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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世外桃源塞舌爾
(馬赫島
馬赫島,
普拉斯蘭島 拉迪格島)
拉迪格島
馬赫島 普拉斯蘭島,

塞舌爾群島
是英國威廉王子與凱蒂蜜月之地，亦因此而續漸被人認識。它由 115 個島組成，位處印度洋，馬達加斯加的東北
面，非洲肯雅的東面。由四十個花崗岩島和四十五個珊瑚島組成，面積約 455 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個主要大島，
分別為馬埃島【Mahe】、普拉斯蘭島【Praslin】及拉迪格島【La Digue】，以克里奧爾語、英語及法語為主。
好航機
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航線網路橫跨歐洲、北美、南美、非洲、中東和亞洲。現代化的機隊，加上
連接全球各大主要城市的發達航線網路，是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的強大資產。其航班可到達 79 個國際目的地和
18 個埃塞俄比亞內陸航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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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8 日最佳旅行媒體授予的 "Africa’s Best Business Class Airline"（非洲最佳商務艙航
空公司）
2013 年 11 月 25 日非洲航空公司協會授予的 "African Airline of the Year Award 2013"（2013 非洲
年度航空公司）

香港
香港馬赫島
MAHE
MAURITIUS

由於為凌晨航機, 早一天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搭埃
塞俄比亞航空公司豪華客機經轉機飛往赴塞舌島, 抵
步後車往酒店休息, 團友自由活動, 各自精采選活動,
如滑水、滑浪風帆、獨木舟、風帆、水上單車、徒手潛
水 等 。 酒 店 更 備 有 深 水 潛 水 課 程 、 騎 馬 、 GAME
FISHNG、健身室、三溫暖、網球等供客人自費參加。
設備之齊全, 各適其式。午餐自行安排。晚餐於酒店。
夜宿SAVOY RESORT& SPA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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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島～
塞舌島～馬赫島～
馬赫島～首都維多亞港觀光
SEYCHELLES～
～MAHE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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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於酒店餐廳,塞舌爾位於印度洋上之島國, 由馬赫島

MAHE﹐普拉林島PRASLIN, 鳥島BIRD ISLAND等共
92島嶼所構成。以馬赫島最大, 由於風景美麗, 白沙海
灣, 水清見底, 全年氣候怡人平均為26度, 故吸引世界
各地渡假遊客擁至, 亦被譽為『世外桃源』, 始於十六
世紀被葡萄牙航海家所發現, 後曾落入法國及英國統
治, 直至1976年才正式獨立。是日馬赫島觀光, 全島為
花崗岩, 樹林茂密, 襯托白沙海灣, 絕對為渡假天堂,
首都維多利亞仍遺留殖民地式房屋, 仿倫敦橋之鐘樓
乃全市之城市標誌。遊經總統官邸, 各國大使館、銀行
等, 更可暢遊當地市集搜羅特色工藝品及香料。午餐於
於當地餐館。繼乘專車經風景如畫之沿海大道往植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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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觀賞熱帶之奇花異卉, 園內有巨龜和蝙蝠群, 難得
一見。晚餐於酒店。
夜宿SAVOY RESORT& SPA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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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爾群島～
塞舌爾群島 ～ 普拉斯蘭島及拉迪格島

SEYCHELLES～
～PRASLIN & LA DIGUE
早餐後, 前往普拉斯蘭島及拉迪格島雙島一天遊，普拉斯蘭
島，是塞舌爾第二大島。抵達後，前往被稱為「人間伊甸園」
及佔地 19.5 公頃的五月谷，有世界獨一無二的雌雄海椰子。
還可靜聽稀有的黑鸚鵡鳴叫聲，稍後前往拉齊奧海灘自由暢
泳。隨後乘船前往拉迪格島享用克里奧爾午餐，餐後乘坐島
上特有的貨卡車前往，讓您看到油如何從椰肉中提取出來，
是島上的一個傳統。稍後前往巨龜公園觀賞塞舌爾巨龜及前
往世界最美麗的沙灘，亦是塞舌爾唯一收費的沙灘，以浪漫
粉紅細沙聞名，聳立了被風化的花崗岩及彎成拱形的棕櫚
樹，已成為不少旅遊雜誌的封面，各團友可盡情暢泳，遊畢
乘船返回馬埃島；晚餐自備

夜宿SAVOY RESORT& SPA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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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爾～
塞舌爾 ～ 可自費參加外島遊:「
可自費參加外島遊 「 庫金
島、庫瑞爾島及聖皮埃爾島」
庫瑞爾島及聖皮埃爾島」

SEYCHELLE～
～COUSIN/CRUIEUSE/ST. PIERRE
早餐後, 團友可享受酒店設施, 又或可自費參加「庫金島、
庫瑞爾島及聖皮埃爾島」三島一天遊，早上乘車前往碼頭，
乘船前往庫金島，是塞舌爾珍稀鳥類的家園，您可以觀賞黑
燕鷗、築巢的長尾熱帶鳥以及世界上稀有的塞舌爾知更鵲，
繼後乘船前往庫瑞爾島國家海洋公園，由專業講解員向您介
紹島上的各種動植物，帶您穿過紅樹林，在紅樹林下是悠閒
自在的巨龜，陪你一同享用美味的燒烤午餐。餐後繼續乘船
前往美麗的聖皮埃爾島，一展您浮潛的本領，在水中觀賞五
顏六色的熱帶魚，遊畢乘船返回馬埃島。午, 晚餐自行安排,。

夜宿SAVOY RESORT& SPA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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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爾

SEYCHELLES
早餐後, 團友可繼續享受酒店設施, 水上活動, 暢泳碧波中,
或可自費參加毛島獨有的『水底漫步』旅程, 親自體驗海洋
世界箇中奧秘, 與魚兒同樂。午餐自行安排,。

夜宿SAVOY RESORT& SPA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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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爾
塞舌爾香港

7

安抵香港

SEYCHELLES HONG KONG
早餐後, 團友可繼續享受酒店設施, 水上活動, 暢泳碧波中,
或可自費參加毛島獨有的『水底漫步』旅程, 親自體驗海洋
世界箇中奧秘, 與魚兒同樂。午餐自行安排, 下午車往機場,
乘航機經轉機返港, 晚餐及早餐享用於航機上。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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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旅途愉快!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香港旅遊業議會
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
凡參加此團
之旅客,
之旅客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 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保證出發 : 此特色團按10成人成本收費及出發
此特色團按 成人成本收費及出發,
成人成本收費及出發 如少於10位
如少於 位 , 憑
金怡塞舌爾
金怡塞舌爾接待公司之實力
塞舌爾接待公司之實力,
接待公司之實力 經驗及可靠,
經驗及可靠 可安排依期成行,
可安排依期成行 免影
響閣下假期而掃興。
響閣下假期而掃興。屆時團友只須補差額,
屆時團友只須補差額 因少於10位導致沒團體
因少於 位導致沒團體
優惠價於機票,
優惠價於機票 酒店,
酒店 車租等額外成本而已。
車租等額外成本而已。
必須於出發前往射預防黃熱病疫苗 並帶備針紙前往該等地方於
-必須於出發前往射預防黃熱病疫苗,
入境時出示。
入境時出示。有團友不隨團返港,
有團友不隨團返港 則須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
場。團費不包括服務小費建議每人每天HK$140
予香港領隊/
團費不包括服務小費建議每人每天
予香港領隊
(予香港領隊
導遊/司機
導遊 司機)，
司機 ，有關責任問題,
有關責任問題 請參閱金怡的責任細則
請參閱金怡的責任細則為準
的責任細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