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saka+Kyoto 
 大阪+京都 

from HK$5,050 up 

 Days         Nights 
  日              晚 5       4   

 

Valid For Departure: Till 30Jun’20 

 細味京都 

國泰航空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  

2晚大阪酒店住宿 2 nights Osaka hotel accommodation  

2晚京都酒店住宿 2 nights Kyoto hotel accommodation  

額外禮遇 :  

•2日阪急全線乘車券  

• 大阪阪急/阪神百貨店購物折扣券 

2晚入住京都酒店 - Cross Hotel Kyoto 
www.crosshotel.com/kyoto 

Standard (269ft²) 三條京阪站 

於2018年9月開幕 

地鐵京都三條站步行約4分鐘 

可步行到熱鬧的河原町、錦市場及鴨川等，位置非常方便 

室內設計以京都風格及木材為主題， 採用溫暖的木材及柔和的和紙為寧靜 

   的空間增添現代感。 

不適用於1月1-2日，1月23日及5月1-5日 

HK$5,050+ 

                (每位/成人佔半房) 

2晚入住大阪酒店 -  

Hotel Vischio by Granvia 
www.hotelvischio-osaka.com/en 

梅田區 距離JR大阪站步行約5分鐘 

2018年6月6日開幕酒店，位於JR大阪站附近，從關西機場直達，不用轉車， 
   十分方便。酒店對面就是大型購物商場Grand Front北館。酒店免費提供智 
    能手機「HANDY」，可以無限撥打本地電話及使用流動網絡 

Moderate Room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週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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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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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Kyoto 
 大阪+京都 

from HK$5,050 up 

 Days         Nights 
  日              晚 5       4   

 

OMR- W- 1911099–V2 

Valid For Departure: Till 30Jun’20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週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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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5,400+ 

                (每位/成人佔半房) 

Experience 
伝統・ 
文化体験 

Communal 
Bath 

大浴場 

面積：236-258ft² 
定員：1〜2名 

Guest Room 
客室 

額外禮遇 :  
•2日阪急全線乘車券 

• 大阪阪急/阪神百貨店購物折扣券 

2晚入住京都酒店 -  Hotel Intergate  

Kyoto Shijo Shinmachi by Granvia 
www.intergatehotels.jp/en/kyoto_shijo 

Superior (236-258ft²) 四絛通 

於2018年3月開幕 

地鐵烏丸線「四条站」22號出 口步行5分鐘 

可步行到熱鬧的河原町、錦市場及鴨川 

2晚入住大阪酒店 -  

Hotel Vischio by Granvia 
www.hotelvischio-osaka.com/en 

梅田區 距離JR大阪站步行約5分鐘 

2018年6月6日開幕酒店，位於JR大阪站附近，從關西機場直達，不用轉車， 
   十分方便。酒店對面就是大型購物商場Grand Front北館。酒店免費提供智 
    能手機「HANDY」，可以無限撥打本地電話及使用流動網絡 

Moderate Room  

細味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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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 For Departure: Till 30Jun’20 

 

                           JR西日本酒店集團全新品牌「Vischio」保持 

                         「Granvia酒店」的品質，提供房客充滿都會風 

                          情與現代感設計的高品質住宿型酒店。Vischio 

                           在義大利文的意思是「棲木」，而棲木在北歐神
話中是帶來幸福、安全、幸運的聖木，營造為旅客療癒旅程疲
憊的地方。 

                               2晚入住京都新酒店 –  

Hotel Vischio by Granvia 

京都站 

京都站八條站南出口步行約2分鐘 
位於京都車站前，地理位置絕佳，不僅方便搭乘新幹線與地下鐵， 
   而且鄰近巴士轉運站 

www.hotelvischio-kyoto.com/tw 

2晚入住大阪酒店 -  

Hotel Vischio by Granvia 
www.hotelvischio-osaka.com/en 

梅田區 距離JR大阪站步行約5分鐘 

2018年6月6日開幕酒店，位於JR大阪站附近，從關西機場直達，不用轉車， 
   十分方便。酒店對面就是大型購物商場Grand Front北館。酒店免費提供智 
    能手機「HANDY」，可以無限撥打本地電話及使用流動網絡 

HK$5,230+ 

                (每位/成人佔半房) 

Moderate  Room 

Moderate Roon  

額外禮遇 :  
•2日阪急全線乘車券 

• 大阪阪急/阪神百貨店購物折扣券 

細味京都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週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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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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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之道 

【京都賞櫻熱點推薦】 

哲學之道是位於京都市左京區一
條小徑，小徑兩旁種植了500棵櫻
花樹，每年櫻花綻放時，這裡便
成為了著名的櫻花隧道 

前往方法 : 從JR京都站乘搭100號巴士
於銀閣寺下車 

祗園白川 
充滿日式風情的街道，種植染井吉
野櫻等不同品種櫻花，到開花時節
一同爭艷鬥麗，夜間時被打上燈光
的櫻花和京都街道讓人彷彿置身於
夢幻般 

前往方法 : 從京阪祗園四條站步行3分 
鐘 

圓山公園 
這座公園以「祇園之櫻」聞名，
公園內種滿了枝垂櫻。每年春天 
(三月底到四月初) 都有夜間點燈
儀式，遊客會到公園裡享受傳統
的「花見」(賞櫻) 野餐 

前往方法 : 搭京都市巴士到祇園站步
行3分鐘 

平安神宮 
平安神宮是賞櫻勝地之一，粉色
櫻花妝點後的庭園景致令人驚艷，
臨水的櫻枝微微彎曲，婉約的姿
態猶如古典美人。櫻花季節會開
放南神苑觀賞夜櫻及舉辦音樂會 

前往方法 : 搭京都市巴士到岡崎公園 
美術館・平安神宮前下車徒歩3分鍾 

嵐山 – 渡月橋 
不管是賞楓還是賞櫻，嵐山一定
是榜上有名。由於嵐山周邊有許
多知名的觀光景點，每年到了賞
櫻時節時總是吸引大批的遊客前
來探訪 

前往方法 : 搭京福電鐵,到嵐山站步行 
4分鐘 

二條城 
二條城賞櫻花的地點主要分佈在
櫻之園與清流園兩處，但因品種
不同盛開時間會不一樣，夜晚燈
光映照下，櫻花呈現另外一種不
同的美態，夜晚賞櫻的人潮可不
比白天少 

前往方法 : 搭乘地下鐵東西線於二条 
城前站下車 

保留濃厚的古都氣息的京都，每年的三

至四月是櫻花盛開的季節，被櫻花染成

一片粉紅的街道，一舉一行皆如畫一般，

充滿了浪漫詩情，感受只有在櫻花季才

能享有的美好旅程! 

     櫻花樹下 細味京都 
賞櫻期預測︰ 3月下旬至4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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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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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 
•國泰航空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4晚酒店住宿 
•2日阪急全線乘車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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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佔床或三人房收費按成人減收 ： $650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2020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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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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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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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優惠每次每房最多適用於兩位客人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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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  
•4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2 Days Hankyu Tourist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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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iple Sharing adult price less :     $650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 valid between 01Jan-30Jun20 ;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0Ju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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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must be input in OSI field of PNR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All the above benefits are only applicable for maximum 2 persons per room per stay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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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 大阪機票附加費表  

CX Osaka Airfare Surcharge 

出發日期:  

2020年1月1日- 6月30日 

Travel Period :  

01Jan – 30Jun2020 

22人人成成行行 GGVV22  ((mmiinn..  22  aadduullttss)) 

Departure Adult Child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Economy 
Class 

Early Bird Promotion 
01-20Jan, 30Jan-05Apr, 14-29Apr, 02May-23Jun & 28-30Jun --- --- Q 2-7 Days 

Ticket must be issued on or before 31Mar 

01-20Jan, 30Jan-05Apr & 14Apr-30Jun $1240 $930 N 

2-7 Days 
21-22 & 28-29Jan 2670 2010 V 
23-27Jan 6030 4530 K 

06-07 & 13Apr 1740 1310 S 

08-12Apr 4880 3660 M 

Premier 
Economy 
Class 

Early Bird Promotion 

01-20Jan, 30Jan-05Apr, 14-29Apr, 02May-23Jun & 28-30Jun 3450 2590 E 2-7 Days 

Ticket must be issued on or before 31Mar 

01-20Jan, 30Jan-07Apr, 13-29Apr, 02May-23Jun & 28-30Jun 4490 3370 

E 2-7 Days 
21-22 & 28-29Jan, 30Apr-01May, 24-27Jun 5420 4070 

23-27Jan 8080 6060 

08-12Apr 7930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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