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天 

 
Location 

 
Hotel (s) 

 
Room Type 

 
Period of Stay 

 
Breakfast 

2人同行1口價 
Price for 2 

 

 
Diary Hotel 
www.diaryhotel.com/home.aspx 

Standard 
14 - 30Apr 

a 
1990 

01 May – 10 Jul 2170 

( ) 
Go Sleep Hotel (Hankou ) 
www.gohomesleep.com/Hankou/home.php 

Double 

14 – 30 Apr 

a 
2110 

01 May- 10 Jul 2170 

 
Ximen Citizen Hotel 
www.ximen-citizenhotel.com/ 

Standard 

14 Apr – 31 May 

a 

2310 

01Jun – 10 Jul 2370 

 
 

 
Caesar Park Hotel 
www.taipei.caesarpark.com.tw 
Surcharge date : 03-08Jun 

Superior 
14 Apr – 31 May 

x 
3190 

01Jun – 10 Jul 3270 

備註 : 

1. 雙人房為: 2 張單人床或 1 張雙人床。 

2. 以上價目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有關稅項。 

3. 此價目以港幣每位計算， 

    最少 2 位成人同行，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同。 

4.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敬請旅客留意。 

5.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6. 費用以報名當時為準，行程一經確認後，如需更改恕不退款。 

7. 詳情請參閱收據或報名表之細則，或向各櫃位職員查詢。 

8.價目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9.有效日期: 2013年09月17日或之前完成旅程。 

10.機票不適用 : 2013年6月28-30日, 7月11-17日及8月24-27日。 

11.訂購日期只適用於2013年6月15-21日。 

12.2013年7月18日至8月23日期間出發,只適用於星期日至四出發之航班 

13.凡於7月11至8月27日期間出發必需出發日期前21天完成訂購。 
 

費用包括: 

 來回香港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指定航班) 

 2 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個別酒店) 

 0.15%旅遊業賠償基金 

Remarks: 
1.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2.Airport tax, fuel surcharge, & HK security charge and other charge  are not included. 
3.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in HK$) and minimum 2 adults  
   trave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4. All flight schedule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irline latest announcement.  
5.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6.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7. Please refer to the details of the receipt or registration form, or to  
    the counter staff for details. 
8.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9. Valid period: the whole  journey must be completed on or before  17 Sep 2013. 
10.Airfare blackout dates: 28-30 Jun, 11-17 Jul & 24-27 Aug  2013. 
11. Sales & Ticketing period : 15–21 Jun 2013. 
12. Fixed Flight: For departure 18 Jul – 23 Aug 2013 valid on Sun-Thu depart only. 
13. Ticketing must be purchased at least 21 days before departure for 11Jul-27Aug 2013.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Hong Kong Airlines (Fixed Flight(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in selected hotels) 
 0.15% TIC Levy 

更新日期 : 19/12/2013 

Good 2 Go !! 

Taipei 

Ref.: TPEHXG01-(W) 

HKG-TPE not valid on  
HX 1828 /1852 /1856/ 1858/ 1868/ 1870 /1872/ 1892 
TPE-HKG not valid on  
HX 1827 /1851 /1855/ 1857/ 1867/ 1869 /1871/ 1891 

   
 

( / / ) 
(HK$) 

 

 
The Dealer Hotel  

  
 : HK$80  

28/02-02/03/2014 : HK$160  

 10/02 – 31/03/2014 999 
 
 

 
Caesar Park Hotel 
www.taipei.caesarpark.com.tw 

  
04 – 08/03/2014: HK$220  

 

10 – 28/02/2014 1660 
01 – 31/03/2014 1790 

 

Ecfa Hotel (Branch Wing) 
www.ecfa-hotel.com/# 

  
07 – 08/03/2014: HK$160  

 
( ) 

31/03/2014 1240 

( ) 
Go Sleep Hotel (Hankou ) 
www.gohomesleep.com/Hankou/home.php 

  
07 – 08/03/2014 : HK$160  

 
( ) 

31/03/2014 1300 

出發日期: 10/02 – 31/03/2014 

訂購日期: 06 – 20/01/2014 

a
a
a

台北 

備註及注意事項: 
1..以上價目需另加機場稅、行政費、簽證費、機場保安稅、燃油附 
    加費及其他有關之費用與稅項。 
2. 來回程機位及酒店確認後不可更改。 
3. 如產品註明最少 2 位成人或以上同行，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 
    同,另所有同行旅客必須同一機票訂位編號內,若當中某一成員未能 
    如期出發，則會影響其同行旅客不能出發。 
4. 機票有效期: 2-7日。 

5. 以上所有圖片僅供參考(如有)。 
6. 以上價目及內容會因個別出發日期及其他因素而有所變更， 
    一切均以報名時為準。 
7. 以上套票/酒店/交通/出發日期/航班/房間類別:均視乎酒店、 
    航空公司及供應商之供應情況而定。 
8. 上述航班時間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更改時間之權利。 
9. 所有訂購均按本公司之 『訂購條款與責任細則』為準， 
    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專車 4人同行 8人同行 

成人每位(HK$) 270 160 

起 

http://www.diaryhotel.com/home.aspx
http://www.gohomesleep.com/Hankou/home.php
http://www.ximen-citizenhotel.com/
http://www.ximen-citizenhotel.com/
http://www.ximen-citizenhotel.com/
http://www.ximen-citizenhotel.com/
http://www.taipei.caesarpark.com.tw/
http://www.ecfa-hotel.com/
http://www.ecfa-hotel.com/
http://www.ecfa-hotel.com/
http://www.gohomesleep.com/Hankou/home.php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A: 
● 士林官邸 (40分) Ntd 80  
● 忠烈祠 (30分) 
● 故宮博物院 (90分) Ntd 160 
● 中正紀念堂 (45分) 
● 總統府 拍照 
● 台北101 (90分) Ntd 450 觀景
台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B: 
● 基隆中正公園 (40分) 
● 野柳風景區 (60分) Ntd 80 
● 金山老街 (60分) 
● 富貴角燈塔公園 (30分) 
● 石門劉家肉粽 (60分) 肉粽 Ntd 
20-60  
● 三芝水車公園 (30分)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Tour Name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C: 
● 陽明山國家公園 (60分) 
● 陽明山花鐘 (40分) 
● 小油坑火山奇景 (45分) 
● 竹子湖 (30分) 
● 溫泉博物館 (20分) 
● 地熱谷 (30分)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D: 
● 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40分) 
● 黃金神社 (20分) 
● 黃金瀑布 (20分) 
● 九份老街 (90分) 
● 菁桐懷舊鐵道 (40分) 
● 十分老街/自費施放天燈 (60分)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E: 
● 淡水紅毛城 (60分) 
● 小白宮 (30分) 
● 牛津學堂 (20分) 
● 淡江中學八角樓 (20分) 
● 漁人碼頭、情人橋 (40分) 
● 淡水老街(阿給、魚丸湯、阿
婆鐵蛋...需自費）(90分)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F: 
● 三峽清水祖師廟 (45分) 
● 三峽老街 (60分) 
● 鶯歌阿婆壽司    
● 鶯歌陶瓷博物館 (60分) 
● 鶯歌陶瓷街 (可自費DIY 手拉
坯泥作體驗 NTD 200每人) (60分)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觀光計程車一日遊 Route G: 
● 內洞森林遊樂區(120分) (NTD 
80 每人) 
● 烏來街道品嚐美食小吃 (60分) 
● 烏來瀑布  
● 烏來台車體驗(NTD 50 自費) 
● 酋長雕像 (60分) 
● 碧潭吊橋 (30分) 
● 觀光夜市 (士林夜市、師大夜
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擇一,
自行回飯店) 

用車時間 :  
      09:30 – 17:30 

*專車使用時間約09:30 – 17:30。 
*司機服務小費 : NTD 100/毎人。 
*逾時收費 : 超出8小時用車，每小時需加收約NTD500，直接於當地交予司機。 
*行程會加入，台灣特產/韓國美妝【我的美麗日記面膜專賣店】/手信店 
*費用不包含行程內景點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