自由行套票 3 天 2 晚
(台中進出), X 艙
成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 HK$3,290 起
起
出發日期：即日~2018/12/27
行程: 香港-台中-金門-台中-香港

套票包: 經濟位來回香港至台中及內陸機票來回台中至金門、2 晚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限定: 金門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包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建議航班: 香港-->台中 AE1820 1010/1145
台中-->金門 AE769 1620/1720 11 月後 1605/1705
金門-->台中 AE768 1500/1600
台中-->香港 AE1831 1820/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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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信假期 2.0 台中/台北/金門/澎湖優惠自由套票
出發日期: 即日 – 2018/12/31

<i 自由>台中+澎湖自由行套票 4 天 3 晚
成
(台中進出), X 艙
成人
人每
每位
位 HK$3,750 起
起
出發日期：即日~2018/12/31
行程: 香港-台中-澎湖-台中-香港
套票包: 經濟位來回香港至台中及內陸機票來回台中至澎湖、3 晚酒店住宿。
酒店住宿限定: 第 1 晚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不包早餐>、第 2-3 晚澎湖
福朋喜來登酒店<包早餐>。
**主行程酒店住宿必須與行程相同。
*可繳付差價更改以下台中酒店住宿: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 桔子商旅-台中公
園店 // 星動銀河旅站 // 伊麗莎白酒店 // 寶島 53 行館 //皇家季節酒店-台中中港
館 // 1969 藍天飯店 // 台中 KUN HOTEL // 薆悅酒店台中館 //草悟道文創旅館
// 昭盛 52 行館 // 文華道會館 //台中亞緻大飯店 //卡爾登飯店-台中館 //碧根行
館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店 //逢甲商旅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或更改以下澎湖酒店住宿: 勝國大飯店 // 澎湖長春大飯店 // 澎湖日立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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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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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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