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CWO26CIX-T

【萬聖搞鬼企劃，免費鬼妝服務】香港四星東隅酒店【萬聖搞鬼企劃，免費鬼妝服務】香港四星東隅酒店3日自由行日自由行(含夜景酒吧券、美酒佳餚禮包，未稅含夜景酒吧券、美酒佳餚禮包，未稅)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10/26(五)  保證出發 列印時間：2018-08-27 16:36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3,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本售價按該行程所有出發日期中最低房價的費用，您最後的價格會依出發日期、出行人數、所選飯店而有所不同。

參團費
大人

$8,999起 

孩童佔床

$8,999起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2,500起

機場稅： 不包機場稅燃油費 $2,900

備 註： ＊此售價為此區間最低售價＊此售價酒店依網頁售價不同,敬請注意＊含早班團體機票.稅金.保險.二晚住宿,贈品；不足2歲以下嬰兒僅含機票＆稅金＆
保險＊無法指定航空公司＆航班＊飯店房價若有異動以新房價為準※所有票券賣出或送出後,概不退還!


行程特色

2018/07/23 16:47 更新

揪你來搞鬼！萬聖首選獨家搞鬼企劃！揪你來搞鬼！萬聖首選獨家搞鬼企劃！快相揪親朋好友來「亞洲萬聖節之都」的香港狂歡尖叫一下吧！

10/26出發限定，不惜花費成本3萬6千元台幣，聘請專屬哈囉喂化妝師免費幫您搞鬼臉，搭配鄰近地鐵的時尚四星東隅酒店！
行程含豐富三大好禮，快來邊搞鬼邊大口喝酒，體驗正港西方節慶！

專案原價專案原價10,999起，起，8/31前報名萬聖早鳥優惠價只要前報名萬聖早鳥優惠價只要8,999元元(未稅未稅)，機位有限要搶要快！，機位有限要搶要快！

※此搞鬼專案行程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旅客名單並簽署【保證住房作業金同意書】後方可為您保留機※此搞鬼專案行程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旅客名單並簽署【保證住房作業金同意書】後方可為您保留機+酒酒+限定化妝師服務，感謝您的配合！限定化妝師服務，感謝您的配合！

【萬聖搞鬼企劃三大好禮】：【萬聖搞鬼企劃三大好禮】：

1.好禮一:每人特別加贈一張東隅酒店32樓SUGAR酒吧飲料券(面額約100港幣，未滿18歲者不贈送此票券)！享受維港美景、星級雞尾酒、精緻小食拼盤，以及駐店
DJ的舒適夜晚。

2.好禮二:贈送每人一張太興餐券(可兌換市值約80港幣)，讓您在狂歡之餘，也能盡情享受香港美食。

3.好禮三:邀請您免費體驗10周年盛會！此行程特別加贈「2018美酒佳餚品酒禮包」(價值200港幣，內含入場證、4張品酒券、2張美食兌換券、1個品酒膠杯。禮包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未滿18歲者不贈送，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護照拼音才能保留限量禮包)

【產品設計理念】：【產品設計理念】：

誰說去香港只能購物、逛街、吃美食？誰說只有西方國家才能感受濃厚的萬聖節派對氣氛？每到十月，香港也裝扮成萬聖狂歡之城，因此，本行程特別企劃『香港四

星東隅萬聖趴』自由行，事先精心安排好化妝師，免費提供哈囉喂搞鬼臉服務，讓您搖身一變成嘩鬼！萬聖期間，準備好感受醞釀整年度的香港城魅力嗎？準備好以

最驚嚇的價格、最好玩的活動策劃，嗨翻香港不夜城嗎？那麼敬請把握此限量的萬聖企劃，讓您可於白天自由安排樂園、美食購物行程，夜晚則跟著節慶派對的氛圍

盡情放鬆！

今年港旅局獨家贊助，延續去年百人響應的熱潮，再度推出盛大熱鬧的香港萬聖趴，您可以帶著搞鬼臉裝扮到東隅酒店SUGAR酒吧喝調酒，又或者前往參加香港美酒
佳餚巡禮，盡情享受品酒樂趣，感受搞鬼靈符滿佈天空，驚嚇骷髏隨時在你左右的刺激、歡樂氣氛，讓您又嗨又怕！如此難得的香港萬聖饗宴，您，怎能錯過？

【行程特色亮點介紹】：【行程特色亮點介紹】：

1.特別安排哈囉喂化妝師，特別安排哈囉喂化妝師，10/26(五五)晚上提供晚上提供4小時免費搞鬼臉服務小時免費搞鬼臉服務(15:00-19:00，當天酒店大廳會設有告示牌，現場有人員協助帶領到化妝師房，當天酒店大廳會設有告示牌，現場有人員協助帶領到化妝師房

間間)，讓您化身各路妖魔鬼怪，狂歡一整夜！，讓您化身各路妖魔鬼怪，狂歡一整夜！

不知道要扮什麼，擔心沒打扮與身旁的鬼怪們格格不入嗎？別擔心，我們特地為您準備專屬的哈囉喂化妝師，在10/26 晚上提供免費搞鬼臉服務，讓您加入裝神弄鬼
的行列，一起打造香港獨一無二的猛鬼天堂！您可於指定時間內，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與化妝師共同討論出最想扮演的角色，由專業化妝師為您精心設計，打造讓人

「驚喜」又「驚嚇」的完美妝容，再前往SUGAR酒吧或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盡情享受這個熱鬧的街頭萬聖夜！

javascript:window.print()


2.邀請您免費體驗邀請您免費體驗10周年盛會，行程特別贈送每人一份「周年盛會，行程特別贈送每人一份「2018美酒佳餚美酒佳餚10周年品酒禮包」周年品酒禮包」(價值價值200港幣港幣)！！(禮包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未滿18歲者不贈送，
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護照拼音才能保留限量禮包)
今年秋天，第十屆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將再次把中環海濱轉化成環球美酒美食王國 。在您大快朵頤之餘，更可享受精彩的現場音樂和豐富特色活動，隨時獲得十周年
特備驚喜！今年規模盛大，數百個品酒攤位，帶來葡萄酒、威士忌、手工啤酒、創意雞尾酒等精選佳釀。在各色美食攤位可以品嚐到創意料理、酒店招牌菜及港式街

頭風味。此外，活動期間您還可以享用星級名廚奉上的美酒佳餚饗宴、品酒達人的工作坊、時尚生活精品店與音樂表演，體驗豐富多采的味蕾之旅！

★日期：2018/10/25(四)~10/28(日)
★地點：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及添馬公園

★時間：2018年10月25日 晚上7:30至11:30
2018年10月26及27日 中午12:00至晚上11:30
2018年10月28日 中午12:00至晚上10:00

3.四星東隅酒店皆有免費wifi，步行約2分鐘即達港鐵太古站D1出口，出了地鐵站等於回到酒店，旁邊連接太古城購物中心、北角添好運、天后食坊等美食文化景點，
以及購物聖地銅鑼灣，您可自由漫遊於香港城的繽紛生活中。

4.每人贈送一張東隅酒店32樓SUGAR酒吧飲料券(面額約100港幣)！享受維港美景、星級雞尾酒、精緻小食拼盤，以及駐店DJ的舒適夜晚。
5.貼心提供每房一張手機預付卡，方便您在香港的各項聯絡事宜(可撥打當地市話、國際電話或享受在旅港期間4天無限上網，符合機型以標準SIM卡尺寸為主，敬請參
閱電話卡說明書)<SIM卡使用說明請點此連結>

【四星級人氣東隅酒店】【四星級人氣東隅酒店】<請點選此連結進入官方網站><請點選此連結進入酒店位置圖>

https://www.liontravel.com/Comm/2TRS/HotSale/photo/86/hkmacau_140327-1.jpg
http://www.east-hongkong.com/tc/default.aspx
http://goo.gl/maps/uWiCH


東隅所提供的不僅是優越的地段以及時尚的酒店設計風格。客房寬敞並裝有特大窗戶、自然採光，讓您消除一切時差不適。為確保您在工作前後可均獲得良好照料，

無論您需要以一頓美食展開新的一天，或是一天過後需要一杯放鬆身心的飲品，我們都可以滿足您。

無論晝夜，維多利亞港都是如此耀眼悅目。東隅在 19 樓至 29 樓有 77 間海景客房，每間皆有雙人床，以及商務住宿所需的其他一切設施。您還可用iPod touch®
聆聽最愛的音樂。浴室設有雨淋花灑設備。37 吋的液晶電視配搭Apple TV®（僅在部分客房提供）可收看新聞或者電影。您可將貴重物品放入保險箱，讓您無後顧
之憂。每天亦 24 小時提供房間送餐服務。每個房間都以天然物料精心裝修，如大理石、原木及竹制地板。

東隅的每個房間均提供下列舒適設施：

• iPod touch® 
• 免費無線及有線寬頻網絡（10Mb 上載／下載） 
• 設有衛星與有線寬頻頻道的 37 吋 HD 液晶電視（+ 手提電腦連線） 
• 免費茶品與茶具 
• 免費濃縮咖啡機 
• 步入式雨淋花灑 
• 保險箱 

【費用包含】【費用包含】

1.台北/香港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乙張(需團去團回無法變更航班亦不得累積航空哩程)！
2.香港兩晚東隅酒店住宿(市景客房)。
3.10/26(五)15:00-19:00安排專屬化妝師免費搞鬼臉服務。
4.每房一份電話預付卡、香港地圖與旅遊手冊。(地圖與手冊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若贈送完畢，建議客人可於出4後，前往港旅局攤位自行領取所需的旅遊資源。
)<SIM卡使用說明請點此連結>

【費用不包含】【費用不包含】

1.護照或其他相關證照費用(香港電子港簽，請自行上網辦理或見下述【貼心提醒與服務】說明)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安檢稅、機場建設費及服務費用每人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安檢稅、機場建設費及服務費用每人2,900元。元。
3.由於香港酒店售價波動頻繁，表列報價只能以平日正常酒店入住費用為報價基準；若遇調漲或會展期間或各種其它狀況時，我們將會於您訂購後，與您確由於香港酒店售價波動頻繁，表列報價只能以平日正常酒店入住費用為報價基準；若遇調漲或會展期間或各種其它狀況時，我們將會於您訂購後，與您確

認相關正確費用，不便之處，尚請多多見諒。遇會展日期入住之飯店漲幅，請另行向您的銷售客服人員確認，不便之處，敬祈鑑諒。認相關正確費用，不便之處，尚請多多見諒。遇會展日期入住之飯店漲幅，請另行向您的銷售客服人員確認，不便之處，敬祈鑑諒。【香港會議及展覽參考

資訊請點此連結進入】

4.本行程為北出(桃園)之行程，報價不含高雄(小港機場)至桃園機場接駁機費用；若您為中、南部旅客亦可選擇由台中或高雄出發，價格請另外洽詢業務人員！
5.本行程外部網站所秀出的每人售價為此區段出發時間之最低售價，並非適用所有出發日期及所有飯店，正確售價敬請自行對照行程表內您的出發日期及對應選擇飯
店，若您仍有售價上的問題請洽詢業務人員，敬請見諒!
6.以上售價適用本國籍國人，持外藉護照者需另行報價!
7.凡於網路直接下單並支付作業金者視為網路需求單，並非代表機位或訂房已獲得訂購確認，正確售價及機位房況仍以業務回報為準！
8.您所加購之各項自費活動項目及票券(請於出發前七日告知，以利出票流程，票券訂出恕不退還，敬請見諒！)

【航班資訊】【航班資訊】

1.此行程航班使用長榮 (BR)、中華(CI)、國泰(CX)、港龍(KA) 航空 ，去程安排上午11：00(含)前起飛，回程安排下午17：00(含)後起飛！
<參考航班使用請點選此連結見更多說明>

2.本行程使用團體優惠票，旅客請恕無法事先指定航空公司及搭乘航班，行程表所示為一般正常所使用之參考航班，最終確定之航空航班將於出發前3-7天做出說明會
資料公告為準，特此公告說明以維護雙方之權益，若您無法接受班機無法事先指定之規定，建議您可改訂各大航空公司所推出之航空假期。

3.由於航班公司保有班機時刻及機型調度之最終權利，若因航空公司航班調度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亦保留調整航班之權利，並將立即通知各位旅客！若遇此
情形，則不適用旅遊契書之更動航班須於七天前告知之規定。

【貼心提醒與服務】【貼心提醒與服務】

1.香港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都會，全年會議及展覽不斷，導致香港酒店的房價常因滿房而造成房價浮動大，坊間素有[海鮮價]之稱，為確保您能有較穩定的報名價格，
我們強烈建議您盡早規劃您的旅遊假期，避免因日期過近受浮動房價波動而困擾。2.本公司透過團體優惠票所包裝出香港團體機位自由行，售價遠比各大航空公司所
自包之航空假期自由行優惠，而且無論訂房回覆速度或提供之贈品都較航空假期自由行來得快速與優惠，唯一差別即是此行程無法事先指定航班；但其實您只要確認

告知我們您所需要的是早班機或晚班機出發並在得到飯店回覆確認後，我們都會保證１００％成行，況且即便您報名可指定班機之航空假期自由行，也未必能訂到您

心目中所想要之機位；而我們所使用之航空班機規定事實上也與各大航空公司之自由行航班相同(早班機出發為11：00前起飛；回程皆於17:00後起飛（除有另行約
定外），特此說明，請貴賓留意！

3.若您持有[有效期限內之台胞證]，可在符合一般入境規定下，以[免再加簽台胞證]方式赴港旅遊，最多可停留30日！
4.若您無[有效期限內之台胞證]，2012年9月1日起香港政府實施台灣居民可免費自行網上預辦香港入境登記！【相關辦理注意事項，請點此連結進入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站免費登記】

【自由行旅遊商品作業金繳交規範作業約定】：【自由行旅遊商品作業金繳交規範作業約定】：(旅客下作業金前請先詳閱，下作業金後視為已詳閱並同意此約定)
1.如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3,000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為您進行機位訂位及飯店預訂。
2.本預約作業金並非「定金」性質，非擔保契約履行，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不負擔保確定成行之責，本公司將於旅客繳交預約作業金後向航
空公司及飯店進行機票訂位及訂房作業。實際可搭乘航班或飯店空房之回覆，仍需依航空公司及飯店業者回覆結果為準。如本商品已額滿或訂位未成功（訂位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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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ontravel.com/Comm/2TRS/HotSale/photo/hk_86/cp01.jpg
http://www.gov.hk/tc/nonresidents/visarequire/general/par.htm


包括：行程安排搭乘之航班、艙等變更而有價格變動、飯店所屬房型已額滿等均屬之），導致行程無法成行，本公司將全額無息退還您所繳納之預約作業金。《線上

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業務專員回覆確認為準》。

3.預約作業金繳交期限：於線上預約後24小時內繳交，尾款以業務專員回覆訂位成功確認為準。
4.經業務專員通知您已確認取得所需機位及飯店後，旅客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雙方契約視為生效，後續將由本公司業務專員與您聯繫
旅遊相關文件之簽署與交付。契約生效後，旅客請恕無法主張變更或取消，如任意取消或變更行程者，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金請恕無法退還，雙方並應依簽署之合

約條款計算違約金。

【自由行旅遊商品預約作業履約保證金【自由行旅遊商品預約作業履約保證金(保證住房保證住房)繳交規範作業約定】：繳交規範作業約定】：(旅客下保證金前請先詳閱，下保證金後視為已詳閱並同意此約定)
【保證住房作業金同意書，請點選此連結進入】 
1.「旅遊商品作業履約保證金（保證住房）」之定義：係指旅客訂購日期鄰近出發日期之七個工作日內之特殊訂房或訂位，或當行程地因會議、展覽期、連續假期、
旺季或當地各式慶典活動，旅客須承諾保證成行與入住，並預約支付履約保證金，本公司方可受理並向航空公司及飯店辦理訂位及訂房作業。請注意，旅客支付履約

保證金後，任意取消或變更原始訂位或訂房，保證金恕不退還。

2.「旅遊商品作業履約保證金（保證住房）」非訂金性質，非擔保契約履行，本保證金之收取係按照航空公司及旅遊元件供應商規定辦理，旅客應簽署『旅遊商品作
業履約保證金同意書』並繳付費用後，本公司始受理訂單並進行訂位及訂房作業，如經本公司訂出作業後經航空公司或飯店回覆無旅客指定之航班或房型，將無息退

還全額保證金費用或旅客可選擇改期。

3.旅客所支付之「旅遊商品作業履約保證金」經本公司進行訂位及訂房作業完成後，其保證金費用將自動轉為團費並扣抵尾款。
4.本公司進行訂房需求作業時，如遇入住飯店因會議、展覽期、連續假期、旺季或當地各式慶典活動等特殊情況而臨時調整房價，實際住房金額將依訂房時飯店報價
為準，如有費用增加應由旅客補足。

5.本公司進行航班機位需求作業時，如航空公司回覆航班艙等數量不足，需變更原訂搭乘之艙等，如經旅客同意，變更艙等所減少之費用由本公司退還旅客，增加之
費用應由旅客補足。

6.旅客確認簽署『旅遊商品作業履約保證金同意書』並繳付履約保證金後,本公司即進行訂位及訂房，旅客有義務提供本公司正確相符的護照英文姓名、性別及稱謂
（拒絕提供正確資料者，本公司恕不受理訂單，資料提供有誤者，後續相關更正費用應由旅客承擔），以利本公司依航空公司及飯店規定進行機票開票作業及住宿券

開立作業，開票作業本公司得不另行通知，相關票券憑證開立後，由旅客持券辦理登機及入住程序。


行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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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7/23 16:47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 -香港

第2天 玩樂香港的八大【搜】主意

第3天 香港  -台北

第1種

旅館旅館 ★萬聖搞鬼專案★ 地鐵太古站 四星東隅酒店 3日自由行(不含早餐)

餐食餐食 出發前加購東隅酒店早餐價格 不分大人小孩每天每位560元

帶著輕便行李及確認您出國及入港所需相關證件，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自行辦理登機及出境手續，搭乘班機前往香港(飛行時
間約1小時40分)。抵港後請自行或搭配行程載明所附屬之各項交通票券前往酒店及辦理入住手續，隨即展開您繽紛的香港之旅。
註1：本行程所採用的票種為優惠團體票，團體票不得預先選位，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敬請見諒！建議您可提前抵達機場，在機場
櫃台辦理報到確認時，向航空公司地勤人員洽詢是否有適宜相鄰機位可供調整。

註2：酒店登記入住時間為每天下午三點以後，有時可提早(退房時間約為每天上午11:00前)，辦理入住手續需要一些時間，請耐心排
隊、等候。另外酒店常會有《押金入住》的規定。當您check in時，飯店會要求收取
押金（可押現金或刷卡，現金金額視飯店規定，刷卡則是一張空白帳單），當您check out時務必取回
現金或當場撕毀刷卡單，以確保您的權益！

註3：酒店登記入住時，如酒店未能即時完成給房，建議旅客可先將行李寄放於酒店，先行外出觀光或用餐，稍後再回來辦理手續，寄放
行李費用每件約HKD5~HKD60(每家酒店收取費用不同)。
註4：若您有加價購買行程表內自費活動項目之香港各項精選旅遊票券，請自行留意票券背面之各項兌換規定及限制，以及各旅遊景點關
園時間，正確開放時間請以景點當日公告為準。

【建議行程】

今天您將有一整天的FREE TIME 。您可盡情的自由購物、訪友。或是自費參加由當地飯店或旅行社或自行安排香港之旅的行程：香港夜
遊、澳門風光之旅、香港海洋公園主題樂園、深圳主題樂園、南丫島海鮮之旅等，或前往香港迪士尼樂園，都是不錯的選擇。

給您與眾不同，玩樂香港的八大【搜】主意

美食主意：鯉魚門海鮮(觀塘)／西貢海鮮街(西貢)／鴻星飲茶／金鳳茶餐廳(灣仔)／胡同(九龍)。
甜蜜主意：許留山(甜品)／源記(核桃糊)／糖朝(甜品)／義順(雙皮燉奶)／恭和堂(龜苓膏)／葫蘆館(薑汁撞奶)。
心動主意：銅鑼灣時代廣場／中環太子大廈、置地廣場／赤柱市場／旺角通菜街(女人街)／沙田新城市廣場／尖沙嘴海港城購物中心。
玩樂主意：香港迪士尼樂園／史奴比樂園／海洋公園。

盡興主意：大平山頂／蘭桂坊(中環)。
人文主意：黃大仙祠／香港歷史博物館、科學館／天壇大佛(大嶼山)。
便捷主意：太平山古董纜車／地下鐵路／天星渡輪／半島酒店直升機空中導覽。

離島主意：南ㄚ島／梅窩／長洲／坪洲。

整理行裝後，準備前往香港機場，揮別動感之都香港之旅，搭機返回可愛的家。 
註1：請貴賓注意，務必於班機起飛前2小時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註2：請最晚於早上11點前須辦理退房手續，您可將行李先寄存給飯店的行李櫃檯。

出發日出發日 10/26 周五出發周五出發

兩人一室 每人售價 8,999

http://erp.liontravel.com/html2/temp/??/wtor01.pdf


*以上報價為成人價格，小孩佔床價格與成人相同。
*小孩不佔床售價：3,999元(不含SUGAR酒吧券及美酒佳餚禮包)。
*以上報價皆為未稅價。


行程備註

【香港旅遊景點網站連結】【香港旅遊景點網站連結】

香港國際機場;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昂坪360;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香港濕地公園;香港挪亞方舟Park;
香港星光大道;香港幻彩詠香江;香港1881 HERIGAGE;香港山頂(含太平山纜車．凌宵閣摩天台介紹);往來香港機場之交通資訊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index.html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index.jsp
http://park.hongkongdisneyland.com/hkdl/zh_HK/home/home?name=HomePage
http://www.oceanpark.com.hk/chi/main/index.html
http://www.np360.com.hk/tc/
http://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
http://www.wetlandpark.com/tc/index.asp
http://www.noahsark.com.hk/eng/index.php
http://www.avenueofstars.com.hk/chi/home.asp
http://www.tourism.gov.hk/symphony/cindex.html
http://www.1881heritage.com/
http://www.thepeak.com.hk/tc/home.asp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transport/to-from-airport/index.html
http://www.liontravel.com/promotion/bigsale/multi-purchase-discount/amusementpark.html


【報名香港自由行注意事項】【報名香港自由行注意事項】

◆進入各國皆需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的護照及出入境國有效簽證，另役男出境需加蓋兵役備查章，請務必於訂購產品之同時，檢查您的證照資料，以防疏失而無法出

國。如需本公司協助辦理證照事宜，請與我們聯絡。

◆本行程開票後無法延長住宿天數、不可更改來回日期及航班 。
◆限開立電子機票，機票開立後不可更改行程(航點)，不可轉讓其它航空公司或他人使用及辦理退票。
◆飯店以實際訂出並依飯店回覆確認為主，若您指定之酒店額滿，您可選擇改訂其他酒店！

◆房價調漲作業：港澳地區房價常因會展而無預警漲價。若遇房價調漲，您可依報價內容決定是否同意履約繳付調漲款項或改訂其它替代飯店或取消購買此一行程。

◆訂房確認後，服務人員將會通知並向您確認『保證入住』，酒店一經確認保證入住後，將無法取消以及更改入住旅客姓名，若您因故無法入住，酒店將會收取取消

費用。

◆在您繳付作業金後一旦機票及訂房確認保住，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您所購買之住宿天數，如旅客中途脫隊未住宿，則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

◆一般而言小孩定義為3-11歲(未滿12歲)之兒童，如為1位大人帶1位小孩同行，則小孩之售價同大人之售價。
◆港澳地區酒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公司網頁所顯現之分級，僅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僅供參考！

◆根據香港政府法規，香港旅館不接受未滿18歲之青年及孩童單獨入住。
◆客房狀況說明：港澳地區酒店除了香港迪士尼樂園主題酒店及部份酒店特殊房型外，一般標準房型幾乎無“2張大床”可保證入住4人之房型，且港澳地區房間坪數與
其他國家比較起來相對較小，因此強烈敬告各位貴賓，一間房最多入住2大人及2小童，若您有不符以上規則時，煩請加床或訂購2間房，以免於入住時被酒店要求加
價。酒店每間房最多限加一張床，部分酒店甚至不提供加床服務，詳情請洽您的服務人員。

◆部分飯店不提供個人用品如：毛巾、牙刷、牙膏、沐浴乳、洗髮精、香皂、拖鞋及個人習慣性藥品...請自行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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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區三人房係指一般標準雙人房加一活動摺疊床、沙發床或固定床，均以各酒店現場安排為主，部份酒店限大床床型方能加床。

◆旅客英文姓名需與護照上英文姓名完全相同，一經開立機票或住宿券後，如需更改名字本公司將各收取更改服務費每人每次新台幣300元整，機票部分除服務費外另
按實際航空公司收取之改票手續費加收。部分飯店如需更改名字則視同重新訂房，需以飯店重新訂房回覆為主。

◆所有更改及改票動作，請於<出發前三個工作天>提出需求以利作業。
◆本行程住宿之飯店優惠對象為持台灣護照之本國人，如持外國護照入住者，須另加收費用，加價之標準依飯店規定為主。

◆每種房型均有入住人數限制，若當地有親友加入，超出原先安排，飯店有權拒絕旅客入住或要求旅客支付差額。

◆旅客若有住房特殊需求(如大床、二床、高低樓層、或吸煙禁煙樓層...等)，請事先告知本公司服務人員，我們將視各飯店之規定辦理。在正常情況下皆需於酒店現
場，視當天及當時狀況而定，請各位旅客留意及見諒，若您有特殊需求亦可加價指定特殊需求之特別房型，唯酒店上述各房型數量有限，並開放全世界業者銷售，若

無法當下滿足您的需求，敬請見諒！

◆香港地區於2007年1月1日起實施公共場所禁煙(包含酒店及遊樂景點)，敬請留意，以免受罰！
◆各酒店可能實施部份樓層或設施整修及裝潢，在不嚴重影響旅客安寧前提下皆會正常營運，詳細內容請參閱各大酒店網頁，此乃各大酒店之措施，請恕本公司無法

一一另行公告！

◆本行程表內所介紹之各項飯店設施僅供參考，若飯店增加或關閉各項設施請恕不另行通知，均依飯店當日提供設施為準。

◆本行程所提供之各項交通、樂園票券設施如遇部分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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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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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時差電壓時差

電壓：

(1)中國大陸電壓為220伏特，插座為2孔圓形、2孔扁型，（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 
(2)在很多中、高檔酒店洗手間裝有供刮鬍刀、吹風機用的110伏特的電源插座。 
時差：

(1)中國大陸跟台灣無時差，格林威治標準時間+8小時。 
(2)唯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作息時間晚中原時間2小時(因時區的關係)，但全中國統一為一個中原標準時間。


	團號：18CWO26CIX-T 【萬聖搞鬼企劃，免費鬼妝服務】香港四星東隅酒店3日自由行(含夜景酒吧券、美酒佳餚禮包，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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