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希諾號遺跡

澳洲、紐西蘭

AKB6 / AKN12

6/12天 昆士蘭《費沙島、陽光海岸》
紐西蘭《南北島》飛躍繽紛之旅

荷維灣

奧克蘭

陽光海岸

香港 

暢遊： 澳洲昆士蘭【費沙島、陽光海岸】、
紐西蘭【奧克蘭、羅托魯亞、瑪塔瑪塔（哈比人村）、
皇后鎮、箭城（魔戒拍攝場地）、
特威斯爾（塔斯曼冰川之旅）、基督城】

費沙島

布里斯本

瑪塔瑪塔
羅托魯亞

 (6天) 香港

費沙島 Fraser Island

懷托摩鐘乳石及
螢火蟲洞
基督城

特卡波湖

在1992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自然遺產》，與
大堡礁、艾爾斯岩（烏魯魯）齊名，亦是全世
界最大的沙島。島上有超過350種鳥類，包含
罕見的地棲鸚鵡、貓頭鷹以及約18種猛禽，還
有袋鼠、小袋鼠、狐蝠、針鼴鼠和最純種的澳
洲野狗等動物；近海可見海龜、海豚和鯊魚等
。島上同時有5千年歷史的原住民文化、早期
開拓者的遺跡、殖民工業的歷史等，令費沙島
成為澳洲珍貴的自然和歷史文化重點保護區。

特威斯爾
(塔斯曼冰河探險之旅)
(12天) 香港



皇后鎮

翠鳥灣渡假村 ─ Kingfisher Bay Resort
座落於費沙島西岸，面對寧靜的大沙海峽，周圍被鬱鬱蔥蔥的樹林環繞，與恬靜的自
然環境融合，獨特的環保設計曾獲多個建築大獎，提供罕有的生態旅遊體驗，獲獎無
數，被Discovery Channel評為《澳洲最佳海灘渡假村》。

塔斯曼冰河探險之旅
塔斯曼冰川是紐西蘭最大冰川，特別安排乘坐橡皮艇遊覽冰河溶化後於高山中所聚集
特卡波湖
而成的冰河湖，可觀賞到冰河的壯觀及溶化或風化後所形成的奇形怪狀；更不時聽到
基督城
澳克蘭 冰河上的石頭，因冰河溶解而墜落湖中的奇景及聲音，還可用手觸摸萬年冰晶，實在

是一個不枉此行的旅程。
皇后鎮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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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細意安排連續兩晚住宿翠鳥灣渡假村 ( Kingfisher Bay Resort )，真正享受悠閒假期！
＊乘坐四輪驅動大巴，由經驗豐富的嚮導，展開費沙島自然生態知性之旅。
＊陽光海岸暢遊魯沙海灘渡假區、希斯汀街、薑樂園及有「小瑞士」之稱的蒙特維爾藝術小鎮等。
＊特別安排莫洛拉巴船河，沿途觀賞過百萬澳元的豪宅及郵艇，還可觀賞「鱷魚先生」史提夫歐文的研究船
“Croc One”，並於船上享用海鮮餐。
＊走訪由「鱷魚先生」史提夫歐文家族所建立的澳洲動物園，觀賞鱷魚、袋鼠、樹熊、袋熊、蛇、老虎、豹及
大象等。
＊暢遊紐西蘭北島中部的一個農牧小鎮「瑪塔瑪塔」，帶您走一趟中土世界「哈比人之旅」。
＊皇后城包乘坐吊車登上博士峰山頂及包玩滑山橇車 ( Luge )。
＊遊覽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
＊彩虹鱒魚場觀賞紐西蘭獨有之奇異鳥，並深入了解彩虹鱒魚生長過程。
＊參觀毛里族文化中心，讓您深入了解毛里人之生活文化、觀賞熱泥漿泉及著名「浦湖渡」間歇泉等。
豐富美食：
＊奧克蘭享用日式鐵板燒。
＊羅托魯瓦欣賞毛里族特色歌舞表演，並品嚐紐西蘭傳統石頭烤肉自助晚餐 ( Hangi )。
＊玫瑰園餐廳享用田園燒烤餐。
＊特威斯爾酒店餐廳享用紐式燒牛肉及烤羊肉自助餐。
＊博士峰Skyline山頂餐廳享用豐富自助午餐，讓你飽覽皇后城迷人之湖光山色。

第一天
香港  布里斯本
Hong Kong  Brisbane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
過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經布里
斯本飛往荷維灣。晚餐於航機上。
第二天
布里斯本  荷維灣～荷維灣碼頭～費沙島～
翠鳥灣渡假村～觀賞夕陽美景
Brisbane  Hervey Bay～Hervey Bay River Heads
～Fraser Island～Kingfisher Bay Resort～
Sunset Watching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翠鳥灣渡假村餐廳 翠鳥灣渡假村自助餐
住宿 : KINGFISHER BAY RESORT 【翠鳥灣渡假村】

第三天
費沙島～越野四驅車自然生態知性之旅
Fraser Island～
Beauty Spots 4 Wheel Drive Day Tour

愛麗泉

觀賞夕陽美景

航機於早上抵達布里斯本，辦理入境手續後，轉乘
內陸航機飛往昆士蘭省著名渡假天堂 ─ 荷維灣。抵
達後，前往荷維灣碼頭乘搭渡輪前往費沙島翠鳥灣
渡假村。各團友可漫步於渡假村木板棧道，感受叢
林湖畔的清幽寧靜，或在度假村泳池嬉水暢泳等。
傍晚時份可到碼頭小屋觀賞夕陽美景，金怡假期特
別為您獻上飲品一杯，讓您享受一個浪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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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與其他不同國藉酒店住客，登上渡假村特別安
排的四輪驅動大巴，由經驗豐富的嚮導，展開費沙
島自然生態知性之旅。首先前往75哩灘馳騁，沙灘
可用作飛機升降跑道，若有興趣的話，可自費參加
渡假村安排之沙島飛行，乘坐小型飛機於沙灘上升
降。隨後前往費沙島東面最大的淡水溪「愛麗泉」
，由豐富的地下水湧出形成，水質經過沙層淨化，
清澈見底，您可腳踏柔軟的河沙，讓泉水按摩您的
雙腳！稍後前往島上最著名景點「瑪希諾號殘骸」
，100多年前擱淺於此，是費沙島最具標誌性的歷史
遺跡。繼後前往「幻彩教堂山」，欣賞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峭壁的沙層含有24種礦物質及72種顏色，
經過氧化和風蝕形成了不同的顏色和形狀。午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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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百年伐木區「中央車站」，觀看沙地雨林的奇
景，傾聽當年伐木工人的故事。其後前往清澈如鏡
的「白沙湖」盡情暢泳，或在細膩的白沙上閑坐漫
步，或可用白沙做一個「天然面膜」美膚。【註：
行程景點的先後次序，須視乎當天潮水漲退情況而
作出相對調整，一切以當地安排為準】。晚上夜幕
低垂時，是觀星的好時刻，晚空的繁星形成了一條
美麗星河，閃爍不停，令您仿如置身於銀河系之中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島上酒店自助餐
翠鳥灣渡假村餐廳
住宿 : KINGFISHER BAY RESORT 【翠鳥灣渡假村】

第四天
費沙島～荷維灣～魯沙海灘渡假區～希斯汀街～
薑樂園～陽光海岸
Fraser Island～Hervey Bay～Noosa Beach～
Hasting Street～Ginger Factory～Sunshine Coast

品味一番。稍後展開莫洛拉巴船河欣賞莫洛拉巴的
迷人風光，沿途觀賞過百萬澳元的豪宅及郵艇，還
可觀賞「鱷魚先生」史提夫歐文的研究船“Croc
One”，並於船上享用海鮮餐。餐後前往澳洲動物
園，是「鱷魚先生」史提夫歐文的父母為致力保護
野生動物，在1970年史提夫孩兒時所建立。佔地
250英畝，動物園內有鱷魚、袋鼠、樹熊、袋熊、蛇
、老虎、豹及大象等，是當地著名景點之一。遊畢
，乘車前往澳洲第三大城市 ─ 布里斯本，途經奇特
的玻璃屋山。整個山脈從海邊的平地徒然升起，是2
千萬年前火山爆發產生的岩石嶙峋。玻璃屋山是由
13個火山頭組成，其中3座山峰是火山口，其他山峰
則是熔漿冷卻後形成的，也是陽光海岸地形主要的
特徵。
早餐
午餐
晚餐
自備
酒店自助餐
船河海鮮餐
住宿 : NOVOTEL BRISBANE HOTEL
或 MERCURE HOTEL BRISBANE
或同級

參加6天團（AKB-6）之團友，將自行乘坐已安排的
專車前往布里斯本機場，並自行乘搭航機返港。而
領隊將隨12天團團友於第五天晚上飛往紐西蘭。

魯沙海灘渡假區

早上乘渡輪返回荷維灣碼頭，乘車前往陽光海岸著
名渡假勝地之魯沙海灘渡假區。魯沙有一條著名的
街道「希斯汀街」，充滿國際化的藝廊、精心設計
的精品店、露天咖啡店及餐廳，這裡所有的壁畫、
餐廳和咖啡店都以水為裝飾主題，為魯沙生色不少
。稍後前往薑樂園，抵達後乘坐小火車沿途經過熱
帶雨林及亞熱帶花園，讓您了解薑的歷史，各團友
更可購買各種不同類型的薑製成品，如薑餅、薑糖
、薑味朱古力、薑味雪糕、薑味調味料、薑味沐浴
露等，令你目不暇給。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自助餐
當地餐館
豐富中餐
住宿 : NOVOTEL TWIN WATERS RESORT 或同級

第五天
陽光海岸～蒙特維爾藝術小鎮～莫洛拉巴船河～
澳洲動物園～玻璃屋山（途經）～布里斯本
Sunshine Coast～Montville～
Coastal Cruise Mooloolaba～Australia Zoo～
Glass House Mountain～Brisbane
早上前往有「小瑞士」之稱的蒙特維爾藝術小鎮，
是建於1887年的古山城，亦是陽光海岸的藝術寶庫
，匯集歐洲和澳洲的藝術精品佳作，值得旅客細細

第六天
布里斯本  香港
Brisbane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布里斯本機場，乘搭澳洲航空公
司客機飛返香港。航機於同日傍晚時份抵達香港。
參加12天AKN12之團友，第一天至第四天行程與上
述行程相同，第五天行程將繼續如下。
第五天
陽光海岸～蒙特維爾藝術小鎮～莫洛拉巴船河～
澳洲動物園～玻璃屋山（途經）～布里斯本 
奧克蘭
Sunshine Coast～Montville～
Mooloolaba Canal Cruise～Australia Zoo～
Glass House Mountain～Brisbane  Auckland

蒙特維爾藝術小鎮

早上前往有「小瑞士」之稱的蒙特維爾藝術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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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於1887年的古山城，亦是陽光海岸的藝術寶庫
，匯集歐洲和澳洲的藝術精品佳作，值得旅客細細
品味一番。稍後展開莫洛拉巴船河欣賞莫洛拉巴的
迷人風光，沿途觀賞過百萬澳元的豪宅及郵艇，還
可觀賞「鱷魚先生」史提夫歐文的研究船“Croc
One”，並於船上享用海鮮餐。餐後前往澳洲動物
園，是「鱷魚先生」史提夫歐文的父母為致力保護
野生動物，在1970年史提夫孩兒時所建立。佔地
250英畝，動物園內有鱷魚、袋鼠、樹熊、袋熊、蛇
、老虎、豹及大象等，是當地著名景點之一。遊畢
，乘車前往澳洲第三大城市 ─ 布里斯本，途經奇特
的玻璃屋山。整個山脈從海邊的平地徒然升起，是2
千萬年前火山爆發產生的岩石嶙峋。玻璃屋山是由
13個火山頭組成，其中3座山峰是火山口，其他山峰
則是熔漿冷卻後形成的，也是陽光海岸地形主要的
特徵。遊畢，乘車前往布里斯本機場，轉乘航機飛
往紐西蘭第一大城市 ─ 奧克蘭。抵達後，送往酒店
休息。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船河海鮮餐
住宿 :

晚餐
航機上

及食用療效，團友可藉此選購價廉物美的鹿製品。
稍後前往彩虹鱒魚場，此乃羅托魯亞天然泉水區，
讓您深入了解彩虹鱒魚的生長過程，觀賞紐西蘭獨
有鳥類及野生動植物等，如奇異鳥、銀蕨（用於夜
間照明的植物）等，絕對稱得上是紐西蘭大自然的
縮影。晚上各團友可自費前往享受波利尼西亞露天
地熱溫泉浴，是紐西蘭國際級及具歷史性的溫泉中
心，含豐富礦物質，可眺望羅托魯亞湖美景。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玫瑰園餐廳
田園燒烤餐

晚餐
紐西蘭傳統
石頭烤肉自助餐（Hangi）

住宿 : MILLENNIUM HOTEL ROTORUA 或同級

第七天
羅托魯亞～毛里族文化中心～愛歌頓農莊～
瑪塔瑪塔～哈比人之旅【參觀電影「哈比人」
拍攝場地】～奧克蘭
Rotorua～Te Puia～Agrodome～Matamata～
Hobbiton Movie Set Tour～Auckland

CROWNE PLAZA AUCKLAND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奧克蘭～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鹿產品工場～
彩虹鱒魚場～羅托魯亞～
紐西蘭傳統石頭烤肉自助晚餐連毛里族歌舞表演～
晚上自費活動【波利尼西亞露天地熱溫泉浴】
Auckland～Waitomo Glow Worm Cave～
Deer Shop～Rainbow Spring～Rotorua～
Hangi Dinner & Maori Concert～
Polynesian Spa (Optional)

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

早上乘車前往懷托摩鐘乳石及螢火蟲洞，是世界七
大自然奇觀之一，洞內有各種千奇百怪、大大小小
之鐘乳石，必令您嘆為觀止。特別安排乘坐小船觀
賞著名綠色螢火蟲，洞內閃爍無數光，彷如置身於
太空。隨後前往當地著名火山地熱溫泉區 ─ 羅托魯
亞，也是毛里族原住民精神象徵的地方。紐西蘭的
天然環境是最適合純鹿的生長，鹿的工業已成為紐
西蘭重要工業之一。稍後參觀鹿產品工場，讓團友
了解鹿產品（鹿茸、鹿尾巴、鹿筋等）的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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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比人之旅

早上前往毛里族文化中心，參觀毛里人如何煮食，
編織及雕刻，了解到他們各種求生技能和生活形態
，還有鄰近的熱泥漿泉及世界知名的「浦湖渡」間
歇泉等。隨後前往愛歌頓農莊，可觀賞到紐西蘭最
傳統、規模最大的牧羊表演，讓您親身體驗真正的
牧場生活，精彩惹笑的牧羊表演加上熟練之剪羊毛
技巧，令人拍案叫絕。特別安排乘坐農莊卡車進入
牧場參觀，親手餵飼馴鹿、鴕羊及可愛的小綿羊等
；稍後前往奇異果園，可品嘗美味的奇異果酒及牧
場釀製的100%純天然蜂蜜，回味無窮！繼後前往農
牧小鎮「瑪塔瑪塔」展開哈比人之旅，電影劇組在
此興建了磨坊、拱橋、哈比人小屋等場景。由當地
導遊帶領講解下，電影畫面生動浮現眼前。遊畢，
驅車前往奧克蘭。
早餐
午餐
晚餐
享用日式鐵板燒
酒店自助餐
豐富中餐
住宿 : SKY CITY HOTEL & CASINO 或同級

第八天
奧克蘭  皇后鎮～博士峰【乘吊車登上博士峰山頂
及包玩滑山橇車 (Luge)，並享用豐富自助餐】～
箭城【魔戒拍攝外景地】～淘金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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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緊跳【自費】
Auckland  Queenstown～
Bungy Jump【Optional】～
Bob’
s Peak【Skyline Complex with Gondola &
Luge Ride】～Arrow Town～
Lake District Museum

博士峰山頂餐廳

早上乘內陸航機飛往有「世外桃源」之稱的皇后鎮
。抵達後，乘吊車前往博士峰山頂，團友可飽覽瓦
卡蒂普湖醉人之湖光山色，更可暢玩滑山橇車
（Luge），並於Skyline山頂餐廳享用豐富自
助 餐 （此餐廳被旅遊雜誌評選為最佳景觀餐廳）。
餐後乘車前往位於皇后鎮東北面的箭城，建於1862
年，小鎮坐落於當時蘊含大量黃金的箭河旁（是拍
攝「魔戒」其中一幕的外景地）。四季有不同景緻
，是追蹤「魔戒」的最佳位置。稍後參觀淘金博物
館，內藏有古時淘金器具及中國礦工之遺物，讓您
了解當年華人採金開礦的血淚史。隨後前往綁緊跳
（Bungy Jump俗稱笨豬跳）場地參觀。綁緊跳在卡
瓦勞河（Kawarau River）進行，此乃將綁緊跳發揚
光大之地方。綁緊跳是紐西蘭人發明的，現可在多
個國家體驗得到。
早餐

午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自費
酒店自助餐
自費
住宿 : MILLENNIUM HOTEL QUEENSTOWN 或
COPTHORNE RESORT LAKEFRONT 或同級

第十天
皇后鎮～鍾氏鮮果世界～特威斯爾～
塔斯曼冰河探險之旅
Queenstown～Mrs Jones Fruit Stall～Twizel～
Tasman Glacier Explorer Boat Trip

晚餐

豐富海鮮中餐
（生蠔、三文魚刺身、
鮑魚及鐵板鹿肉）
住宿 : MILLENNIUM HOTEL QUEENSTOWN 或
COPTHORNE RESORT LAKEFRONT 或同級

輕便早餐盒

是日自由活動。各團友可隨意在有瑞士美譽之稱的
皇后鎮流連，其湖光山色及綠草如茵的優雅環境令
人陶醉萬分，若與三兩知己租用一小船在湖泊中垂
釣，除可有魚獲外，更可在湖中觀看四周景色，又
別有一番風味。皇后鎮因地理環境關係，各式各樣
刺激活動盡在此地。此鎮是通往風光冠絕新西蘭另
一人間天堂 ─ 「美福灣」的重要關口，可選乘觀光
巴士或飛機前往。抵達後乘遊覽船暢遊，該灣位於
新西蘭南島海岸，為億萬年前冰河時期侵壁，冰川
瀑布，氣勢磅礡，懾人心魄，為人生難得一見之景
象，不愧譽為世界奇景之一；又或可由領隊代為安
排自費乘坐高速噴射快艇，穿梭於急流峭壁間，緊
張刺激，萬萬不能錯過。

博士峰山頂餐廳
豐富自助餐

第九天
皇后鎮～全日自由活動【可自費遊覽美福峽灣或噴射
快艇】
Queenstown～Whole Day Free At Leisure
【Optional : Milford Sound or Shotover Jet】

塔斯曼冰河探險之旅

早上乘車前往鍾氏鮮果世界，各團友可自由購買價
廉物美及新鮮的水果【金怡團友，每位包1kg之新鮮
水果】。稍後前往位於麥肯奇山區著名風景區「特
威斯爾」，展開「塔斯曼冰河探險之旅」，歷時約
2.5小時。抵達後，步行至健行路徑，由嚮導帶領下
，乘坐橡皮艇親身體驗冰川及冰山的動態環境，更
可觸摸不斷移動的冰塊。【若遇上惡劣天氣或維修
或冬季冰河結冰（6-9月），本公司將取消冰河湖之
旅，並退回有關款項】。
早餐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庫克山
Hermitage酒店自助餐

晚餐
紐式燒牛肉及
烤羊肉自助餐

住宿 : MACKENZIE COUNTRY INN 或同級

皇后鎮

第十一天
特威斯爾～庫克山冰川風景區【自費活動：乘坐觀光
飛機俯瞰南阿爾卑斯冰川山脈】～特卡波湖～
坎特伯里大平原～好牧羊人教堂～艾士伯頓～
P.26

AKB6 – AKN12

新西蘭土產店【可自由選購羊毛製成品、各類糖果及
薰衣草枕頭等】～基督城
Twizel～Mount Cook～Lake Tekapo～
Canterbury Plain～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Ashburton～
Farmers Corner～Christchurch

行程之先後次序，將按內陸航機時間而有所調動，敬
請留意。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維
修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將另作安排。另遇展覽
會或特殊情況下，將入住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
茶會時通知或由領隊於出發前個別通知。於旺季及長
假期出發，將有旺季附加費，請於報名時查詢。
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三人房或加
床，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行程所列之航空公司，如遇爆滿，為免因而取消該團
，則屆時可能改乘其他航機。將於報名或茶會時告知
待團友接納否，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茶會為盼。

特卡波湖

庫克山冰川風景區為全大洋洲最高山脈，座落於紐
西蘭南島中部。高度約3654米，山嶺終年積雪。為
愛好滑雪及攝影者的天堂。各團友可自費乘坐觀光
飛機俯瞰南阿爾卑斯冰川山脈，並可於冰川著陸，
體驗冰雪世界的恬靜自然。隨後乘車前往特卡波湖
，該湖由冰川侵蝕而形成，湖邊有一座特別為牧羊
人而建造的教堂，由教堂祭壇的大窗戶可眺望紐西
蘭最高山峰曲克山的莊麗景色，山嶺終年積雪，為
愛好滑雪及攝影者的天堂。稍後前往紐西蘭最大的
坎特伯里大平原（Canterbury Plain）中的主要城市
─ 艾士伯頓。坎特伯里大平原是全紐西蘭畜牧業及
農業中心，主要盛產羊毛。各團友可於此處購買價
廉物美之羊毛製成品、各類糖果及薰衣草枕頭等。
遊畢，前往基督城「又稱聖堂市」，是紐西蘭最具
英國特色的城市，亦是南島最大城市。
早餐
午餐
晚餐
豐富中餐
酒店自助餐
豐富中餐
住宿 : NOVOTEL CHRISTCHURCH 或同級

第十二天
基督城  悉尼  香港
Christchurch  Sydney  Hong Kong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乘搭澳洲航空公司客機經悉尼
飛返香港。航機於是日傍晚時份抵達香港。
註：
回程可自由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HK$1,100。旺
季停留附加費為HK$1,600。機票有效期為35天（由
出發日起計算）。回程可自由更改回程地點，附加費
為HK$1,100 / HK$1,600（旺季），客人須另繳付由
尾站往回程地點之內陸機票，請於報名時查詢。
出機票後不可更改回程日期及地點。若團友之回程停
留機位於出發前未能辦妥，本公司將會退回有關費用
，並改為隨團返港，團友不得藉詞退出。團友不隨團
返港，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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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致增加
/減少之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客人必須於出發前
補回/取回差額，詳情將於團隊確定出發及總人數後
確實。
客人需持有有效澳洲簽證入境，如需本公司代辦澳洲
電子簽證，客人須繳付簽證費用HK$150及有關證件
副本（適用於HKSAR及BNO），持其他護照者，請
於報名時查詢。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
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凡自行辦理簽證及自購保險
之團友，請於出發前7天，將護照副本及個人旅遊保
險單之副本交予本公司以作紀錄。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船期等作調動
，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報各位，
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而行程、膳
食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況而有所調動，以當地接待安
排為準。
團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
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質，全程服務費為HK$840
（6天）/ HK$1,680（12天）。此費用已包括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
www.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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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
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