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Place Taichung 

輕美學 文青風 

台中大毅老爺行旅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601號 

交通方法: 距離台中國際機場約39分鐘車程 

www.hotelroyal.com.tw/taichung 

旅人/綠光客房 

飯店座落於台中人文薈萃之草悟道精華商圈，展現出Fun、Fusion、Fashion的獨有飯店品牌特性，
揉合台中所屬的文化與生活魅力，挖掘這座城市處處驚喜與樂趣，為新世代旅人們創造出不拘
於既有框架的旅遊體驗。 

成人佔半房 
每位 

$1980+ 
房間尺寸:  約285ft2 

床型: 雙床房 / 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780+ | 包早餐 

星光客房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970+ 
房間尺寸:  約356ft2 

床型: 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1730+ | 包早餐 

5日4G無限數據卡 
*每人限送一張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探索私旅 
Explore Hotel 

高CP值逢甲夜市住宿 

407台灣台中市西屯區漢翔路3號 

交通方法: 步行約9分鐘可到達逢甲夜巿; 距離台中國際機場約23分鐘車程 

https://tan-suo-si-lu-explore-tw.book.direct/zh-tw 

標準雙人房 

飯店位於逢甲，為文創旅店，以飛機為主題設計。探索私旅顧名思義就是『探索自己的旅行』。
讓旅行者浸泡在目的地，細細品味，探索一切。結合在地文化與美學文創的旅遊體驗，精緻溫
暖的迎賓式飯店服務，帶給旅人一趟驚奇冒險的探索旅行。 

成人佔半房 
每位 $1920+ 

房間尺寸:  約194ft2 

床型:  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720+ | 包早餐 

3日2夜套票 3Days 2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5月4日至2021年1月31日  Travel Period : 04May2020-31Ja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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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緊鄰國家歌劇院、秋紅谷的核心區段，融合現代摩登，及古堡式典雅的建築內。從巧克力
色玻璃帷幕、敘利亞化石的外觀選材，端景皆成「林」的空間鋪陳，黃金比例的客房，峇里島
風戶外泳池，到銜接戶外區塊、綠意盎然的百匯，不僅讓每位賓客擁有獨一無二的尊貴體驗，
更滿足對旅行、美食、休閒的無限想像。 

台中萬楓酒店 
Fairfield by Marriott Taichung 

簡約木系 國際品牌 
40765台灣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二段1155號 

交通方法: 距離台中國際機場約24分鐘車程; 步行約16分鐘便可到達逢甲夜市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rmqfi-fairfield-taichung 

酒店座落台中市中心，鄰近科技走廊、逢甲夜市、新市政中心、水湳經貿園區及高鐵車站，交
通十分便利。客房簡約時尚，寬敞舒適，設施齊全，讓入住旅客都能一夜好眠，睡出活力。 

The Lin Hotel Taichung 

盡覽台中巿景致 

台中林酒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99號 

交通方法: 距離台中國際機場約34分鐘車程 

www.thelin.com.tw/index.php 

豪華/都會客房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590+ 

房間尺寸:  約534ft2 

床型: 雙床房/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1340+ | 包早餐 

高級客房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130+ 

房間尺寸:  約291ft2 

床型:  雙床房/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940+ | 包早餐 

豪華客房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350+ 

房間尺寸:  約355-366ft2 

床型: 雙床房/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1100+ | 包早餐 

薆悅酒店五權館 
Inhouse Hotel Grand 

低調華麗精品旅館 
40443台灣台中市北區五權路228號 

交通方法: 距離台中國際機場約39分鐘車程; 步行約6分鐘便可到達中華路夜市 

https://grand.inhousehotel.com 

精品客房 

飯店位於台中市中心，是新興重劃區與傳統文化區的聯結核心所在。承襲薆悅酒店一貫的低調
奢華概念，運用大量的大理石、玉石及柚木，營造出高雅舒適的居住環境。除了一般設施外，
頂層還設有空中泳池，營造出悠閒的渡假感。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060+ 

房間尺寸:  約427ft2 

床型:  雙床房/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830+ | 包早餐 

特選客房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210+ 

房間尺寸:  約605ft2 

床型:  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960+ | 包早餐 

行政豪華/都會客房 成人佔半房 
每位 $2780+ 

房間尺寸:  約534ft2 

床型: 雙床房/大床房 | 續住每晚: HK$1530+ | 包早餐 

3日2夜套票 3Days 2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5月4日至2021年1月31日  Travel Period : 04May2020-31Ja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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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訂購此套票，均可以優惠價 

每車單程*HK$ 250+ 

加購台中清泉崗機場與台中市酒店 

專車接送服務。 

*4人車 | 最多3人含行李 

Price Includes :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 or KA 

•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 +852-2886-3977] 

• 0.15% TIC Levy 

 

Child travel with min 2 adults price : 

• Twin Sharing adult price less: $260 

 

Terms & Conditions :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04May20-31Jan21;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1Jan21 

• Booking class : Q (except specified period)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 Minimum 2 adults travel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and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 "OSI : KA/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must be input in OSI field of PNR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5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A service fee of HK$3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ticket issued 

費用包括： 

• 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 HK$100,000旅遊保險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 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小童最少要與兩位成人同行價錢： 

• 佔床收費按成人減收：          $260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20年5月4日至2021年1月31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2021年1月31日或之前完成 

• 訂位代號：Q (指定日子除外) 機票有效期: 2-7日 

• 來回程均要最少兩位成人同行，訂位時亦必須最少兩位客人在同一個PNR內 

• PNR必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及日期如下： 

 “OSI : KA/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500 

•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國泰/國泰港龍 台中機票附加費表 CX/KA Taichung Airfare Surcharge (HK$) 
出發日期：2020年5月4日 – 2021年1月31日   Travel Period : 04May2020 – 31Jan2021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成人 

Adult 

小童 

Child 

訂座艙位及機票有效期 

Booking Class & Ticket Validity 

Economy Class 

04MAY20-24JUN20, 26JUN20-09JUL20, 21AUG20-29SEP20,  
03OCT20-23OCT20, 25OCT20-22DEC20, 27DEC20-30DEC20, 02JAN21-31JAN21 

SUN-WED --- --- 
Q/ 2-7 days 

THU-SAT 40 30 
SUN-WED 120 90 

N/ 2-7 days 
THU-SAT 170 130 

10JUL20-20AUG20 450 340 N/ 2-7 days 
04MAY20-31JAN21 830 630 S/ 2-7 days 

3日2夜套票 3Days 2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5月4日至2021年1月31日  Travel Period : 04May2020-31Jan2021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