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動價】即時確認 │台北自由行套票 3-31天 PID2727_LWA03
香港航空 $1,290+
費用包括
* 香港至台北來回機票(經濟客位)
* 2晚酒店住宿(早餐安排需視乎個別酒店或房間種類而定)
出發日期：26/11/2017至11/04/2018
香港航空
酒店

台北

早餐

√

酒店
星级

3

酒店位置

房間類別

西門町商圈

(Chic Double Room(Free
WiFi Promotion))
(Promotion)
JETSO:

成人(每位)
雙人房(佔半房)

$1,290+

入住期間每房均提供
pocket wifi一部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尚有更多其他城市選擇
台北

(尚有更多酒店可供選擇，詳情請瀏覽www.wingontravel.com)

台北泡泡飯店(Hotelpoispois)
台北萬事達行旅(Wonstar Hotel

Zhong Hua)

台北萬事達行旅(Wonstar Hotel

Zhong Hua)

台北萬事達行旅(Wonstar Hotel

Zhong Hua)

×

3

忠孝敦化商圈

√

3

西門町商圈

√

3

西門町商圈

√

3

西門町商圈

(Standard Room)
(Star Double Room(Free WiFi Promotion))
(Promotion)
JETSO:
入住期間每房均提供pocket wifi一部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Standard Twin Room (Free WiFi Promotion)
(Promotion)
JETSO:
入住期間每房均提供pocket wifi一部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Standard Double Room (Free WiFi Promotion))
(Promotion)
JETSO:
入住期間每房均提供pocket wifi一部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台北萬事達行旅(Wonstar Hotel

Zhong Hua)

台北德立莊酒店-昆明館(Hotel

PAPA WHALE)
台北德立莊酒店-昆明館(Hotel
PAPA WHALE)
台北德立莊酒店-昆明館(Hotel
PAPA WHALE)
台北華山文旅(Wallsun Hotel)
台北德立莊酒店-昆明館(Hotel
PAPA WHALE)
台北德立莊酒店-昆明館(Hotel
PAPA WHALE)
台北華山文旅(Wallsun Hotel)
台北西門享樂文旅-開封館
(Hedo Hotel Ximen
Kaifeng,Taipei)
台北西門享樂文旅-開封館
(Hedo Hotel Ximen
Kaifeng,Taipei)
台北德立莊酒店-昆明館(Hotel
PAPA WHALE)
台北西門俞美精品飯店(Hotel

B6)

(Chic Double Room(Free WiFi Promotion))
(Promotion)
JETSO:
入住期間每房均提供pocket wifi一部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

3

西門町商圈

√

3

西門町商圈

(SOHO Superior Twin Room (No Window))

√

3

西門町商圈

(Superior Twin Room)

√

3

西門町商圈

(SOHO Elegant Double Room (No Window))

×

3

忠孝敦化商圈

Deluxe Room

√

3

西門町商圈

Deluxe Quad Room (2DBL)

√

3

西門町商圈

(Elegant Triple Room)

×

3

忠孝敦化商圈

(Exquisite Room)

√

3

台北火車站

(Deluxe Quad Room (2DBL))

√

3

台北火車站

(Deluxe Triple Room (1DBL+1SGL))

√

3

西門町商圈

(Elegant Double Room)

√

3

西門町商圈

(Superior Room) (Promotion)
JETSO:
入住期間每房均包pocket wifi一部以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

3

台北火車站

(Deluxe Double Room)

西門町商圈

(Standard Room) (Promotion)
JETSO:
入住期間每房均包pocket wifi一部以供客人使
用(部分日期不適用)

台北西門享樂文旅-開封館

(Hedo Hotel Ximen
Kaifeng,Taipei)
台北西門俞美精品飯店(Hotel

B6)

專享特惠

√

3

自費增值項目
【全台】原燒優質燒肉套餐 (每位)
【全台】夏慕尼新香榭鐵板燒套餐 (每位)
【全台】小蒙牛麻辣養生火鍋 - 雙人吃到飽
【全台】王品台塑牛排套餐 (每位)
【全台】藝奇新日本料理套餐 (每位)
【全台】西堤牛排套餐 (每位)
【全台】陶板屋和風料理套餐 (每位)
台北原創花雕雞 (雙人)
台北富利得利歐式餐廳 (雙人)

觀光遊

全台最美六大瀑布之桃山瀑布◎桃山步道一日
北海岸一日遊 (每位)
北海岸及野柳朱銘美術館一日遊 (星期一至五)
北海岸及野柳朱銘美術館一日遊 (星期六及日)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三峽鶯歌陶藝之旅(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台北市經典建築之旅(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國
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平溪及九份金瓜石之旅(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
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淡水紅毛城八里左岸(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國
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烏來瀑布及原住民部落(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
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野柳及北海岸金山老街(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
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陽明山及北投地熱溫泉(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
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八煙聚落及北投溫泉博物館 (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
言: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台北市區半日遊 (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石碇千島湖及八卦茶園 (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言:
國語
台灣專用觀光的士遊：草山行館及前山公園賞花 (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4人; 司機語
言:國語
夜九份 (每位)
宜蘭浪人之旅 (每位)
宜蘭溫泉之旅 (每位)
宜蘭賞鯨之旅 (每位)
東北角奇岩及黃金海岸線一日遊 (星期一至五)
東北角奇岩及黃金海岸線一日遊 (星期六及日)
東北角海岸及金瓜石九份一日遊 (星期一至五)
東北角海岸及金瓜石九份一日遊 (星期六及日)
東北角自然文化體驗之旅
楓拉拉同樂會

門票

【全省】台灣名湯聯合泡湯通用券(三張)
【台灣好行】木柵平溪線一日套票
六福村主題樂園1日門票 (不適用於水上樂園) (每位)
北投春天酒店溫泉券乙張(每張券只限單人於「露天風呂」大眾湯泡湯乙次或可一併
使用2張券於「室內湯屋」雙人泡湯乙次(限時為一小時) (每位)
台北My+DNA多元親子館 (親子體驗遊-包1大人1小童[0至8歲])
台北市兒童樂園(新樂園)-遊樂券(入園+遊樂設施聯合優惠套票) 2人使用
台北袖珍博物館 (每位)
台灣農場趴趴走-美食體驗券 (每位)
小人國主題樂園1日門票 (每位)
朱銘美術館 (每位)
追風奇幻島樂園 (每位)

交通接駁

《台北捷運卡 ~ 一日》(無限次使用)
《台北捷運卡 ~ 二日》(無限次使用)
單程台北市區酒店至桃園機場seat-in coach接送服務 (不包括北投地區酒店)(服務時
間只限早上0900-下午1830)
單程桃園機場至台北市區酒店seat-in coach接送服務 (不包括北投地區酒店)(服務時
間只限早上0900-下午1500)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台北桃園機場專車送機服務 (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14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台北桃園機場專車送機服務 (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58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宜蘭礁溪地區專車服務(不包括羅東地區-五結鄉、蘇澳及
冬山鄉)(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1-4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宜蘭礁溪地區專車服務(不包括羅東地區-五結鄉、蘇澳及
冬山鄉)(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5-8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宜蘭羅東地區專車服務(不包括礁溪地區、蘭城晶英酒店及
冬山鄉及蘇澳地區酒店) (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1-4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宜蘭羅東地區專車服務(不包括礁溪地區、蘭城晶英酒店及
冬山鄉及蘇澳地區酒店) (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5-8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宜蘭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及宜蘭蘇澳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
飯店專車服務 (不包括礁溪地區、蘭城晶英酒店及羅東地區-五結鄉)(每程/每車) 最大
載客人數: 1-4人
單程由台北市中心酒店至宜蘭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及宜蘭蘇澳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
飯店專車服務(不包括礁溪地區、蘭城晶英酒店及羅東地區-五結鄉) (每程/每車) 最大
載客人數: 5-8人
單程由台北桃園機場至台北市中心酒店專車接機服務 (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 58人
單程由台北桃園機場至台北市中心酒店專車接機服務 (每程/每車) 最大載客人數:1-4
人

產 品條款
1. 此價目表的所有價格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只作參考之用，價格可能因外幣、機票、酒店價格浮動而更
改，而酒店額外優惠（JETSO）亦會因應酒店提供而更改，確定套票價目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均以系統
報名當時為準。
2. 日本酒店：Semi Double Room之面積較雙人房為細；Semi Double房內只提供1張約 4尺闊的床，而SemiTwin 房內只提供1張單人床及1張梳化床(SOFA BED)﹔此兩種房間均一律不設加床並只限2位客人入住，
而2至11歲小童入住均須付佔半房價錢，敬請留意；另“雙人房+加床”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
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疊床或沙發床。
3. 台灣酒店：按酒店條款規定，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身高不超過100厘米之2至11歲小童；否則必須以加床或佔
半房價錢收費；若有未經本公司申報之小童入住，酒店會拒絕讓所有同行旅客入住，所有已繳付之費用亦不
予發還，顧客須自行承擔有關責任。
4. 如2人或以上於同一機票訂位內訂位，所有旅客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及所有行程、航班
必須相同。若屆時其中一位旅客未能如期出發，將會影響其同行旅客亦不能出發。
5. 根據個別國家酒店規定，如顧客未滿18歲而未有父母同行，其訂房須待酒店覆核及回覆作實，否則須取
消訂位。
6. 每房需最少一位客人持有有效香港特區(SAR)或英國海外(BNO)護照入住。
7. 入住單人房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如產品註明是最少2位成人同行，該產品必須最少2位成人同行並各佔
一單人房。
8. 每房最多可容納3位成人或2位成人+1位小童入住，Semi Double Room或特別注明除外。
9. 「自費增值項目」的可供訂購日期及價格以網上資料/報名時為準。
10. 以上行程安排一經確定，恕不退款或作任何更改。
11. 以上價目不包括任何機場稅、機場安檢費、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應付稅項；如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

加費，客人須補回或可取回差額。(此稅項另加每位全程$40手續費)
12. 以上酒店星級僅供參考。
13. 確保消費者權益，詳情請參閱機票+酒店套票報名及責任細則。
更新日期：23/11/2017 牌照號碼: 350074
參考編號：PID2727_LWA03-20171123-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