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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2
REF : BUS250

東京/大阪 3天
限定開賣間訂購

–27/1期
票
必須於12/1
72 小時內出
於
須
位
訂
及一經

商務

選

GV1

出發日期：
出發日期：12/1 – 26/4/2017

“Z” Class, 2-7N

Travelport
Joint Promotion

Closed out : 26-29/1, 14-16/4
套票包括：
套票包括：
✔ 來回東京(成田
來回東京 成田)/大阪香港航空商務客位機票乙張
成田 大阪香港航空商務客位機票乙張

東
京

SEMI DOUBLE

SHARE TWIN

SINGLE ROOM

TWIN+
EXTRA BED

延期訂房（
延期訂房（每晚每房）
每晚每房）
SSB/TWN/SGL/TWN+EXTRA BED

5399

5999

5199

1230 / 1360 / 1010 /
1800

DBL

5199

Gracery Shinjuku
http://shinjuku.gracery.com
JR 新宿站東口步行 5-6 分鐘

2 晚大阪 OSAKA

✘

ABF

Hotel Nikko Osaka
www.hno.co.jp
地下鐵心齋橋站步行約 3 分鐘

✘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每人每晚)
每人每晚 :
26-27/1, 26-31/3, 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 $100
1-30/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 : $50
1-30/4 期間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期間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2-7/4, 14/4 : $130

SEMI DOUBLE

SHARE TWIN

SINGLE ROOM

TWIN+
EXTRA BED

延期訂房（
延期訂房（每晚每房）
每晚每房）
SSB/TWN/SGL/TWN+EXTRA BED

5099

5399

5799

5299

1130 / 1400 / 950 /
1860

備註：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香港航空
乘坐香港航空，
，機票有效期2-7N，
機票有效期
，機票為電子機票，
機票為電子機票，不包機場保安稅。
不包機場保安稅。
香港航空，Booking Class “Z” class，
[2] 小童佔半房或加床與成人佔半房或加床同價。
小童佔半房或加床與成人佔半房或加床同價。
[3] 小童(5歲或以下
。
小童 歲或以下)不佔床不包早餐
歲或以下 不佔床不包早餐 $4099。
[4] SHARE TWIN: 2張床房
張床房/
張床房 SINGLE ROOM: 單人房/
單人房 DOUBLE: 大床房/
大床房
SEMI DOUBLE: 房間面積比正式TWIN/
DOUBLE 細小或相等於SINGLE，
，並非正式大床 (只限兩人入住
只限兩人入住)/
房間面積比正式
細小或相等於
只限兩人入住
SHARE TWIN + EXTRA BED: 2張床房加床或大床房加床
張床房加床或大床房加床。
如要求
或DOUBLE加床
加床，
或須繳付附加費。
張床房加床或大床房加床。如要求DOUBLE或
加床，或須繳付附加費。
[5] 日本假期：
。
日本假期：11/2, 20/3, 29/4, 3-5/5。
[6] 日本酒店普遍只有TWIN
(2張床房
張床房)，
(大床房
大床房)
日本酒店普遍只有
張床房 ， 如要求DOUBLE
如要求
大床房 ，顧客在報名時可向職員要求，
顧客在報名時可向職員要求，但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但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7] 如客人非
如客人非持有有效之澳門/香港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
持有有效之澳門 香港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
香港特區護照或香港身份證，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8] 報名時必須繳付全數。
報名時必須繳付全數。
[9] Ticket issue in Galileo and Worldspan system only.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
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
約束，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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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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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GU/11JAN17/100/EN50

入住附加費 (每晚每房
每晚每房)
每晚每房 :
16-21/4, 28/4 : (TWN) $290 / (TRP) $430 / (Other room type) $150
27/1,17/3, 20-24/3, 26-31/3, 10-14/4, 30/4 :
(TWN) $290 / (TRP) $850 / (Other room type) $570
14/1, 21/1, 28/1-4/2, 11/2, 18/2, 25/2, 4/3, 11/3, 3-7/4, 9/4, 15/4,
22/4 : (SGL) $430 / (SSB) $780 / (TWN) $990 / (TRP) $1490
18-19/3, 25/3, 1-2/4, 8/4, 29/4 :
(SGL) $710 / (SSB) $1070 / (TWN) $1560 / (TRP) $2340

REF:BUS250

大
阪

ABF

XXTOUR CODE: TYOHXITB/KIXHXITB

2 晚東京 TOKYO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 2 晚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