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No.:AP14617

Issue Date:190712

NEW

東京 X 長野池之平. 樂遊滑雪之旅 5/6天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20/12/2019-31/3/2020
( 池之平入住日期為 20/12/2019-28/3/2020 )

機票優惠、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 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東京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 : 來回東京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 2晚東京酒店住宿 ＋ 2/3晚白樺池之平度假酒店連早晚餐

GV2

“Q” Class 2-7N

家庭度假型酒店池之平坐落於長野白樺湖。是備受大
自然眷顧之地, 故四季都可以享受不同樂趣。冬天一
到便為搖身一變成為滑雪天堂。設有很多小朋友玩樂
設施是家庭遊的至優之選。

1

套票專享4重賞
新宿中心大廈前

包來回新宿至池之平酒店巴士費用
去程 : 新宿(9:30出發) ; 池之平(13:00到達)

*到達時間有可能因道路情況而有所變更

多包池之平酒店冬季優惠包1次
(A) 2天溫水泳池入場劵
(B) 影繪美術館入場劵

!

(C) 池之平滑雪場吊車4小時劵
(D) 池之平租用店滑雪用具(滑雪板+桿+鞋)或
滑雪板用具(滑雪板+鞋)4小時租用劵

請辦理池之平入住手續時領取

3 多包"冬季限定半日遊" 1次
行程內容 : (09:15池之平出發)
(11:50-12:10 蓼科高原芝士工房)
*預約時請提供參加日期

4

*請提早10分鐘前往集合地點, 逾時不候。
*上車時請向司機出示名字

回程 : 池之平(14:45出發) ; 新宿(19:00到達)

2

*途中設有休息站停留時間

只限4/1至28/3期間入住客人享用

(10:05-10:40摘草莓)

(10:50-11:35 諏訪大社)

12:30抵達酒店

*請提早5-10分鐘於酒店大堂集合, 逾時不候

*行程內容一切由酒店作準, 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連續3晚入住池之平之客人，第3晚的晚餐提升至會席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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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notaira Hotel & Resort 池之平度假酒店

GV2

“Q” Class 2-7N

包早/晚餐：自助餐

洋室/和洋室 (不可指定)

http://hotel.ikenotaira-resort.co.jp/

新登場房種
“現代和風和洋室”
2人一室
SSB @ TYO

2人一室
TWN @ TYO

ADT

3人/4人一室
CHD

2晚東京+2晚池之平

6799

6999

6899

5499

2晚東京+3晚池之平

7699

7899

7699

6099

池之平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小童11歲或以下佔床

•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 : $250
Closed out : 2712-4/1, 11-12/1, 22-23/2, 29/2-1/3
提升入住”現代和風和洋室”附加費(每人每晚) : $170

Washington Shinjuku Tokyo
http://washington-hotels.jp/shinjuku/
JR新宿站步行約8分鐘

2人一室 (SSB/TWN) / 3人一室 (TWN+Extra bed) /
4人一室 (2間TWN)

Main Wing

提升入住”和NAGOMI摩登TATAMI和洋室”附加費(每人每晚) : $420
Washington Shinjuku Tokyo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22/12, 27/12, 29/12-2/1, 24/1, 26-28/1, 23/2, 20/3, 22-27/3, 29-31/3及星期六 : $130
Extension Night : (SSB) $1080 / (TWN) $1280 / (TWN+Extra bed) $1730
轉換其他東京酒店每人每晚可減 : (SSB) $480 / (TWN) $580 / (TWN+Extra bed) $530

備註 :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國泰港龍航空。Booking Class “Q”，最少 2 位成人方可成行，
機票有效期 2-7晚，機票使用電子機票。
2. 所有已報名的客人必須同行，不可缺一，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同，
另所有客人必須同時辦理登機手續及於同一個 PNR BOOKING 內訂位。
注意事項：
3. SHARE TWIN : 2張床房 / SINGLE ROOM : 單人房 SEMI DOUBLE : 房間面積及床的尺寸比正式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TWIN/DOUBLE細小或相等於SINGLE，並非正式大床 SHARE TRIPLE / TWIN+EXTRA BED : 兩張床房加床。
而加床 (Extra Bed) 並非正式固定床，尺寸會比正式固定床為小，有機會是梳化床/拉床/摺床。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
日本酒店普遍只有TWIN (2張床房)，如要求DOUBLE (大床房) ，顧客在報名時可向職員要求，
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但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而部份酒店如要求Double房間或三張固定床需另收附加費，敬請留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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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本假期︰2019年︰23/12 ; 2020年 : 1/1, 13/1, 11/2, 24/2, 20/3。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5.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OSI：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XXX Hotel”
must be shown in each booking made or changed. Subject to booking cancellation if “OSI”element not append in PNR.
6. 酒店之自選項目 (包括早餐、晚餐等) 必須於訂房時一併預訂及佔床之客人方可享有以上自選價錢。
7. 預約時請繳付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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