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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7

Relax in All Spa Inclusive

REF : USM180

蘇梅島 4/5天
4/5天
每日2班直航
每日 班直航
全程只需約3小時
小時
全程只需約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13/6 – 31/10
套票包括：
套票包括：
✪ 直航來回蘇梅島經濟客位機票
直航來回蘇梅島經濟客位機票
✪ 3/4 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 來回機場至酒店接送

GV1“T”
”class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
請參閱網頁內相關曼谷航空蘇梅島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BLOCK SEATS
5 Days

X2 Koh Samui Resort

http://x2resorts.com/resorts/samui

位於蘇梅島的南岸 - Hua Thanon海灘上
海灘上，
，環境清幽寧靜，
海灘上，整間酒店只有26間
整間酒店只有 間Villas，
環境清幽寧靜，
相配合。
是泰國第一間以 “All Spa Inclusive”
跟酒店的經營理念 - “Relax”相配合
相配合。X2 Koh Samui是泰國第一間以
為Concept的酒店
的酒店，
既身心來享受旅程！
的酒店，住客每天均可享受 “Unlimited Spa” 療程，
療程，用「放鬆」
放鬆」o既身心來享受旅程
既身心來享受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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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乘坐
早去晚返航班
ROOM TYPE

Spa Garden Villa
Till 31/10

(King Bed)
<85 sqm>

Spa Pool Villa
<162 sqm>

4 Days

(T class)

SHARE TWIN

SINGLE ROOM

5899

7799

EXTRA BED

EXTENSION NIGHT
TWN/SGL

1260

5959
6599

9299

EXTRA BED

5 Days

(Block Seats)

SHARE TWIN

SINGLE ROOM

6799

9299
6799

640
1700

1/8-15/9 surcharge (per room night) :
Spa Garden Villa $350
Spa Pool Villa $450

EXTRA BED

7699

11199

Child under 12 years old are NOT accepted

Spa centre opening hours : 10am-10pm
(latest appointment at 8pm)
Advance reservation is suggested and subject to spa centre availability

備註：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曼谷航空，
乘坐曼谷航空，適用於星期日、
適用於星期日、一、二出發。
二出發。
-Booking Class” T” : 機票布有效期0-13晚
晚，不適用於PG873航班
航班。
機票布有效期
不適用於
航班。
-Block seats: 適用於指定日期及航班，
適用於指定日期及航班，機票有效期4晚
機票有效期 晚，訂位由本公司負責。
訂位由本公司負責。
[2] 小童佔半房或加床按成人佔半房或加床 “T” class 減收$850
/ Block seat 減收$950
。
減收
減收
[3] 小童不佔床不包早餐“T”
class $3199 / Block seat $3399 。
小童不佔床不包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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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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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pa Inclusive Information

REF:USM180

Inclusive of
Daily Champagne breakfast
Daily All Spa Inclusive : minimum Guarantee 120 mins Spa Treatment per person per day
<for paying adults during their stay from standard check-in time (2pm) to check-out time (12noon)>
Water sport facilities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eg Kayaking, Bicycle and Petanque)
Daily scheduled shuttle service to Lamai beach and Chaweng beach

TOUR CODE : USMPGP5/IT

Period of St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