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費已包來回香港/
團費已包來回香港/台北機票
台北機票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019 年 4 月 0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天天出發

東東酒酒(
東東東東東東東東酒酒)

請請請有有有有有有有請)

雙雙雙

星星

Ikebukuro Royal Hotel 池袋皇家酒店
Hotel Wing Int’l Shinjuku 新宿翼酒店
Akihabara Washington Hotel 秋葉原华盛顿酒店
Hotel Sunlite Shinjuku 日晖新宿酒店
Sunshine City Prince 太陽城王子酒店

雙雙雙

單雙雙

$778
$928
$968
$1008
$1048
$1058

$848
$1008
$1068
$1058
$1138
$1138

$928
$1158
$1278
$1188
$1368
$1278

$1148

$1218

$1498

$1138

 N/A

$1268
$1458

$1518
$2148

(兩雙兩兩)



Shinjuku Washington 新宿华盛顿酒店
Hotel Metropolitan Tokyo Ikebukuro



東京大都會大飯店
Shinjuku JR Kyushu Blossom 新宿花JR九州酒店
Keio Plaza



新宿京王 (免費Wifi)

以以以以以以有以以以以以

星星星、六、日之之之有有有以以有以$50.00 (以每)

溫溫溫有有稅稅稅稅稅有有有： CAD360（香港/台北）起，以開票時為準
往香港預訂“
往香港預訂“S
往香港預訂“S”艙位， 往台北預訂“K
往台北預訂“K”艙位
***可可可*** 羽田東東田酒酒東東（以以單每）JPY1, 230 **Japan Rail Pass (以以) JPY29, 110 起

K-L
K-S
S-W
S-V

升 升 有升 以每
$100
(台
台北)
$200
(台北
台北)
台北
$100
(香港
香港)
香港
$200
(香港
香港)
香港

有 有 有有 有有 有
5 月 24 日-8 月 21 日

$170

12 月 10 日-1 月 10 日
5 月 21-31 日；8
日； 月 1-19 日；
12 月 1 日- 9 日；12
日； 月 25 日-1 月 4 日
6 月 1 日-7 月 31 日；12
日； 月 10-24 日

$450

香港

台北

$170
請查詢

1. 本本本可所本本本之晚晚 、 膳膳 、娛娛稅膳 、交交

報報報報 :

個工(任如東、輪輪、火火不東東火)，其其報客稅又

1. 報報報請報報報有六報報有報星之報報報報。

李之本全責責，各東各、本本以可公各公不公之公

2. 報報報請報報可報有以$150，其其有升其其有票報付

例 ， 以其報客本本 。 所團任團交交團團 ， 又李行

清。所有可報稅所有，不不不不不雙不不升其其不有

失，意鑒意意稅意意意失火，所本不團團有有東團

有日星。

所可公之公例又不有有東各交所。所本本又每團團

3. 鑒其鑒以幣幣 、 稅稅燃以 、 交交票以不酒酒雙交有

以任任參上(任請有任任娛娛不報如稅膳報有如意鑒)

以；又不其不又又又又又又每有升又有，本本本本本

又而又意意稅意意意失，本本本本不其本火意意稅

調調所有之調調。

意意意失本本。

4. 任任任星任付清所有所有任，本本本本本本本其請有

2. 參個因 、罷個 、暴幣 、 颱颱稅兩有本本本不颱颱颱

有有報又所之調調稅不有有有兩有有報交之有升。

之又又所又又有有交交個工之之之酒酒、之停不其

5. 任任有升任其有有任 60 報個個個個報交，必必以必

不參上，又必必本又每而而，不本本任任兩報報報

報不金又本票金付，任以如升如付如﹐客雙其客鑒報

膳膳，而而酒酒不有有日星 ，本不本本本概所，所

付 4%如升如信有。

本不不員上員員員員。

6. 本本本本本信客不本之調調。

3. 有有報報 、膳膳 、報遊每遊責責 ，本將團本又每請

辦辦。參團若若又又，任簽報如如、當當酒酒當當
客客不停東而客如又報客以稅客本本本雙客所颱颱

有升費費 :
1. 全日全溫溫溫溫日本東東來來香香/台北東票兩一，

東票有報星效 60 個
2. 東東 4 晚酒酒晚晚，酒酒稅稅稅酒酒有

颱之參制，令報又膳膳有又令，不臨報而而交交個
工、班東報客 、東公稅而機酒酒火火，本本本概必
其本火而而本任任本任。本本本不將當報又又個全
調權客權辦，所本不不員上團其不臨有。參上本本
之膳膳，本不將臨有如稅。任任參團星又又又之客

有升不費費 :

鑒外外，本本本本不本本。

1. 簽報有
2. 膳膳稅膳膳膳膳，兩有一一雙一一有升
3. 機票稅及燃油附加費

4. 參有任任所本溫若上意不若若若 ，本又幣以不在在

以上上不上上其不所本稅有有雙本，本本本本本不
視又又又本本其視所之視以 ， 又概必有有任任所
有 。 又本報客而所而之兩有又幣 ， 本不本本本概

臨報本本稅臨如臨臨 :
1. 本本本有調本報又所有有任本本任任又每之有有日

星。本在又又在，本本本本本本臨來所報交之有升。
本本本不其本任任本本又每不有有日星之本任。
2. 請有雙參參參參本本可以，報以在則則每則則有升:
出票後至出發前 30 天

﹕團費之 75%

出發前 29 個個交天本本 ﹕有報有升，恕不臨有

所。
5. 即即所本報有有報之即即簽報稅報報報報 ，又其即

即報境當境之境有雙本境境即即，本本本概必本任
任本任。
6. 本本本稅其本本不有一本本不本本本有溫本有本之

本本公以可辦雙公公可各所本本本報又所所費費之
各公酒酒 ， 若在特報 。 各所之所有可颱參鑒以升
境 ，不東票 、酒酒其酒酒 、聖聖膳 、春膳稅其不報
膳燃以，本本本本本有有任調調本以之調調。
7. 以所請有雙本以不每其每星雙臨可每所 ，任雙本每

其每星雙，本本本有調本本有有，以稅臨來所信之
所有，請有任不不員上員員員員。
8. 任如有任任如如，請其請所而 14 個個交天本本本，

本報恕不權辦。

本任責責 :

TYO4NT/30-JAN-2019
BC Wholesale Reg#27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