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限定】名古屋．
古風典雅 AOI CLUB HOUSE
3 天特色民泊套票
出發日期: ~ 2020年6月30日

扣減補助金後:

$1,528起
$4,028起

尊享 2 重禮遇:

 半價 ($44) 加購

2人成行

Travel Club Sim 7 日上網卡
 悠．逸．文青行 優惠

套票包括:

JL V class
(*JL/CX 機票差額表詳見頁4)

1) 日本航空香港至名古屋 (經東京)
或 國泰航空香港至名古屋 (直航)
來回機票乙張
旅程後，於個人社交平台分享乘坐日本航空
內陸機的飛行體驗、行程趣事及景點照片，
2) 2 晚古風典雅日居 –
AOI CLUB HOUSE 住宿
即可領取每位高達 HK$2,500 的住宿補
助金！
(*名額有限，此活動受條款約束)
*建議加購本社代售之 JR 西日本火車證 / 日本租車服務，令旅程更輕鬆 !

房東專攻美術，畢業
後回到名古屋，開始
經營民宿是想讓住客
體驗到名古屋的生活
氣息，同時通過展覽
的作品和了解國內外
的藝術家。

Aoi Club House

名古屋市東区葵１丁目１８－５
地下鐵東山線「新栄町」站１號出口徒歩３分鐘
名古屋站至東山線「新栄町」站約 11 分鐘車程
 入住日期: 15:00 〜 22:00
 退房日期: 11:00

入住日期

~ 31 Jun 2020

 房間面積: 106 sqm
 臥室數目: 3 間

2 晚 名古屋 AOI CLUB HOUSE

早餐
X

2人1室

$4,698 起

 請自備睡衣和洗漱用品
 本民宿只接受女性住客

3人1室

$4,698 起

1人1室

$4,698 起

※ 本公司備有其他名古屋酒店選擇，詳情可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星期五、六、假期、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 價錢以更新單張當日最低價格之酒店、租車及附加費計算，確實之費用或會因貨幣匯率及供應情況而有所變動，
如費用因以上理由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oi Club House

名古屋市東区葵１丁目１８－５
地下鐵東山線「新栄町」站１號出口徒歩３分鐘
明治 34 年建成，至今有120年歷史，是徳川宗春所住過的房子，亦是名古屋市登
錄地域建築物資產認定的具有歷史的古民家建築 。

1 樓設有咖啡店，您可以品嚐著名甜點師直傳的芝士
蛋糕、蘋果派。另外設有展館，經常展出當下炙手可
熱的藝術家的作品。民宿主人住在1樓，客人的房間在
2 樓。客人的居住區域經過重裝整修，適合您和閨蜜
聚會使用。房東還會為到來的客人準備日本茶道。

日航 / 國泰 機票差額表
適用出發日期
去程日期

訂位代碼

回程日期

機票
有效期

成人
(每位計)

小童
(每位計)

日本航空 (可免費停留東京，不另收費/ 不適用於聯營航班)
NOW-02APR20
12APR-30JUN20

04FEB20-10APR20
20APR20-12JUL20

V class

2 days –
1 month

不需補附加費

不需補附加費

03APR-11APR20

11APR20-19APR20

V class

2 days –
1 month

$1,590

$1,200

國泰航空 (*Sales & Ticketing: Now – 31 Mar,2020)
NOW-05APR20
14APR20-29APR20
02MAY20-23JUN20
28JUN20-09JUL20
NOW-05APR20
14APR20-09JUL20

減 $670

減 $500

減 $270

減 $200

*S class

$330

$250

N class

$570

$430

$1,070

$810

$2,000

$1,500

*Q class
*N class

2 – 7 days

2 – 7 days

NOW-07APR20
13APR20-09JUL20

S class

NOW-07APR20
13APR20-09JUL20

V class

(Extend to
14 days
+$500/pp)

費用包括:
1. 日本航空香港至名古屋 (經東京) 來回機票乙張 或 國泰航空香港至名古屋 (直航) 來回機票
乙張
2. 2 晚 AOI CLUB HOUSE 住宿

備註:
1. 以上費用以每位成人計算，此套票需 2 人成行。小童 (佔床): 按成人價減 $800。
2. 以上費用並不包括各種稅項 (稅項手續費$30、香港機場稅、保安稅(如適用)、燃油附加費、
回程機場稅及其他應繳稅項)。航空公司收取之稅項，於繳費後而在出票前若有調整，客
人仍需在出發前補回差價；惟於出票後航空公司則不會退回差價。
3. 預訂時需繳付訂金每位$1000。7 個工作天內出發之訂單須繳付全數。如未以成功訂購，
將全數退款。報名時所繳付之款項，一概不可退款或轉讓。
4. 旅客於預訂此套票時請提供正確之姓名(必須與護照相同，包括次序、稱謂及名字間之間
隔等) 。如確認後發現有任何錯誤，恕不能作任何更改，敬請留意。
5. 單張所列之酒店均註明『住宿有效期』，如於『住宿有效期』以外日子入住，則須另行報
價。
6. 一般酒店入住（Check-In）時間為下午 3 點，而退房（Check-Out）時間為上午 11 點前，
酒店有權向任何提早登記入住及延長退房的住客收取附加費，一切以酒店安排為準。
7. 以上價錢會因出發日期、匯率變動及其他因素而有所變更，一切概以報名時作準；如有任
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8. 本公司保留在旅遊套票費用全數繳付前調整費用之權利。
9. 所有產品內容及其價格均視乎特定等級或類別的供應情況而定，會不時變動，個別日子及
旺季期間出發或住宿酒店需繳附加費，或未能以單張內價格購得相關產品。
10. 套票一經預訂及/或確認後，不能更改、不可取消及不可退款，任何未使用之服務 (如機票、
酒店住宿等) 恕不退款。
11. 以上所有資料如：酒店/民宿、交通資料、圖片等只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最終以酒店、民宿、航空公司及供應商安排為準。
12. 建議旅客於出發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以作保障。
13. 如對本公司提供之旅遊套票內容、費用、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利。

(包T.I.C.0.15%印花稅)

生效日期: 2020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