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住宿/旅遊觀光 

 

為使閣下來港會議能妥善安排,大會指定“香港億達旅行社”為此次會議唯一旅行

社,為參加會議成員在交通,住宿及觀光提供專業意見和服務,謹祝各位訪港期間居停

愉快. 

 

 

香港億達旅行社 

地址     香港 

皇后大道中50-52號  

陸佑行902室 

聯繫  徐香燕   

      李惠敏 

電話     (852) 2311 1326 

傳真     (852) 2311 1331 

電子郵箱    moni@manywaytrvl.com.hk 

      maggie@manywaytrvl.com.hk 



大會推薦酒店有關資料 

世紀香港酒店 
房租 / 晚    港幣$ 830  
房間種類    標準單人 / 雙人房 
早餐     房價已包括美式早餐 
地址     香港灣仔謝斐道 238號     
電話     (852) 2598 8888 
傳真     (852) 2598 8866 
網址     http://www.accorhotels-asia.com/hotelsearch/default.asp?hc=3562 
星級評定    三星 
距離香港會展中心  步行 15分鐘 
 
香港華美酒店 
房租 / 晚    港幣$ 530  
房間種類    標準單人 / 雙人房 
早餐     港幣$ 80 / 每位 
地址     香港灣仔駱克道 57-73號     
電話     (852) 2861 1000 
傳真     (852) 2529 3282 
網址     http://www.wharney.gdhotels.net  
星級評定    三星 
距離香港會展中心  步行 15分鐘 
 
萬麗海景酒店 
房租 / 晚    港幣$ 1080  
房間種類    標準單人 / 雙人房 
早餐     房價已經包括美式早餐 
地址     香港灣仔港灣道 1號     
電話     (852) 2802 8888 
傳真     (852) 2802 8833 
網址        http://www.marriott.com/dpp/PropertyPage.asp?MarshaCode=HKGHV 
星級評定    五星 
距離香港會展中心  步行 5分鐘 
*上述所有報價已包括百分之十服務費及百分之三政府稅 

 
備忘   
- 截止房間報名日期為 2003 年 11月 20 日 
- 訂房表格可通過傳真或空郵寄返“香港億達旅行社” 
- 酒店為本次大會向旅行社提供住房優惠價格,除已確認之訂房,酒店保留隨時調整房間租金
的權利及不會發出任何通知. 

- 旅行社此階段仍有少量上述三家推薦酒店房間,參加者請儘早預訂及確認訂房. 
- 訂房時請閣下於傳真或信封上註明”設計營商周” 



 

參加與會者登記資料 

個人資料 
稱謂     □先生  □太太  □小姐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牌將以此欄填寫為依據)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言選擇    □英語   □普通話  □法語  □日語  

□其他 (請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埠,離埠及接送資料  
到埠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埠航班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航班到埠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離埠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離埠航班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航班離埠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宿要求  
酒店選擇   □世紀香港酒店  □香港華美酒店 
     □萬麗海景酒店 
房間種類   □單人房   □雙人床房   □雙人房 (兩張單人床) 
入住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特別要求  □吸煙樓層   □非吸煙樓層 □相連房 

 



 
 
觀光資料選擇 
觀光編號 觀光名稱      人數   費用    港幣/美元  日期 
 A  香港島/海洋公園一天遊 
 B  香港生活體驗一天遊   
 C  香港半日遊 
 D  海洋公園一天遊 

E  大嶼山天壇大佛一天遊 
F  鯉魚門海鮮晚宴精選遊  
G  東方之珠海陸逍遙遊 

要求導遊用語     □英語   □普通話 
 
 

費用支付方式 

信用卡支付  
信用卡   □Visa    □萬事達卡       □美國運通 
信用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本票及 / 或銀行轉帳  
抬頭請填寫 “香港億達旅行社” 
 
銀行名稱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海港城分行) 
銀行帳號   004-491-5-015681 
帳號持有人   香港億達(國際)旅行社 
地址    香港九龍廣東道 5 號海洋中心三樓 C33號舖 
電話    (852) 2735 8088 
 
銀行名稱   恒生銀行中環總行 
銀行帳號   024-280-0-732477 
帳號持有人   Many way Travel Service (Wholly owned by Many way Ltd.) 
地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83號 
電話    (852) 2198 5804 

 

 

 
 
 



 

費用(只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會者)  

費用包括酒店住宿 + 膳食 + 機場接送 (不包括香港觀光團 A,B,C,D,E,F,G) 
□ 世紀香港酒店    港幣$ _____________ 或 美元$ ___________  
□ 香港華美酒店   港幣$ _____________ 或 美元$ ___________ 
□ 萬麗海景酒店   港幣$ _____________ 或 美元$ ___________ 

 

備忘 

- 為使閣下房間得到保證, 請於訂房時連同全部費用一同寄出. 
- 與會者於酒店內之其他個人消費屬私人帳項, 請於退房時與酒店直接結清. 

 

取消訂房及退款 

- 所有住宿安排一經辦理及確認後,如需取消, 與會者需以書面通知旅行社. 
- 銀行及一切有關因取消而引起之額外費用將會於退還款項中扣除. 
- 所有退款將於會議完畢後始作退還. 
- 如因特殊情況與會者臨時取消訂房, 有關方面不排除要求該與會者出示資料以作證明. 
- 退款制度 
十一月一日前取消        90% 退款 
十一月一日後取消          50% 退款 
十一月十五日後取消       不設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