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 3/4天

ISSUE 32  REF : KWL007

 
桂林喜來登酒店
Sheraton Guilin Hotel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kwlsi-sheraton-guilin-hotel/

坐落灕江之畔，與市中心、正陽步行街、象鼻山及伏波山景區等
僅咫尺之遙，步行約10-15分鐘

延期訂房(每晚每房): (雙人／單人) $930 / (加床) $420

                         房型                                                                   成人佔半房               成人單人房               成人加床 

Premium Room                   $2799    $3699     $2499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即日至31/8 及 1-30/11：$130
                               　　•1-30/9 及 7-31/10：$250
                               　　•1-6/10 及 24-29/1：$500

 
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Guilin
www.shangri-la.com/guilin/shangrila/ 著名疊彩山風景區近在咫尺，車程只需約10分鐘

延期訂房(每晚每房): (雙人／單人) $1250 / (加床) $630

                         房型                                                                   成人佔半房               成人單人房               成人加床 

Horizon Room                     $2999    $4299    $2999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即日至31/8：$130
                               　　•1-30/9 及 8-31/10：$250
                               　　•1-7/10 及 24-30/1：$430

尊享Horizon Club Lounge禮遇： 尊屬入住及登記服務 / 每日早餐 / 黃昏雞尾酒歡樂時光 / 全天候飲品供應

套票  1  包括︰來回香港至桂林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2晚住宿 ＋ 天天早餐 + 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

GV2“ S”class, 2-7N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18/6/2019 - 31/3/2020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桂林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桂林自古山水甲天下，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和灕江風光，造就了這裡的奇山秀水，活像一幅潑墨山水晝，令人為之神往 。
泛舟灕江、漫步古鎮、日遊月亮山、夜遊陽朔西街、上龍脊看梯田，是到桂林的必體驗。



套票  2  包括︰來回香港至桂林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3晚酒店住宿 + 天天早餐 + 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 

桂林 3/4天

+ 2天私人導賞漫遊 龍脊梯田、灕江及陽朔

乘搭專車由桂林機場至桂林市區酒店。第1天

龍脊梯田一天
08:30 酒店出發，乘車前往龍勝縣 (車程約1小時45分鐘)，遊覽金竹紅瑤寨，
欣賞歌舞及梳妝表演。

13:00 享用民族特色午餐。

14:00 遊覽龍脊梯田，在依山而建的古樸村落，俯瞰氣勢磅礡的梯田美景。

16:00 行程完結，送返酒店。

第2天

灕江＋陽朔一天
08:30 酒店出發，乘車前往竹江碼頭 (車程約45分鐘)，乘坐觀光船遊覽灕江風光，於
船上享用自助午餐。

14:00 抵達陽朔，遊覽聞名中外的陽朔西街及月亮山。

17:30 享用晚餐。

19:45 欣賞張藝謀導演的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

約21:10 行程完結，送返酒店。

第3天

乘搭專車由桂林市區酒店至桂林機場。第4天

* 以上行程提供專車、司機、第２及３天英語/普通話導遊(其他語言導遊須另付附加費)、灕江環保豪華船船票、印象劉三姐貴賓席
   B2座門票、 指定景點門票及用餐。
* 套票費用不包括司機及導遊小費，建議小費：RMB50/位/天。
* 行程內容及時間或會因應當地天氣及交通等不可抗拒因素作出調整。

ISSUE 32  REF : KWL007

GV2“ S”class, 2-7N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18/6/2019 - 31/3/2020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桂林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1 間                    2成人      $6599
1 間 (連1加床)          3成人      $5899
2 間                    4成人      $5799
2 間 (連1加床)          5成人      
3 間                    6成人      

桂林 3/4天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國泰港龍航空，Booking Class “S”，
    機票有效期2-7晚，指定出發日期，詳情請參照機票附加費表。
2. 最少2位成人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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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童佔半房或加床照成人佔半房或加床減$270。
4.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 “OSI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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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回機票日期需與入住酒店之天數相同
5. 以上價錢已包國內酒店6%增值稅(VAT)。
6. 套票1單人出發來回機場及酒店專車接送附加費：$450/車。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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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桂林喜來登酒店
Sheraton Guilin Hotel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kwlsi-sheraton-guilin-hotel/

                         房型                                                  房間數                                          同行人數                     每位價錢     

1 間                   2成人      $5799
1 間 (連1加床)         3成人      $5099
2 間                   4成人      $4999
2 間 (連1加床)         5成人      
3 間                   6成人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即日至31/8 及 1-30/11：$130
                               　　•1-30/9 及 7-31/10：$250
                               　　•1-6/10 及 24-29/1：$500

$4999

 
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Guilin
www.shangri-la.com/guilin/shangrila/

                         房型                                                  房間數                                          同行人數                     每位價錢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即日至 31/8：$130
                               　　•1-30/9及8-31/10：$250
                               　　•1-7/10 及 24-30/1：$430

Classic Room

$5799
Deluxe River View Room

套票  2  

ISSUE 32  REF : KWL007

GV2“ S”class, 2-7N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18/6/2019 - 31/3/2020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國泰港龍航空桂林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4699

$5499



國泰/國泰港龍航空
桂林自悠行機票附加費

成人 小童艙別 航班機票有效期

GV2

出發日期

S 2-7N 適用於CX/KA營運航班

照列表價

23-27/1,
8-12/4 $300 $230

10/7-31/8 $100 $80

L 2-7N
適用於CX/KA營運航班即日至31/8

$430 $320

$730 $550M
GV1

2-14N

出發日期：30/12/2019-31/8/2020

即日至22/1,
28/1-7/4,
13/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