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卓人牧場』阿根廷
一睹高卓人牛仔精彩無比的馬術表演。

『探戈表演』阿根廷魅惑之夜
著名夜總會享用晚餐及觀賞充滿熱情的探
戈表演，精彩絕倫。 

『大氣磅礡的萬年冰河美景』阿根廷大
冰河國家公園
乘觀光船欣賞世界自然遺產「佩里托莫雷
諾冰川」壯觀奇景。

『人生必遊的樂土』智利百內國家公園
暢遊百內國家公園，豐富自然生態，冰
川、湖泊、森林及瀑布構成一幅壯麗的奇
觀美景。 

『麥哲倫企鵝巡禮』馬格達萊納島
乘觀光船前往馬格達萊納島，數萬隻企鵝
棲息於此，極近距離觀看逗趣可愛的企
鵝。

『探索神秘摩艾巨石像』復活節島
深入了解Moai巨人石像古文明及「世界的肚
臍」，感受孤島的點滴。 

『沙漠中的奇葩』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
沙漠風光、間歇泉地帶，美麗日落及璀璨星
空，飽覽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

『走訪酷似月球表面的獨特景觀』月亮
山谷
千萬年因風化侵蝕造成了無數奇特面貌，彷
似身處月球之中，安靜而雄偉。 

『色彩斑斕的自然地貌』彩虹谷
因其五顏六色的群山而得名，步行穿過色彩
斑斕的岩層，欣賞美麗的形態和色彩，令人
稱奇的自然美景。 

『世界大傑出葡萄酒之都』卡薩布蘭卡
山谷
孕育出優質葡萄，釀造出極品葡萄酒;精心
安排參觀酒莊，品酩當地名釀。

16天  南美雙國
《大冰河、復活節島、高原沙漠》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卡拉法特、大冰河國家公園
智利   ：百內國家公園、蓬塔阿雷納斯、馬格達萊納島、聖地牙哥、復活節島、 
       聖佩德羅德名阿塔卡馬、月亮山谷

暢遊

南美主題旅遊

節慶．秘境系列

精心規劃，看得見的用心，出發吧......

Tour Code :  SABF16

閃亮推介



M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Å 下榻酒店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
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
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如無法入住5星級酒店，將安排市內4星酒店，並於其他城市安排5星級酒店｜以上圖
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由於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因此集合時間為出發前一天晚上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早 --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自理/航機上 牧場BBQ 自理/航機上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晚 酒店餐廳 著名牛扒餐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阿根廷  ~ 牧場BBQ

    著名牛扒餐

智利  ~ 酒莊餐廳

    皇帝蟹海鮮餐

• 布宜諾斯艾利斯住宿兩晚5星級Four Season / Park Hyatt

• 卡拉法特住宿兩晚5星級Xelena或同級酒店

• 百內國家公園住宿一晚特色渡假酒店

• 復活節島住宿兩晚著名渡假村 Explora / Hanga Roa Hotel

• 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住宿兩晚，細味沙漠風情與大自然地貌

• 聖地牙哥住宿一晚5星級 Ritz Carlton 或同級酒店

第1天 香港 
Hong Kong

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
Buenos Aires (Argentina)

出發前一晚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
下，乘坐阿聯酋航空公司經杜拜轉機飛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抵達後，專車送返酒店及享用晚餐。

ÅFour Season / Park Hyatt 酒店或同級

第2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內觀光~高卓人牧場~探戈舞 
Buenos Aires ~ City Tour ~ Gaucho Farm Tour ~ Tango 

Show

早餐後，市內觀光及遊覽高卓人牧場。晚上欣賞探戈舞表演。

M 高卓人牧場：高卓人可說是阿根廷牛仔，他們勇猛剽悍，愛
好自由。在牧場上可看到高卓人穿著傳統服飾打扮，載歌載舞
及表演馬術，親身感受拉丁美洲牧人生活。

I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玫瑰宮、國民議會大廈、大教堂。

M 探戈舞：阿根廷國粹及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探戈舞是
一種充滿激情的舞蹈。表演者伴隨著輕快的舞曲、嚴肅的表情
及剛勁有力的舞蹈，為觀眾帶來視覺上的震撼。

ÅFour Season / Park Hyatt 酒店或同級

第3天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卡拉法特 
EL Calafate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客機飛往卡拉法特。抵達後，驅車前往
酒店。

卡拉法特：位於巴塔哥尼亞高原阿根廷湖畔，鄰近智利與阿根
廷邊境，有著名的自然風景區阿根廷冰河國家公園，造就了小
鎮的繁榮。

ÅHotel Xelena酒店或同級

第4天
卡拉法特~大冰河國家公園~佩里托莫雷諾冰川 
 (乘觀光船) 
EL Calafate ~ Los Glaciares National Park ~

Perito Moreno Glacier (Cruise tour)

早餐後，專車前往大冰河國家公園，遊覽佩里托莫雷諾冰川。

M 大冰河國家公園：是阿根廷著名的國家公園，面積達7240 
平方公里，在1981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M 佩里托莫雷諾冰川：位於大冰河國家公園內。佩里托莫雷諾
是少數仍在成長的冰川之一。沿步行徑近距離觀看冰川雄偉景
緻，特別安排搭乘冰河觀光船，展開精彩的冰河探索，欣賞世
界著名的冰河群，若巧遇冰河崩裂落水面之情景，為之震撼。

ÅHotel Xelena 酒店或同級

第5天 卡拉法特~智利邊境~百內國家公園(智利)
EL Calafate~Chile Border~Torres Del Paine (Chile)

早餐後，越過阿根廷邊境前往智利，辦理入境手續後，前往百
內國家公園。

百內國家公園：全名 Torres del Paine，意為藍色的眾峰， 當
地印第安人視其為神山。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將其列為人一
生中不能錯過的 50 個地方之一。公園於 1978 年被聯合國列為
生物圈保護區。

ÅRio Serrano 或 Las Torres/Lago Grey 酒店或同級

極致享受 精選美饌



M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Å 下榻酒店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
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
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如無法入住5星級酒店，將安排市內4星酒店，並於其他城市安排5星級酒店｜以上圖
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第6天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0天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輕便早餐盒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自理/航機上 輕便午餐 自理/航機上

晚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第6天 百內國家公園~米洛頓洞穴~蓬塔阿雷納斯 
Torres Del Paine ~ Milodon Cave ~ Punta Arenas

早餐後，遊覽百內國家公園。遊畢，前往參觀米洛頓洞穴。及
後前往蓬塔阿雷納斯。

M 百內國家公園：乘車進入公園，園區可見湛藍的湖泊和翠
綠的河谷，覆滿白雪位於海拔3000公尺的花崗岩百內群峰，
無數冰河時期形成的冰蝕湖、溪流型的小瀑布，如畫的自然風
光美得令人難以忘懷。園內隨處可見野生動物蹤影，以羊駝群
最多，另外還有火烈鳥、禿鷹，甚至行蹤神祕的美洲獅及其他
世界上品種稀有的野生動物。

M 米洛頓洞穴：一個史前穴居的大洞穴，曾經有人在這座洞
穴內發現過名為米洛頓的動物化石，是一種類似於大型 懶猴
的動物，大約在一萬年前滅絕。

ÅDiego de Almagro 酒店或同級

第7天
蓬塔阿雷納斯~馬格達萊納島
Punta Arenas ~ Navigation 

Magdalena Island

聖地牙哥
Santiago

早餐後，乘觀光船前往馬格達萊納島觀賞麥哲倫企鵝生態。遊
畢前往機場，乘坐客機飛往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抵達後，前
往酒店。

M 馬格達萊納島：這海域是智利南極大陸企鵝群自然生態保
護區。保護區的沙灘上設有觀景點，在此可觀賞到麥哲倫企鵝
的可愛面貌和自然生態，數量之多，令人讚嘆。

(註: 如因天氣影響取消馬格達萊納島行程，本公司將退回有關之款項。)

ÅHoliday Inn Airport 酒店或同級

第8天 聖地牙哥
Santiago

復活節島~島上觀光
Easter Island ~ Island Tour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客機飛往復活節島。抵達後，展開島上
觀光。

I阿胡番那波遺跡 (Ahu Vinapu)：為兩個古神廟所組成，其石
造建築物，精準的切割和無縫接合技術跟秘魯聖谷的印加建築
很相似，據考證遺跡的建造時間較印加文明 還要早。

I古村落歐倫哥：是昔日祭典儀式進行地，這裡可看到許多往
昔傳說中復活節島居民所敬仰的「鳥人」雕刻。在此可遠眺神
話中的大島、小島、可哥島矗立在海中的三個小島;附近拉諾
高火山 (Rano Kau Volcano) 的火山口直徑達 1.6 公里，內有火
山湖，觀賞價值甚高。

I阿胡阿基維 (Ahu Akivi)：相傳Akivi的七尊摩艾(Moai)代表著
當初跟著 Hotu Matu’a 國王一起來到復活節島的七個戰士，這
七尊石像是全島唯一不是面對島中央而是看著海的摩艾，用意
在於保護其後代子民。

ÅExplora / Hangaroa Eco Village & Spa 酒店或同級

第9天 復活節島~島上觀光~傳統民族歌舞表演
Easter Island ~ Island Tour ~ Folk Dance Show

早餐後，續遊島上名勝。晚上欣賞土著民族歌舞表演。

I拉諾拉拉庫採石場 (Rano Raraku)：島上超過600尊摩艾像
的採石場和製作工場，多尊全身或半身未完成的石像遍佈景
點。在此可了解到島民如何從山石裡雕鑿出摩艾像。

I阿胡通加里 (Ahu Tongariki)：復活節島上最大的巨石像群，
一共有15尊直立的摩艾。附近還有一尊獨立的摩艾，曾經在
1970年代的大阪萬博展上展出過。

I阿納凱納海灘 (Anakena)：沙灘上有7尊背對海灘的摩艾像，
其中4尊頭戴紅帽子，造型獨特可愛。

I世界的肚臍 (Te Pito Kura)：由1大4小的石頭組成，是傳說
中的能量石，據說只要把額頭貼在石頭上就能帶來好運。它十
分神奇，因為最中間的大石頭帶有強大磁場，可以影響指南針
的指向。

M 傳統民族歌舞表演：欣賞當地土著身穿民族服飾，展現熱
情舞蹈，享受一個難忘晚上。

ÅExplora / Hangaroa Eco Village & Spa 酒店或同級

第10天 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聖地牙哥
Santiago

早餐後，於酒店內自由活動，及後前往機場乘坐客機飛返聖地
牙哥。抵達後，送返酒店休息。
ÅHoliday Inn Airport  酒店或同級

復活節島

與世隔絕的島嶼上存在著世
上最神秘的古文明之一，巨
大的摩艾像毫無規劃地散落
於島上，但其製造原因、過
程及運輸方式至今仍是一個
不解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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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天 第12天 第13天 第14天 第15-16天

早 酒店餐廳 輕便早餐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自理/航機上

午 自理/航機上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酒莊餐廳 --

晚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皇帝蟹海鮮餐 --

第11天 聖地牙哥
Santiago

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
San Pedro de Atacama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客機飛往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

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地處世界旱極的阿塔卡瑪沙漠之中，綿
延不斷的沙漠風蝕地貌，終年氣候乾旱。阿塔卡瑪沙漠更被譽
為最美的暗黑星空，每年不分季節地吸引着無數遊客到此一
游。

ÅExplora 或 Tierra 酒店或同級

第12天
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塔狄歐間歇泉 ~月亮山谷~ 觀
星
San Pedro de Atacama ~ Geyser de Tatio -Hot Spring~ Valle 

de la Luna~Stargazing

清晨時份，出發前往塔狄歐間歇泉觀賞日出及享受溫泉浴。及
後返回酒店享用午餐。於酒店稍作休息後前往月亮山谷，可隨
導遊健行或靜候日落，細味天空及山谷被餘暉染的一片通紅，
與連綿的金色山丘互相映照之景致。晚餐後，可自由參加酒
店安排的觀星導賞團。智利北部被公認為全球最佳觀星地點之
一。

I 塔狄歐間歇泉：地有大約80個大小噴泉，自地表下吐出蒸 
氣的活躍間歇泉地帶。它位處海拔 4,320 米，破曉時份是 觀看
白煙繚繞奇觀的最佳時間，噴泉冒出的熱氣會於冷空氣中凝結
成巨大的蒸汽柱，蔚為奇觀。

I 月亮山谷：位處海拔約2500米，千萬年間不停承受著風化
和河流的侵蝕而造成了無數奇特面貌的自然景觀，同時因乾枯
湖泊讓部分地形表面布滿一層白色鹽分，讓人有種彷彿來到外
太空月球表面，既安靜、又雄偉再加點荒涼的淒美。

阿塔卡馬沙漠：一直被視為南半球觀察天文景象的最佳地點之
一，氣候乾燥兼常是萬里無雲，加上區內光污染極少，電波干
擾也低，很多時候只要抬頭便有機會看見滿天星斗甚至銀河美
態。
ÅExplora 或 Tierra 酒店或同級

[註:是日於清晨時份出發，氣溫可能低於零度，請自備禦寒衣物。遊覽高

海拔景點時，請放慢腳步，避免劇烈運動，敬請客人考慮個人體力參予。]

第13天 聖佩德羅德阿塔卡馬~彩虹谷
San Pedro de Atacama ~ Rainbow Valley

聖地牙哥
Santiago

早餐後，遊覽彩虹谷。及後，驅車前往機場，乘坐客機前往聖
地牙哥。抵達後，專車前往酒店晚餐。

I 彩虹谷：位處海拔約3500米，山谷因著不同的礦物質，使
得岩石、山脈有著不同顏色，像是彩虹般而得名。穿過有著形
態各異的岩石的岩層，為這裡魔幻般的色彩而著迷。

ÅRitz Carlton 酒店或同級

[註:遊覽高海拔景點時，請放慢腳步，避免劇烈運動，敬請客人考慮個人

體力參予。]

第14天 聖地牙哥~ 卡薩布蘭卡山谷(葡萄園)~市內觀光
Santiago~ Casablanca Valley (Vineyard)~City Tour

早餐後，參觀葡萄園及市內觀光。及後於指定時間前往機 
場。乘坐阿聯酋航空飛往杜拜，由於機程及時差關係，夜宿於
航機上。

I 卡薩布蘭卡山谷(葡萄園)：有著“世界十大傑出葡萄酒之
都”美名。獨特的氣候與多變的地理條件完美結合，造就適合
多品種葡萄生長的理想環境。參觀葡萄園了解釀酒過程及品嚐
佳釀。

武器廣場、大主教堂、中央郵局、市政廳

第15-16天 聖地牙哥
Santiago

杜拜
Dubai

香港
Hong Kong

航機抵達杜拜後，隨即轉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16天安抵香
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16天  南美雙國
《大冰河、復活節島、高原沙漠》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責任細則
•	 「本公司」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郵輪、輪船、火車或巴士

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
有，管理或控制，乃按照航空公司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預先擬定
的規則條款下簽發及安排。在發生突發或未能預料的情況下，顧
客同意及接受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最終的安排，不會把它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
及財物損失等，顧客同意及接受須向擁有、管理或控制有關交通
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及追討
或索償，不論交涉、追討或索償結果如何，顧客不會要求「本公
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航空公司、郵輪公司、酒店、海外遊學課程舉辦機構及其他旅遊
機構之服務，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控制。凡參加「本
公司」旅行團之顧客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天災人禍、機
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工、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
例等而招致損失或引致額外費用時，顧客同意及接受不會要求「
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 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
的話)，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http://
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 下，顧客決定不離港外遊均當
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
代旅行團。

•	 自備機票的顧客須先備有效入境簽證、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
票、保險及個別路線之交通安排。顧客必須於指定機場集合。顧
客已安排之自定行程及機票如因擬定及/或 推介日期沒有出團而需
重新編定行程，安排調動更改酒店、郵輪及所引致的損失、額外
費用及一切與航空公司安排調動改機票的事宜，由顧客自行承擔
及處理。

•	 在發生突發或未預料到事件的情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
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有權在旅途中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亦有權縮
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用將酌量增減，各參加旅遊之顧客同意及
接受最終的安排及不會把這最終的安排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
明。「本公司」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船票，必須跟團往返，
如顧客要求延期逗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之
機位/船位，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本公司」的行政費用。但不論延期返港之機位/船位確定 與否，顧
客不得藉此退團或要求更改出發日期。 延期逗留後回程日期一經
確認，一概不能更改，除經在航空公司允許更改情況下，每人每
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500元，另補機票差額。顧客同意及接受當延
期逗留開始時 ，「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延期逗
留期間之費用、責任、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均由
顧客自負，概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等無
關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	 參加不同行程天數並合併出發之旅行團，按行程首先回港之旅行
團，於旅遊地回港當日將不獲派領隊隨團，只由機場助理安排乘
專車前往當地機場，顧客須自行乘指定航機飛抵香港。 

•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本公司」安排之
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離團後須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司」或
其委託機構無關。    

•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
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概不退回任何
款項，不會安排其他替代行程。    

•	 顧客須遵守到訪國家的法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風俗、入境或運
輸的規定。「本公司」對顧客任何違反到訪國家的法律而引致的
後果，概不負責。    

•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或恐嚇其他顧客。
顧客必須依從導遊或其他獲授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
合理指引。以旅行團整體利益至上，若其 中任何顧客不遵守合理
而適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有謹慎措施及安全規定，顧客同
意及接受「本公司」有權終止顧客繼續參加旅行團及「本公司」
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被終止繼續參加旅行團的顧客，將
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責任。

•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天氣、
交通情況而更改所有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
公司或「本公司」有最終的決定及不會把 更改岸上觀光行程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顧客亦就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
司」追討或索償。

•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
泊岸，顧客同意及接受船公司或「本公司」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除為安排旅行團或
觀光行程，絕對不會提供予第三者。    

•	 顧客應於易於聯絡的家屬/朋友處，留有其護照印有身分資料，並且
清晰顯示護照編號及頒發部門的頁面的副本，簽證、旅遊收據及旅
遊保險保單和所有重要文件副本，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件時
用。同樣地，顧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
及「本公司」，以備在緊急情況下，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

人理由未能隨團登機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
航空公司有權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 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航機
內，航空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敬希垂注。

郵輪公司責任問題
•	 顧客同意及接受所有郵輪假期均受郵輪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	 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郵輪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	 顧客同意及接受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

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特殊情況
•	 行程內所涉及之費用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定。
•	 鑑於燃油漲價或外幣浮動，「本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將因應出票時外幣兌換價格及當時價格作出調

整，如遇兌換換率上漲，客人須補回有關費用之差額，敬請留意。
•	 「本公司」當盡力根據行程安排所有酒店，但「本公司」有權視

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滑雪期間或特殊情況下，將
住宿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代替。    

•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本
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	 若顧客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本公司」有權從所繳之團費訂
金中扣除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
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遇出/入境時遭本港/
當地移民局或海關拒絕出/入境，不論因其本身背景問題或任何其
他原因(不論是否知道原因)，顧客同意/接受不能要求「本公司」對
此負上任何責任。另所繳團費不得退回或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
旅行團，顧客須自行繳付其間引致之額外費用。

•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顧客參加此等活動
時，應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
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 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
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
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
公司」有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程次序，顧客不得異議。

•	 如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或航班延誤，導致客人需提出保險索
償，顧客需自行與保險公司聯絡。同時若需要「本公司」提供有
關保險證明信或經由「本公司」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延誤證明
信」，其行政收費為每封港幣100元。如顧客經「本公司」購買藍
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專業旅運「貼心寶」，則可豁免有
關收費。

平安保險
•	 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的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二十萬之平

安保險，而該項保險由藍十字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
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
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單TX900016為準。
顧客須自行參閱承保條款細則，而藍十字保險公司終止所有保障
或更改條款細則，不管事先已向外宣佈與否，概與「本公司」及
其代理人等絕無關係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報名須知、手續及繳款辦法
•	 攜帶由旅遊地回程日計有效期6個月或以上之旅遊證件到「本公

司」或「本公司」之特約旅行社辦理報名手續。由於個別國家之
出入境條例有別，建議顧客之旅遊證件於 「旅遊地回程日」起計
需有半年有效期。旅遊證件必須有足夠的空白頁數，以蓋上出入
境印或入境簽證。參加中國旅行團者請提供回鄉証副本。

•	 「本公司」根據顧客提供所持有旅遊證件內之資料進行訂位手
續，包括﹕機票、船票、車票、酒店、保險等。如顧客於報名後
更改旅遊證件資料，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 」，因更改旅遊證件
資料會導致其訂位須重新辦理，顧客必須繳付由此而產生之額外
費用。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