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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航班及基礎航班及基礎航班及基礎航班及基礎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

�新產品規劃新產品規劃新產品規劃新產品規劃

�銷售策略及工具銷售策略及工具銷售策略及工具銷售策略及工具     

�Q/AQ/AQ/A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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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

華航精緻旅遊華航精緻旅遊華航精緻旅遊華航精緻旅遊

•華航精緻旅遊就是俗稱華航精緻旅遊就是俗稱華航精緻旅遊就是俗稱華航精緻旅遊就是俗稱機加酒機加酒機加酒機加酒赴台赴台赴台赴台自由行產品。自由行產品。自由行產品。自由行產品。

基本服務內容包括基本服務內容包括基本服務內容包括基本服務內容包括 ::::

•往返經濟艙往返經濟艙往返經濟艙往返經濟艙機票機票機票機票((((機票效期機票效期機票效期機票效期1-141-141-141-14天，可加價升等天，可加價升等天，可加價升等天，可加價升等 ))))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住宿住宿住宿住宿（目前僅（目前僅（目前僅（目前僅2222家臺北飯店無早餐提供）家臺北飯店無早餐提供）家臺北飯店無早餐提供）家臺北飯店無早餐提供）
•每日每日每日每日早餐早餐早餐早餐((((可選酒店可選酒店可選酒店可選酒店100100100100多家多家多家多家))))
•旅行旅行旅行旅行責任險責任險責任險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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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選購選購選購及加購及加購及加購及加購服務項目服務項目服務項目服務項目

1.1.1.1.機場至酒店接送機機場至酒店接送機機場至酒店接送機機場至酒店接送機（選購（選購（選購（選購    ））））

2.2.2.2.WIFIWIFIWIFIWIFI加购加购加购加购

3.3.3.3.各類特色產品（演唱會門票、各類特色產品（演唱會門票、各類特色產品（演唱會門票、各類特色產品（演唱會門票、美食饗宴美食饗宴美食饗宴美食饗宴））））

4.4.4.4.佛光山專案佛光山專案佛光山專案佛光山專案

精緻旅遊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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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種類產品種類產品種類產品種類

1.1.1.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From YYYY.04.01 ~ YYYY+1.03.31 From YYYY.04.01 ~ YYYY+1.03.31 From YYYY.04.01 ~ YYYY+1.03.31 From YYYY.04.01 ~ YYYY+1.03.31
機票機票機票機票++++酒店住宿酒店住宿酒店住宿酒店住宿

2.2.2.2.促銷促銷促銷促銷案案案案

e.g.e.g.e.g.e.g.買兩晚送第三晚酒店、美食促銷買兩晚送第三晚酒店、美食促銷買兩晚送第三晚酒店、美食促銷買兩晚送第三晚酒店、美食促銷

3.3.3.3.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演唱會專案演唱會專案演唱會專案演唱會專案

                ※休閒主題休閒主題休閒主題休閒主題

                ※心靈之旅心靈之旅心靈之旅心靈之旅

精緻旅遊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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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精緻精緻精緻旅遊產品旅遊產品旅遊產品旅遊產品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 六個經濟艙、兩個豪華經濟艙、兩個商務艙、一個頭等艙（供選擇）六個經濟艙、兩個豪華經濟艙、兩個商務艙、一個頭等艙（供選擇）六個經濟艙、兩個豪華經濟艙、兩個商務艙、一個頭等艙（供選擇）六個經濟艙、兩個豪華經濟艙、兩個商務艙、一個頭等艙（供選擇）

• 最低最低最低最低RBD：：：：Q/CLS

• 機票效期：機票效期：機票效期：機票效期：1-14D

    

RBD Upgrade
RBDRBDRBDRBD（（（（from Q tofrom Q tofrom Q tofrom Q to）））） 每人每段需加價每人每段需加價每人每段需加價每人每段需加價

TTTT CNY2CNY2CNY2CNY260606060
VVVV CNYCNYCNYCNY410410410410
 K K K K CNYCNYCNYCNY530530530530
MMMM CNY6CNY6CNY6CNY650505050
 B B B B CNYCNYCNYCNY810810810810

YYYY/E/E/E/E CNY860CNY860CNY860CNY860
W/W/W/W/DDDD CNY1CNY1CNY1CNY1410410410410

CCCC CNYCNYCNYCNY1910191019101910
JJJJ CNY2CNY2CNY2CNY24104104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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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

� 華航會員專享：

• 華航會員立減100100100100元

• 額外加贈里程額外加贈里程額外加贈里程額外加贈里程500500500500哩哩哩哩
• 每人皆可享有托運行李超重每人皆可享有托運行李超重每人皆可享有托運行李超重每人皆可享有托運行李超重 10101010公斤優惠公斤優惠公斤優惠公斤優惠

• 機上購物機上購物機上購物機上購物9999折折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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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精緻旅遊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產品介紹

� DPDPDPDP產品附加價值產品附加價值產品附加價值產品附加價值異業合作專案異業合作專案異業合作專案異業合作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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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歷年歷年歷年產品介紹及產品介紹及產品介紹及產品介紹及今年今年今年今年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歷年產品介紹歷年產品介紹歷年產品介紹歷年產品介紹

捷安特單車環島之旅

酒店優惠專案

演唱會專案

音樂劇專案

溫泉之旅

佛光山專案

跨年美食體驗團

跨年演唱會專案

●●●●今年規劃今年規劃今年規劃今年規劃

1. 基礎產品：機票加3天2夜(或2天1夜)城市酒  
店之基礎產品

2. 超值專區 : 買2送1, 旅展專案

3. 民宿專案：九份特色民宿及其他

4. 熱門特區：日月潭+清境農場

5. 自然之旅：休閒農場，生態旅遊，部落之

旅

6. 季節產品：各地溫泉

7. 運動風：單車慢遊，国道路跑

8. 文化產品：�佛光山禪文化，

9. 流行風：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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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單車合作案捷安特單車合作案捷安特單車合作案捷安特單車合作案----海報海報海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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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迅 ANOTHER EASON'S LIFE  ANOTHER EASON'S LIFE  ANOTHER EASON'S LIFE  ANOTHER EASON'S LIFE 演唱会----台北站        座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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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专案演唱会专案演唱会专案演唱会专案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產品內容產品內容產品內容產品內容

1111....往返經濟艙機票往返經濟艙機票往返經濟艙機票往返經濟艙機票((((機票效期機票效期機票效期機票效期2-142-142-142-14天天天天))))
2.2.2.2.精緻旅遊特約飯店一夜住宿精緻旅遊特約飯店一夜住宿精緻旅遊特約飯店一夜住宿精緻旅遊特約飯店一夜住宿 ((((可續住，建議安排在抵台第一晚可續住，建議安排在抵台第一晚可續住，建議安排在抵台第一晚可續住，建議安排在抵台第一晚 ))))
3.3.3.3.上述飯店每日早餐上述飯店每日早餐上述飯店每日早餐上述飯店每日早餐((((部分飯店除外部分飯店除外部分飯店除外部分飯店除外,,,,請注意飯店資料註明請注意飯店資料註明請注意飯店資料註明請注意飯店資料註明))))
4.4.4.4.自由选择演唱会场次自由选择演唱会场次自由选择演唱会场次自由选择演唱会场次////座位分区座位分区座位分区座位分区((((將以加購方式選訂將以加購方式選訂將以加購方式選訂將以加購方式選訂))))，區分為，區分為，區分為，區分為

不同售价区域不同售价区域不同售价区域不同售价区域((((詳細行程如下或請見官方網站詳細行程如下或請見官方網站詳細行程如下或請見官方網站詳細行程如下或請見官方網站 ))))
5.5.5.5.旅行責任險旅行責任險旅行責任險旅行責任險

6.6.6.6.中華電信連續中華電信連續中華電信連續中華電信連續48484848小時無線上網小時無線上網小時無線上網小時無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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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優惠專案酒店優惠專案酒店優惠專案酒店優惠專案（買二送一）（買二送一）（買二送一）（買二送一）

�產品內容產品內容產品內容產品內容            
(1)往返經濟艙機票 (機票效期2-14天)
(2)飯店3夜住宿(可續住)
(3)每日早餐

(4)旅行責任險

(5)中華電信連續48小時無線上網 (需於2015-03-31前開立住宿

券)
(6)免費第3晚酒店住宿(全程3晚需於此行程內使用完畢。請確認

各酒店的免費第3晚的規定，且需事先訂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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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會專案演唱會專案演唱會專案演唱會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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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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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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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海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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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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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專案溫泉專案溫泉專案溫泉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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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專案溫泉專案溫泉專案溫泉專案

◎溫泉專案包裝酒店一夜住宿(可續住), 35家酒店

◎產品特色

台灣溫泉大致分為硫磺泉(陽明山、北投)、單純泉(烏來、金山)、食鹽泉(關子嶺)、碳酸氫

鈉泉(礁溪、知本)、碳酸泉(泰安、四重溪)。 陽明山、北投、關子嶺、四重溪被列為四大溫

泉。本產品涵蓋台灣北中南及東部著名溫泉及四大溫泉，各地溫泉均具不同特色及療效，

值得一一體驗;; 

硫磺泉陽明山、北投：春天酒店,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 北投水美溫泉會館,  北投金都精

緻溫泉飯店, 北投龍邦僑園會館 , 北投水都溫泉會館, 北投荷豐溫泉會館, 日勝生加賀屋,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北投皇家季節酒店北投溫泉館,  陽明山水溫泉會館, 陽明山天籟溫泉

會館。

單純泉(烏來、金山) ：新北市烏來那魯灣溫泉飯店 ,新北市沐舍溫泉渡假酒店

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苗栗竹美山閣

台中清新溫泉飯店, 台中日光溫泉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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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專案溫泉專案溫泉專案溫泉專案

碳酸氫鈉泉(礁溪、知本) ：礁溪老爺大酒店,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 礁溪山泉飯店, 礁溪帥王大飯

店, 中冠礁溪大飯店, 川湯春天溫泉飯店, 礁溪麒麟太子大飯店。台東知本老爺大酒店,台東知本

富野溫泉會館,台東鹿鳴溫泉酒店。

食鹽泉(關子嶺) ：台南關子嶺儷景溫泉會館

碳酸泉(泰安、四重溪) ：苗栗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苗栗竹美山閣。屏東牡丹風情溫泉行館-四重

溪溫泉, 屏東南臺灣溫泉大飯店-四重溪溫泉

其他：新北市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 台北淡水福容大飯店, 高雄岡山花季度假飯店, 南投日月

潭馥麗溫泉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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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禪文化是漢傳佛教的獨特精髓，也是淵源流長中華文化的價值所在。

佛教起源於印度，自佛陀涅盤後東傳中原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幸得達

摩祖師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開闢禪宗法脈，經過中土禪師的發

揚得以開枝散葉、開花結果。而今，禪宗已是漢傳佛教的重要根基，

其衍生的思想、茶道、建築、文化與藝術對東亞文明更是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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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中華航空來台精緻旅遊將與佛光山合作推出三天兩夜禪文化之旅專

案，旅客將透過佛光山特別設計之禪修課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透過坐禪、講談、晚課及殿堂巡禮等行程，讓旅客體驗難得的心靈

洗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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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課程時間課程時間課程時間課程時間

每隔週五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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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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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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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打坐、抄經、跑香

尋找內心的平靜，暫時忘卻
塵世的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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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過堂上簡單的飲食，過堂上簡單的飲食，過堂上簡單的飲食，過堂上簡單的飲食，

給身體零負擔的環境給身體零負擔的環境給身體零負擔的環境給身體零負擔的環境。

禪修之旅禪修之旅禪修之旅禪修之旅::::    可從佛光山眾法師身可從佛光山眾法師身可從佛光山眾法師身可從佛光山眾法師身
上聽到充滿禪味的幽默小故事上聽到充滿禪味的幽默小故事上聽到充滿禪味的幽默小故事上聽到充滿禪味的幽默小故事
，並透過「過堂」（即佛門中，並透過「過堂」（即佛門中，並透過「過堂」（即佛門中，並透過「過堂」（即佛門中
吃飯之意），與修行結合，過吃飯之意），與修行結合，過吃飯之意），與修行結合，過吃飯之意），與修行結合，過
程莊嚴神聖。程莊嚴神聖。程莊嚴神聖。程莊嚴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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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參加早課、禪修，參加早課、禪修，參加早課、禪修，參加早課、禪修，
重新認識自我〜重新認識自我〜重新認識自我〜重新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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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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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佛陀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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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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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旅：休閒農場，生態旅遊，部落之旅自然之旅：休閒農場，生態旅遊，部落之旅自然之旅：休閒農場，生態旅遊，部落之旅自然之旅：休閒農場，生態旅遊，部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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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工具

精緻旅遊產品銷售工具有手冊、網站與系統。精緻旅遊產品銷售工具有手冊、網站與系統。精緻旅遊產品銷售工具有手冊、網站與系統。精緻旅遊產品銷售工具有手冊、網站與系統。

� 精緻旅遊產品手冊精緻旅遊產品手冊精緻旅遊產品手冊精緻旅遊產品手冊：：：：

每年出版內載酒店、主題行程、使用說明、旅遊資訊與折扣券每年出版內載酒店、主題行程、使用說明、旅遊資訊與折扣券每年出版內載酒店、主題行程、使用說明、旅遊資訊與折扣券每年出版內載酒店、主題行程、使用說明、旅遊資訊與折扣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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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工具    

� 來台精緻旅遊網站來台精緻旅遊網站來台精緻旅遊網站來台精緻旅遊網站Discovering TaiwanDiscovering TaiwanDiscovering TaiwanDiscovering Taiwan    
DP WebsiteDP WebsiteDP WebsiteDP Website
http://dp.china-http://dp.china-http://dp.china-http://dp.china-
airlines.com/inbound/CHI/html/index.htairlines.com/inbound/CHI/html/index.htairlines.com/inbound/CHI/html/index.htairlines.com/inbound/CHI/html/index.ht
mlmlmlml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