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住宿 5 星標準酒店* 

海拉爾百府悅酒店 或 嘉士豪酒店 

齊齊哈爾富力萬達嘉華酒店 或同級 

雪鄉萬嘉森林溫泉度假酒店 或同級 

*根河森林冰雪酒店(3 星，當地最好)或同級 

 

 
 
 
 

 
 
 
 
 
 
 
 
 
 
 
 
 
 
 
 
 
 
 
 
 
 
 
 
 

 
 
 10 天內蒙古+黑龍江冰雪深度之旅《只辦一團》 
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冰雪那達慕》、根河敖魯古雅《鄂溫克馴鹿部落》、大興安嶺 
《零下 58℃中國冷極村》、滿州里《中、俄、蒙三國美麗使者國際大賽》； 
黑龍江齊齊哈爾《丹頂鶴之鄉》、雙峰林場《中國雪鄉》、哈爾濱《東方莫斯科、 
冰雪大世界、太陽島國際雪雕藝術博覽會》 
暢遊 : 呼倫貝爾(草原冰雪那達慕)；根河(敖魯古雅鄂溫克使鹿部落、冷極村、冷極地標、列巴博物館)；

滿州里(中、俄、蒙三國美麗使者國際大賽、國門景區、套娃廣場)；齊齊哈爾(紮龍自然保護區);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太陽島雪雕、東北虎林園、聖索菲亞教堂廣場、史太林公園、防洪紀念塔、

中央大街)；雙峰林場(中國雪鄉、雪韻大街、夢幻家園、羊草山、十里冰雪畫廊)  

 

 

 

 

 

 

 

 

 

 

 

 

 

 

 

閃亮推介 
1). 參加一年一度呼倫貝爾「草原冰雪那達慕」，集「冰雪、民俗、體

育及文化」元素，為遊客帶來不一樣的冬季體驗 
2). 觀看滿洲里一年一度盛會「中俄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來自三國

的佳麗，各自展現自己國家的風彩，美的享受 
3). 前往根河冷極村，2009 年曾記錄下最低溫度零下 58℃。當地取暖

期長達 9 個月，被稱為「中國冷極」 
4). 參觀位於大興安嶺敖魯古雅鄂溫克族使鹿部落，是中國現存 

唯一以馴養馴鹿、狩獵為生的民族 
5). 前往「丹頂鶴之鄉」齊齊哈爾紮龍自然保護區，近距離觀賞 

丹頂鶴，並安排丹頂鶴放飛表演 
6). 暢遊「中國雪鄉」雙峰林場，雪量堪稱中國之最，雪質好， 

粘度高，積雪期長達 7 個月，被誉為夢幻仙境 
7). 遊覽「東方莫斯科」哈爾濱，參觀兩大活動「冰雪大世界、太陽島

雪雕」。深入東北虎林園，近距離觀虎，驚險刺激 
8). 重本安排，住宿 2 晚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豪華江景房】。     

享用酒店【冰屋】火鍋。【270 度無邊】室內泳池 

細意安排 
『貼心服務』安排導賞耳機，清晰聆聽導遊講解 
『精美禮品餽贈』俄羅斯套娃，每位貴賓一套 

 

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冰雪那達慕 

出發日期 : 12 月 22 日 

Tour code : RIMA10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根河-零下 58℃中國冷極村 雙峰林場-中國雪鄉 

2 晚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 
大酒店【豪華江景房】 

長者門票優惠 (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人士) 
60-69 歲減$100；70 歲或以上減$300 
 

2 晚滿州里 
香格里拉大酒店 



內蒙古呼倫貝爾冬季旅遊三大盛事 
 

 

 

 

 

 

 

 

   

 

 
 

內蒙古旅遊景點推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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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屆中國哈爾濱國際冰雪節兩大活動 
 

 

 

 

 

 

 

 

 

 

 

黑龍江哈爾濱旅遊景點推介 
----------------------------------------------------------------------------------------------- 
 

 

 

 

 

 

 

 

草原冰雪那達慕大會，包括傳統蒙
古民族祭拜火神、祭敖包等活動；安排
民族歌舞表演、套馬、馴馬、賽駱駝扒
犁、馬扒犁等。參觀蒙古旨包，馬隊迎
接，迎哈達，嚐民族餐。 

中國冷極節，地點根河敖魯古雅使
鹿部落景區、中國冷極村、冷極點等。
觀雪雕、乘馴鹿拉雪橇。冷極村體驗
森工文化、品冷極美食、體驗雪地摩
托、滑雪圈等冰雪活動。 

中俄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每年在
滿州里舉行。大賽秉承“健康、美麗、
和平、友誼”的主題，佳麗陣容強大，
綜合素質高，用智慧和風姿展現三國
文化與風情。 

 

冰雪大世界，每當聖誕節前，在哈
爾濱松花江北岸，就會用冰雪建起流
光溢彩的夢幻冰雪樂園，一直到翌年
二月，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是中國
最大的冰雪主題樂園。 

太陽島國際雪雕藝術博覽會是
全中國雪雕藝術的發源地和龍頭。由
於展期長，品質高，內容新，規模大，
趣味強，所以號稱世界上最大的冰雪
狂歡嘉年華。 

滿州里國門景區是目前中國陸路口岸 
最大的國門與俄羅斯國門相對而立 

滿州里套娃廣場是大型俄羅斯特色風
情園。建有高 30 米的世界最大套娃 

根河敖魯古雅使鹿部落在大興安嶺森林 
深處。被稱為“中國最後的狩獵部落” 

中央大街是超過百年歷史的商業街，薈
萃許多經典的歐式建築。是必遊之地 

聖索菲亞教堂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 
是全中國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築 

東北虎林園是世界最大的東北虎野生園
林。乘景區車前往尋覓虎蹤，驚險刺激 

雪鄉萬嘉森林溫泉度假酒店 

中國雪鄉-雙峰林場 



 

                         

 

 
 

第一天(12 月 22 日) 

香港  北京  海拉爾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

中國國際航空客機前往首都北京。再轉機飛往呼倫貝爾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有“草原明珠”之稱的海拉爾。 

膳食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機場餐廳 

住宿 5 星標準百府悅酒店或嘉士豪酒店 

第二天(12 月 23 日) 

海拉爾 ~ 草原冬季那達慕 ~ 蒙古族牧民家訪 ~ 滿州里(車

程約 2 小時) 

草原冬季 

那達慕 

位於陳巴爾虎草原腹地，歷屆中國冰雪那達慕

都在此舉辦。觀看傳統的蒙古族祭拜火神、祭

敖包等活動。開幕式安排民族歌舞表演、「男

兒三藝」（即賽馬、摔跤和射箭）、雪地馴馬、

賽駱駝爬犁、馬爬犁等比賽活動項目。 

蒙古族 

牧民家訪 

參觀草原上蒙古族牧民家庭，牧民馬隊迎接、

下馬酒、獻哈達，穿蒙古服飾拍照等，品嚐民

族小吃及風味餐。 

滿州里 

西鄰蒙古國，北接俄羅斯，是全中國最大的沿

邊陸路口岸。居住有蒙、漢、鄂溫克、鄂倫春、

俄羅斯等多個民族，是一座獨領中俄蒙三國風

情、中西文化交融的口岸城市。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手把肉風味 

晚餐：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宮】北方菜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滿州里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Manzhouli) 

 

 

 

 

 

 

 

 

 

第三天(12 月 24 日) 

國門景區(火車頭廣場、界碑、紅色展館、秘密交通線) ~  

套娃廣場 ~ 中俄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 ~ 夜遊滿州里(車遊) 

國門景區 

滿洲里市標誌性旅遊景區。景區包括國門、41

號界碑、紅色旅遊展廳、紅色秘密交通線遺址

等景觀。其中第五代國門是目前中國陸路口岸

最大的國門與俄羅斯國門相對而立。 

套娃廣場 

全中國唯一以套娃為主題的廣場，主體建築高

30 米的世界最大套娃。是中俄邊境旅遊區的重

要組成部分，一個大型俄羅斯特色風情園。 

中俄蒙美麗 

使者國際大賽 

每年在滿州裡舉行。大賽秉承“健康、美麗、

和平、友誼”的主題，佳麗陣容強大，綜合素

質高，用智慧和風姿展現三國文化與風情。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餃子 

晚餐：香格里拉大酒店俄羅斯餐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滿州里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Manzhouli) 

 

 

 

 

 

 

 

 

 

 

 

 

第四天(12 月 25 日) 

滿州里 ~ 額爾古納(車程約 4.5 小時) ~ 列巴博物館(DIY製作

麵包) ~ 白樺林 ~ 根河(車程約 2.5 小時) 

額爾古納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大興安嶺西北麓，呼倫貝爾

草原的北端；西部及北部與俄羅斯隔河相望，

因河的名字叫額爾古納河，故而得名。 

列巴博物館 
全中國唯一列巴博物館，講述列巴(俄式麵包)

來到中國後的發展歷程，詳細瞭解列巴的由來 

白樺林 
額爾古納的白樺林近千公頃，被譽為“純情之

樹”。樹姿婀娜，筆挺的枝干仿佛深入天空。 

根河 
根河是蒙語意為“清澈透明的河”。位於呼倫貝

爾市的北部，是內蒙古最北部的旗市之一。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牛排鍋風味 

晚餐：鐵鍋燉冷極風味 

住宿 森林冰雪酒店或藍莓小鎮主題酒店 

第五天(12 月 26 日) 

敖魯古雅使鹿部落(驯鹿苑、鄂溫克族文化博物館) ~ 冷極村

(車程約 1.5 小時) ~ 冷極點地標 ~ 海拉爾(車程約 5 小時) 

敖魯古雅 

使鹿部落 

在大興安嶺森林深處有一個以狩獵和放養馴

鹿為主的部落。被稱為“中國最後的狩獵部

滿州里香格里拉大酒店， 
於【香宮】享用精品北方菜及於西餐廳享用俄羅斯餐 

5 星頂級酒店住宿推介 

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於酒店享用【冰屋火鍋】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12


落”。馴鹿苑內可看到被稱為“四不像”馴鹿。並

參觀專門介紹鄂溫克人生活的博物館，詳細瞭

解鄂溫克族的發展歷史。 

冷極村 

位於金林林場，是距冷極點最近的一個村落。

歷史上最低溫度曾達零下 58 攝氏度，每年零

下 30 攝氏度以下氣溫天氣長達 6 個月。村只

有十多戶人家，房屋設施仍然保持過去林區特

色。在村里可坐冰車、劈柴、鋸木頭、玩雪地

摩托車、雪圈、狗拉扒犁等活動。在“冷極人

家”吃手工制的蒸大饅頭，午餐品嚐林區風

味。並到冷極點地標拍照留念，感受寒冷極限。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林區風味 

晚餐：蒙古火鍋 

住宿 5 星標準百府悅酒店或嘉士豪酒店 

第六天(12 月 27 日) 

海拉爾 ~ 齊齊哈爾(車程約 6 小時) ~ 紮龍國家自然保護區

(乘景區環保車) 

齊齊哈爾 
位於黑龍江省西部地區，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

化古城，東北西部地區最大城市。 

紮龍國家 

自然保護區 

是世界最大的蘆葦濕地，也是丹頂鶴的故鄉。

景區內湖澤密佈，葦草叢生，是水禽等鳥類棲

息繁衍的天然樂園。丹頂鶴鶴群放飛表演是景

區的特色看點。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農家菜 

晚餐：特色烤肉風味 

住宿 5 星標準富力萬達嘉華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12 月 28 日) 

齊齊哈爾 ~ 哈爾濱(車程約 4.5 小時) ~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中

央大街 ~ 史太林公園 ~ 防洪紀念塔 ~ 太陽島雪雕藝術博覽

會(乘電瓶車) ~ 冰雪大世界(晚上入場參觀) 

哈爾濱 

黑龍江的省會和交通中心，是東北地區北部最

大的中心城市。極富俄羅斯風情的城市面貌和

冬日的冰雪美景是吸引遊客前來哈爾濱遊玩

的兩大重要原因。豐富且特殊的歷史歷程給這

城市留下了俄式、巴羅克式、拜占庭式等各類

風格的西式建築，被稱為“東方莫斯科”。 

聖索菲亞 

教堂廣場 

始建於 1907 年，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教

堂曾經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目前是全

中國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築。 

中央大街 哈爾濱最繁華的商業街，擁有超過百年歷史， 

薈萃許多經典的歐式建築。街上開滿了各種百

貨商店，是哈爾濱必遊之地。 

史太林公園 
位於松花江南岸的帶狀形公園，仿造俄羅斯古

典式建築風格。與太陽島隔江相望。 

防洪紀念塔 
位於史太林公園的中心，是為紀念哈爾濱人民

戰勝 1957 年的特大洪水而建。 

太陽島雪雕 

藝術博覽會 

雪博會以“和平、友誼、發展”為主題，每年

都會有不同的主題，打造雪塑精品，以“大、

奇、美、精”的冰雪景觀，吸引中外遊客。 

冰雪大世界 

每年都會有新的主題。可以看到全球知名建

築、經典卡通形象等。園區內還有各式各樣的

冰上運動項目，晚上五顏六色的燈開放時，如

同置身一個冰燈里的童話世界。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老昌春餅特色風味 

晚餐：「百年名店」【老厨家】東北菜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 

(Songbei Shangri-La, Harbin)【豪華江景房】 

第八天(12 月 29 日) 

哈爾濱 ~ 亞布力(車程約3小時) ~ 雙峰林場(車程約2小時) ~ 

雪鄉景區(乘景區換乘車、雪韻大街、夢幻家園、觀景台) ~ 酒

店溫泉(包門票) 

中國雪鄉 

雙峰林場 

位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下轄海林市長汀鎮，這

裡雪期長、降雪頻繁、積雪期長達 7 個月，雪

量堪稱中國之最，素有“中國雪鄉”的美譽。 

雪韻大街 
雪鄉唯一的一條主幹道，全長約 500 米，路上

有擺滿各種山貨小商店和小餐館等。 

夢幻家園 

是一個集住宿、餐飲、娛樂、雪上娛樂為體的

莊園，涵蓋了雪的各種造型，佈景比普通農家

院落精緻。沿木棧道爬上半山腰的觀景台，可

以俯拍雪鄉全景。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山菌風味 

晚餐：森林溫泉度假酒店風味餐 

住宿 5 星標準萬嘉森林溫泉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九天(12 月 30 日) 

羊草山(乘雪地車) ~ 雙峰林場 ~ 哈爾濱(車程約 5.5 小時) ~ 

東北虎林園(乘景區觀光車) ~ 哈爾濱大劇院(外觀) 

東北虎 

林園 

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東北虎野生園林。林園建有

野化馴養區、成虎區、幼虎區、步行區和觀虎

台等參觀景點，現有純種東北虎百多隻。遊客

需乘車去尋覓虎蹤，領略東北虎的風采。 

哈爾濱 

大劇院 

以北國冰雪風貌為設計靈感來源的哈爾濱大

劇院是哈爾濱新派建築中的代表。起伏的建築

線條中富含著自然的韻律感，造型獨特。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鐵鍋燉風味 

晚餐：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冰屋火鍋】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 

(Songbei Shangri-La, Harbin)【豪華江景房】 

第十天(12 月 31 日) 

哈爾濱  北京  香港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自理/航機上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客機飛往首都北

京。再轉機飛返香港。同日抵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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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片及
地圖只供參考。                                                                    PHL-FL-CHI19-010-1011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	 須填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 

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5,000元或以下 HKD2,000 40天

HKD5,001 - HKD10,000元或以下 HKD3,000 40天

HKD10,001元或以上 HKD5,000 40天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

司」將訂位作廢，另所繳之訂金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
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	 任何遲報名者須於起程前10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團費，須以現金或銀
行本票支付。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
遊保險；顧客有責任及必須閱讀和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及應
確保符合保單上的條款及條件。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
旅遊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
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特約旅行社。　    
•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
份入境國家認可的同意書。

•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費用包括
•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飛機線適用)
•	 鐡鐵路：行程表內所列之鐵路車票。    
•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

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 
•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

求，「本公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

確認其單人之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
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
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指定團別）

•	 交通工具：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
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下，採用空氣調節遊
覽巴士或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	 膳食：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
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顧客將獲安排旅程表內所
列或同類食肆。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
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均按照旅程
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之服務：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
15人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若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
領隊隨團出發，將由當地導遊接待。

•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服務供應商為準。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須視乎交通服務供應商而定，如行李額外超
重，費用須由客人承擔。

•	 嬰兒收費只包括交通服務供應商出票費，不包括機位或座位、酒
店或郵輪住宿、膳食及其他佔座之交通等安排。

 

費用不包括

•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    
•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  
•	 個人行李重逾二十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服務費每位不多於

港幣250元。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	 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情況而「本公司」不能控

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本公司」可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
網頁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directive/223

•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
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請參
閱有關單張行程上所列。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均不
接納顧客在出發日或旅途中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已報名
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 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
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
替代活動。 

•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惟「本公司」如接納顧客
取消旅行團，「本公司」有權於所繳團費或訂金中扣除因取消旅
行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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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費用或向顧客要求任何方式索償。

•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迎合顧客。惟顧客須繳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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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

收費內容包括1) 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
司機服務費。客人須根據尊賞假期收費項目繳付。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

港或外地）擬使用客人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
品等用途。如未經客人同意，我們不可使用，若客人反對有關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webmaster@texpert.com

特約旅行社

牌照號碼：353894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客人鐡另行繳付並
為團友帶來可靠保障，包括：特約旅行社    

(一) 旅遊業議會基金：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
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二)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
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非取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求全
面保障。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電話熱線：3151 7945查詢。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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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 Premium Holidays Limited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日期在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收費

中國及亞洲旅行團

40天前 全額訂金

39-34天前 50%之全額費用

33-21天前 75%之全額費用

20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