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UF-13 

 

  
 

   

13天天天天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梵梵梵梵蒂崗蒂崗蒂崗蒂崗˙̇̇̇瑞士瑞士瑞士瑞士˙̇̇̇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    
 

REF:M:/ TOUR:/ 金怡行程金怡行程金怡行程金怡行程:/歐洲歐洲歐洲歐洲:/ 2015年年年年:/13EUF13 

 

 



                  #/EUF-13 

 

  
 

   

13天天天天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梵梵梵梵蒂崗蒂崗蒂崗蒂崗˙̇̇̇瑞士瑞士瑞士瑞士˙̇̇̇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    
 

REF:M:/ TOUR:/ 金怡行程金怡行程金怡行程金怡行程:/歐洲歐洲歐洲歐洲:/ 2015年年年年:/13EUF13 

 

1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倫敦倫敦倫敦倫敦 
HONG KONG���� LONDON 

是日晚上齊集於香港國際機場, 由金怡職員協助下

辦理登機及行李過磅手續, 乘搭豪華廣體客機由香

港經轉機飛赴倫敦。 
 

2 
倫敦倫敦倫敦倫敦～～～～大笨鐘大笨鐘大笨鐘大笨鐘～～～～白金漢宮白金漢宮白金漢宮白金漢宮～～～～國會大廈國會大廈國會大廈國會大廈～～～～ 
聖保羅大教堂聖保羅大教堂聖保羅大教堂聖保羅大教堂(遠望遠望遠望遠望) ～～～～西敏寺西敏寺西敏寺西敏寺～～～～ 
倫敦塔橋倫敦塔橋倫敦塔橋倫敦塔橋～～～～大英大英大英大英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華語華語華語華語導遊導遊導遊導遊講解講解講解講解) ～～～～下午自由下午自由下午自由下午自由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LONDON～～～～BIG BEN  BUCKINGHAM PALACE  
PARLIAMENT HOUSE ～～～～ST. PAUL’S 
CATHEDRAL ～～～～WESTMINSTER ABBEY   
TOWER BRIDGE ～～～～THE BRITISH 
MUSEUM(ARRANGE CHINESE SPEAKING 
GUIDE)～～～～HALF DAY FREE 

航機於是同日安抵倫敦。抵達後隨即遊覽市內名勝, 有代

表倫敦標誌的大笨鐘, 宏偉之國會大廈及唐寧街十號首相

府, 經著名報業中心艦隊街往遊覽聖保羅大教堂及歷史悠

久之倫敦塔橋。遊覽為紀念納爾遜將軍大敗拿破崙海軍而

建造之查發加廣場, 車水馬龍碧加德里廣場, 歷代英皇加

冕所在地西敏寺, 最後直趨金碧輝煌之英女皇屋所白金漢

宮, 一賭禦林軍之英姿。遊罷前往舉世聞名之大英博物館, 
館內展覽如希臘巴特濃神殿, 古巴比倫城門, 埃及木乃伊

等文物, 還可遊覽新建成之玻璃天幕長廊, 這長廊昔日是

國會圖書館所在地 , 後經英國著名設計師 NORMAN 
FOSTER 從新設計後, 煥然一新。遊畢後前往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餐館餐館餐館餐館品品品品
嚐港式點心嚐港式點心嚐港式點心嚐港式點心。餐後自由活動, 團友可自由前往市中心悠閒

購物, 選購歐陸或地道手信。為方便團友自由活動, 是日晚

餐自備。 
夜宿 RAMADA HOTEL 或同級。 
 

3 
倫敦倫敦倫敦倫敦����羅馬羅馬羅馬羅馬(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鬥獸鬥獸鬥獸鬥獸場場場場～～～～許許許許願願願願泉泉泉泉 
～～～～君士君士君士君士坦丁凱坦丁凱坦丁凱坦丁凱旋門旋門旋門旋門～～～～梵梵梵梵蒂蒂蒂蒂岡岡岡岡～～～～聖彼得聖彼得聖彼得聖彼得大教堂大教堂大教堂大教堂 
LONDON����ROME(ITALY) ～～～～COLOSSEUM～～～～ 
FOUNTAIN DI TREVI ～～～～ARCO DI COSTANTINO 

早上乘專車前往機場乘內陸航機飛往意大利首都羅馬, 抵
達後, 午餐於中國餐館, 餐後乘專車遊覽市內名勝如古羅

馬廢墟及鬥獸場。繼後再前往欣賞[許願泉]之稱的德維雷

噴泉. 之後並參觀君士坦丁凱旋門. 繼後前往位於羅馬市

內之梵蒂崗, 參觀耗時一百五十年才全部建成的聖彼得大

教堂, 堂內的文藝復興式設計及建築, 加上用雲石雕刻及

用彩色石粒鑲嵌的巨型壁畫巧奪天工, 使人嘆為觀止. 晚
餐於酒店酒店酒店酒店餐廳餐廳餐廳餐廳品嚐品嚐品嚐品嚐意式意式意式意式晚餐晚餐晚餐晚餐及及及及餐酒餐酒餐酒餐酒一杯一杯一杯一杯。。。。 
夜宿 PINETA PALACE 或同級。 

4 
羅馬羅馬羅馬羅馬～～～～佛佛佛佛羅倫斯羅倫斯羅倫斯羅倫斯～～～～米高米高米高米高安哲奴安哲奴安哲奴安哲奴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俯俯俯俯瞰瞰瞰瞰(聖母之花教堂聖母之花教堂聖母之花教堂聖母之花教堂, 安奴河安奴河安奴河安奴河, 聖聖聖聖十字十字十字十字教堂教堂教堂教堂) 
～～～～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 
ROME～～～～FLORENCE～～～～MICHELANGGELO ’’’’S   
SQUARE～～～～DUMO～～～～RIVER ARNO ～～～～ 
SANTA CROSS 

早餐於酒店餐廳, 餐後驅車北上意大利最有氣氛及讓人愉

快的城市-佛羅倫斯. 抵達後前往位於山崗上之米高安哲

奴廣場, 團友一覽佛羅倫斯市全景及觀賞複製的[大衛]像, 
該處更可俯瞰聖母之花大教堂, 安奴河, 古橋, 市政廳及

聖十字教堂等, 午餐安排品嚐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海鮮海鮮海鮮海鮮意粉意粉意粉意粉 +正宗正宗正宗正宗薄餅薄餅薄餅薄餅

及及及及餐酒餐酒餐酒餐酒一杯一杯一杯一杯｡ 餐後乘車前往意大利水都之稱的威尼斯. 晚
餐於酒店餐廳。 
夜宿 CROWN PLAZA或同級。 
 

5 
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威尼斯～～～～聖馬聖馬聖馬聖馬可可可可廣場廣場廣場廣場～～～～嘆嘆嘆嘆息息息息橋橋橋橋～～～～ 
(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推推推推介介介介:貢貢貢貢多拉多拉多拉多拉 )～～～～米蘭米蘭米蘭米蘭～～～～ 
多奧莫多奧莫多奧莫多奧莫大教堂大教堂大教堂大教堂～～～～歌歌歌歌劇劇劇劇院院院院～～～～艾曼艾曼艾曼艾曼拱拱拱拱廊廊廊廊 
VENICE～～～～SAN MARCO PLAZA ～～～～ 
BRIDGE OF SIGH～～～～MILAN ～～～～DUOMO～～～～ 
SCALA OPERA～～～～EMMEUNEL SHOPPING  
GALLERY 

早餐於酒店餐廳, 餐後乘車前往碼頭寬乘船前往著名之聖

馬可廣場, 廣場內名勝林立, 杜奇皇宮, 嘆息橋, 聖馬可大

教堂等｡ 團友可自費乘坐地道之水都黑色平底船-頁多拉, 
暢遊於威尼斯之運河水道內, 悠閒自得｡午餐特別安排於

島上餐廳品嚐品嚐品嚐品嚐墨汁墨汁墨汁墨汁意粉意粉意粉意粉+意式海意式海意式海意式海鮮藍鮮藍鮮藍鮮藍｡餐後驅車前往意大

利購鬥天堂-米蘭, 米蘭市始建於西元 4 世紀, 雖在二次大

戰期間受到損毀, 但仍保存很多古蹟, 市內戰段次降學發

展迅速, 使米蘭充滿時代感｡抵步後遊覽名勝如多奧莫大

教堂, 歌劇院及文曼紐拱廊等｡晚餐於中國餐館｡ 
夜宿 ANTARES CONCORDE 或同級。 
 

6 
米蘭米蘭米蘭米蘭～～～～琉琉琉琉森森森森(瑞士瑞士瑞士瑞士)～～～～英英英英格格格格堡堡堡堡高高高高地地地地～～～～ 
鐵力士鐵力士鐵力士鐵力士雪雪雪雪山山山山～～～～獅子獅子獅子獅子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碑紀念碑～～～～中古式木橋中古式木橋中古式木橋中古式木橋～～～～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鐘錶鐘錶鐘錶鐘錶專門店專門店專門店專門店～～～～ 
(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推推推推介介介介: 琉琉琉琉森湖森湖森湖森湖船船船船遊遊遊遊) 
MILAN ～～～～LUCERNE(SWITZERLAND) ～～～～ 
MT. TITLES ～～～～LION MLONUMENT ～～～～ 
CHAPEL BRIDGE ～～～～ 
ASWISS WATERES CHOWROON 

早餐於酒店餐館｡餐後乘車前往有歐洲花園之稱之瑞士琉

森, 沿過方公路, 第過崇山峙鈙嶺館覽琉森湖光山色全貌｡ 
抵步後前往轉乘世界首創旋轉 360 度吊車, 攀上海拔萬呎

的鐵力士雪峰｡抵達山頂, 走進積雪底下的冰洞, 置身於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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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雪嶺中｡再踏上山頂臺舉目四昐, 阿爾卑斯山脈群峰環

列, 氣勢磅礡, 簡直只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午餐特別安排

於雪山餐館品嚐特色品嚐特色品嚐特色品嚐特色香香香香腸腸腸腸餐餐餐餐｡盡量後返回琉森市遊覽市內

名勝, 參加由丹麥雕刻家表揚瑞士軍人的精它, 勇氣和信

義而劇的獅子紀念碑. 再走到湖上中古式的木穚, 欣賞橋

上嵌有當代無名藝術家留下之精心油畫傑作。晚餐於酒店

餐館。 
夜宿 FLORA HOTEL 或同級。 
 

7 
琉森琉森琉森琉森～～～～海海海海德德德德堡堡堡堡(德德德德國國國國)～～～～聖靈大教堂聖靈大教堂聖靈大教堂聖靈大教堂～～～～ 
舊舊舊舊城城城城購物購物購物購物長廊長廊長廊長廊～～～～法蘭法蘭法蘭法蘭克福克福克福克福 
LUCERNE～～～～HEIDELBERG ～～～～

HEILIGGEISTKIRCHE ～～～～WALKING DIRTRICT ～～～～ 
FRANKFURT 

早餐於酒店餐館, 餐後乘專車前往德國位於力卡河畔之

[大學城]海德堡。該城環境清幽, 地靈人傑, 充滿文化氣

息。到達後可徒步於舊區內, 沿加卡河畔走一趟, 使你有回

到中古時期的感覺, 眼前舉目所見中世紀古堡, 現已經人

去樓空, 但仍經人去樓空,  但仍屹立不倒, 非常神氣, 繼
後前往聖靈大教堂及德國最美的行人專用區, 這裡林立很

多露天咖啡茶座, 雅緻餐廳及聚集了國際名店, 喜歡享受

休閒寫意及購物團友怎能錯過, 是日午餐自備｡ 晚餐於當

地餐廳品嚐品嚐品嚐品嚐豬豬豬豬手餐手餐手餐手餐及啤及啤及啤及啤酒酒酒酒｡遊畢後閒車前往德國商業城市

法蘭克斯｡ 

夜宿 HOLIDAY INN 或同級。 
 

8 
法蘭克福法蘭克福法蘭克福法蘭克福～～～～科隆科隆科隆科隆～～～～科科科科隆隆隆隆大大大大教堂教堂教堂教堂～～～～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荷荷荷荷蘭蘭蘭蘭)～～～～堤堤堤堤壩壩壩壩廣場廣場廣場廣場～～～～酒酒酒酒吧吧吧吧區區區區 
FRANKFURT ～～～～COLOGNE～～～～KOLNER DOM 
～～～～AMTERDAM(NETHERLAND) ～～～～ 
DAM SQUARE～～～～RED LIGHT DISTRICT 

早餐於酒店餐館, 餐後乘專車前往德國歷代相當悠久的科

隆大城市｡抵達後, 遊覽被受聯合教科文組織保護的世界

歷代文化遺產之科隆大教堂, 教堂及其兩座高達於 157 米

高塔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成為城市的象徵, 亦是德國最著名

的建築豐碑｡午餐於中國餐館, 餐後驅車前往薈蘭首都阿

姆斯斯丹｡阿姆斯特丹前身是盛產海鮮的魚港｡晚餐於中國

餐館｡餐後到堤壩廣場參觀, 阿姆斯特丹的夜生活多姿多

采, 紅燈區晚上遊人如鯽, 有興趣之團友可自行前往一暑

世界聞名之[櫥窗女郎]｡ 
夜宿 MERCURE HOTEL 或同級。 
 
 
 
 
 

9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風車村風車村風車村風車村～～～～木屐廠木屐廠木屐廠木屐廠～～～～運河運河運河運河暢暢暢暢遊遊遊遊 
～～～～鑽石中心鑽石中心鑽石中心鑽石中心～～～～布魯布魯布魯布魯塞爾塞爾塞爾塞爾(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撒尿小孩撒尿小孩撒尿小孩撒尿小孩～～～～大廣場大廣場大廣場大廣場 
AMSTERDAM ～～～～WINDMILL ～～～～CLOG FACTORY 
～～～～CHEESE FACTORY～～～～CANAL CRUISE ～～～～ 
DIAMOND CENTRE ～～～～BRUSSELS(BELGIUM) 
～～～～THE LEGENDS OF MANNEKEN PIS ～～～～ 
GRAND PLACE 

早餐於酒店餐廳, 餐後首先暢遊如詩似畫般美的風車村, 
此乃獵影的最佳地方, 村內更是芝士及木屐廠, 團友亦可

參觀芝士及木屐廠製造的過程｡繼後登上玻璃船, 暢遊市

內四通八達的運河網, 阿姆斯特丹素有[鑽石之都]美譽, 
其鑽石打磨方法, 精巧細緻, 團友可藉此機會前往鑽石中

心參觀｡午餐於中國餐館｡下午驅車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

爾｡抵步後前往曾被法國大文豪雨果先生喻為全歐洲最美

麗之[大廣場]｡四周盡是歌德式古老建築, 典雅雄偉市政廳

及被稱作[最古老市民]的[撒尿小孩]銅像也是參觀之列｡晚

餐於當地餐廳品嚐品嚐品嚐品嚐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特色特色特色特色青口餐青口餐青口餐青口餐｡ 
夜宿 HOLIDAY INN 或同級。 
 

10 
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布魯日布魯日布魯日布魯日～～～～巴黎巴黎巴黎巴黎(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BRUSSELS～～～～BRUGES～～～～PARIS(FRANCE) 

早餐於酒店餐廳, 餐後前往比利時北部已被列入為[世界

文化遺產]之著名古城[布魯日]｡布市內共約有五十多座橋

分布於市中運河上, 亦因如此素有北城威尼斯之稱｡抵達

後, 遊覽這古樸而美麗的城市, 運河兩岸盡是中世紀遺留

建築物, 在寧靜的環境下, 仿似走時光隧道｡團友更可於富

歐陸色彩之小商店內購買特色紀念品, 午餐於中國餐廳, 
餐後驅車前往法國浪漫迷人之巴黎花都, 晚餐於當地餐廳

享用正宗法國大餐正宗法國大餐正宗法國大餐正宗法國大餐(法國鴔醬法國鴔醬法國鴔醬法國鴔醬, 香橙畼香橙畼香橙畼香橙畼, 法式甜品及紅白酒法式甜品及紅白酒法式甜品及紅白酒法式甜品及紅白酒
一杯一杯一杯一杯) 
夜宿 MERCURE HOTEL 或同級。 
 

11 
巴黎巴黎巴黎巴黎～～～～聖母聖母聖母聖母院院院院(途經途經途經途經)～～～～凱旋門凱旋門凱旋門凱旋門～～～～ 
拿拿拿拿破破破破崙崙崙崙墓墓墓墓～～～～香香香香榭榭榭榭麗麗麗麗舍舍舍舍大道大道大道大道～～～～蒙蒙蒙蒙馬特馬特馬特馬特山山山山 
(聖心聖心聖心聖心教堂教堂教堂教堂及畫及畫及畫及畫家村家村家村家村)～～～～ 
包登包登包登包登上巴黎上巴黎上巴黎上巴黎鐵鐵鐵鐵塔塔塔塔第第第第 2 層層層層及塞及塞及塞及塞納納納納河河河河船河船河船河船河) 
～～～～(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推介推介推介推介:花都花都花都花都著名著名著名著名夜總會夜總會夜總會夜總會) 
PARIS ～～～～ NORTRE DAME CATHEDRAL(PAS S 
THROUGH) ～～～～THE ARE DE TRIOMPHE ～～～～DE 
LA CONCORDE～～～～NAPOLEON TOMB ～～～～ 
CHAMPS ELYSEES～～～～MONTMARTRE 
(BASLLIAUE DU SACRE COEUR ～～～～ 
PAINTER VILLAGE) ～～～～ 
(EIFFEL TOWR & RIVER SEINE CRUISE)  

早餐於酒店餐廳, 餐後乘專車前往這個浪漫迷人的巴黎名

都. 首先前往宏偉莊嚴而又代表法國民族精精神之凱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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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天天天天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梵梵梵梵蒂崗蒂崗蒂崗蒂崗˙̇̇̇瑞士瑞士瑞士瑞士˙̇̇̇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法國精華遊    
 

REF:M:/ TOUR:/ 金怡行程金怡行程金怡行程金怡行程:/歐洲歐洲歐洲歐洲:/ 2015年年年年:/13EUF13 

途經昔日大革命時斷頭台所以地協和廣場, 屹立在塞納河

岸的艾菲爾鐵塔, 路易十四時代所建之[傷殘軍人之家], 
拿破崙幕及香榭麗舍大道等. 午餐後於中國餐廳, 繼後前

往巴黎有藝術天堂之稱蒙馬特山, 蒙馬特區與藝術家息息

相關, 十九世紀未的著名畫家如高更, 盧梭, 雷諾瓦等印

象畫家曾流連於這裡的咖啡店, 而立體派的黙加索, 布拉

克更在此屋居住過, 渡過其繪畫生涯, 聖化教堂位於蒙馬

特小山上, 是巴黎的最高點｡站於教堂前, 大半個巴黎清楚

可見, 教楚前的威利特廣場花園錦族, 曲徑有致, 許多人

在這裡閒地晒太陽, 餵鴿子, 聖心教堂居高臨下, 以其白

色的大拱頂著稱, 巴黎人於是稱它為白色教堂, 繼後領隊

陪同一起登上巴黎鐵塔賞巴黎市內美景, 繼後乘坐觀光船

漫遊塞納河, 欣賞兩岸旁邊的宏偉建築物, 晚餐於中國餐

館｡ 
夜宿 MERCURE HOTEL 或同級。 
 

12 
巴黎巴黎巴黎巴黎～～～～春天春天春天春天/老佛老佛老佛老佛爺爺爺爺百貨公司百貨公司百貨公司百貨公司～～～～ 
(客人客人客人客人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可自費參加推介參加推介參加推介參加推介:羅浮羅浮羅浮羅浮宮宮宮宮)或或或或 
(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凡爾賽宮凡爾賽宮凡爾賽宮凡爾賽宮)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PARIS～～～～PRINTEMPS/GALERIES LAFAYETE ���� 
HONG KONG 

早餐於酒店餐廳, 餐後乘專車前往巴黎著名春天百貨及老

佛爺百貨選購心愛名牌品手信, 香水等, 必定大有收獲, 
而有興趣參觀羅浮宮/凡爾塞皇宮之團友, 可由領隊代安

排自費前往｡為方便團友購物, 是日午餐自備, 各團友於指

定時間集合乘專車前往機場乘航機經轉機返港｡ 
 

13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HONG KONG  

航機是日安抵香港｡祝愉愉快! 

 

 

 

 

 

 

 

 

 

 

 

 

 

 

 

 

註註註註:  
- 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香港旅遊業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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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凡參加此團之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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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客人於報名時購買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行程或會行程或會行程或會行程或會因應航機因應航機因應航機因應航機, 遊覽次序會遊覽次序會遊覽次序會遊覽次序會有所變動有所變動有所變動有所變動 
- 此團可能與金怡假期其他旅行團同車同遊此團可能與金怡假期其他旅行團同車同遊此團可能與金怡假期其他旅行團同車同遊此團可能與金怡假期其他旅行團同車同遊 
- 回程可停留尾站回程可停留尾站回程可停留尾站回程可停留尾站, 停留附加手續費以航空公司確定機位停留附加手續費以航空公司確定機位停留附加手續費以航空公司確定機位停留附加手續費以航空公司確定機位

時為準時為準時為準時為準,機位一經確定機位一經確定機位一經確定機位一經確定,不能更改不能更改不能更改不能更改,(如出機票前不能確定如出機票前不能確定如出機票前不能確定如出機票前不能確定, 
則須隨團返港則須隨團返港則須隨團返港則須隨團返港)。。。。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如團友不隨團返港, 則須自行安排交通則須自行安排交通則須自行安排交通則須自行安排交通

工具往機場工具往機場工具往機場工具往機場。。。。 
- 行程所列航空公司行程所列航空公司行程所列航空公司行程所列航空公司, 如遇爆滿如遇爆滿如遇爆滿如遇爆滿, 為免因而取消該團為免因而取消該團為免因而取消該團為免因而取消該團, 則則則則
屆時可能改乘其它屆時可能改乘其它屆時可能改乘其它屆時可能改乘其它 航機航機航機航機。。。。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團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團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團將於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團

友接納否友接納否友接納否友接納否。。。。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茶會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茶會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茶會故請盡早報名及出席茶會為盼為盼為盼為盼。。。。 
- 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至增加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至增加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至增加如因轉換航班或航空公司調整燃油附加費而導至增加/
減少之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減少之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減少之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減少之機場稅項及燃油附加費, 客人必須出發前補回客人必須出發前補回客人必須出發前補回客人必須出發前補回/取取取取
回差額回差額回差額回差額, 詳情將於團隊王定出發及總人數後落實詳情將於團隊王定出發及總人數後落實詳情將於團隊王定出發及總人數後落實詳情將於團隊王定出發及總人數後落實。。。。 

-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列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列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列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列

之城市酒店之城市酒店之城市酒店之城市酒店, 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 並於茶並於茶並於茶並於茶

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會時通知或由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 
- 行程中有部份景點行程中有部份景點行程中有部份景點行程中有部份景點, 列明入內參觀如博物館列明入內參觀如博物館列明入內參觀如博物館列明入內參觀如博物館, 古堡古堡古堡古堡,皇宮皇宮皇宮皇宮, 
神殿或表演等神殿或表演等神殿或表演等神殿或表演等, 如遇事故如遇事故如遇事故如遇事故, 政局政局政局政局,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關閉維修關閉維修關閉維修關閉維修,
或行程延誤等或行程延誤等或行程延誤等或行程延誤等, 不能或不夠時間入內參觀不能或不夠時間入內參觀不能或不夠時間入內參觀不能或不夠時間入內參觀, 則此節目取則此節目取則此節目取則此節目取

消消消消, 若涉有入場費若涉有入場費若涉有入場費若涉有入場費, 則退回有關入場費則退回有關入場費則退回有關入場費則退回有關入場費, 如不涉及入場如不涉及入場如不涉及入場如不涉及入場

費費費費, 則無款退則無款退則無款退則無款退。。。。 
- 凡單人或單數凡單人或單數凡單人或單數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如三人如三人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 須繳單人須繳單人須繳單人須繳單人

房附加費房附加費房附加費房附加費。。。。 
- 凡小童凡小童凡小童凡小童 12歲以下與父母同房歲以下與父母同房歲以下與父母同房歲以下與父母同房(不佔床不佔床不佔床不佔床)按成人價減按成人價減按成人價減按成人價減

HK$300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旺季或長假期出發旺季或長假期出發旺季或長假期出發旺季或長假期出發, 團費略有調整團費略有調整團費略有調整團費略有調整。。。。 
-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金怡一向辦團用心, 非機械式運作非機械式運作非機械式運作非機械式運作, 故此行程故此行程故此行程故此行程只供參考只供參考只供參考只供參考, 
每團按該時天氣每團按該時天氣每團按該時天氣每團按該時天氣, 該團地面情況該團地面情況該團地面情況該團地面情況, 船期等作調動船期等作調動船期等作調動船期等作調動, 但不但不但不但不

影響景點影響景點影響景點影響景點, 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 報各位報各位報各位報各位, 故請出席故請出席故請出席故請出席

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茶會了解清楚為盼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而行程而行程而行程而行程, 膳食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膳食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膳食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膳食的次序可能按當地情

況有所調動況有所調動況有所調動況有所調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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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團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有關適用之稅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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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質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質旅行團服務費為建議性質,建議每人每天建議每人每天建議每人每天建議每人每天 HK$140(領隊領隊領隊領隊/
導遊導遊導遊導遊/司機司機司機司機/旅行社有關人員旅行社有關人員旅行社有關人員旅行社有關人員)。。。。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報名前請細閱本社之責任細則,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最新版本以網頁為準

www.goldjoy.com 
- 香香香香港政府旅遊警示於港政府旅遊警示於港政府旅遊警示於港政府旅遊警示於 200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0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欲取到欲取到欲取到欲取到

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訪地區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請瀏覽保安處網頁請瀏覽保安處網頁請瀏覽保安處網頁請瀏覽保安處網頁

(www.sb.gov.hk/chi/ota)。。。。 
-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

旅行團旅行團旅行團旅行團』』』』的第二的第二的第二的第二 百零三號指引百零三號指引百零三號指引百零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旅行社如因旅行社如因旅行社如因『『『『迫不得迫不得迫不得迫不得

已理由已理由已理由已理由』』』』取消旅行團取消旅行團取消旅行團取消旅行團, 處理團員退款處理團員退款處理團員退款處理團員退款 時可以收取該指引時可以收取該指引時可以收取該指引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列明的手續費列明的手續費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及退票費及退票費及退票費(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如適用; 詳情請瀏覽香港旅詳情請瀏覽香港旅詳情請瀏覽香港旅詳情請瀏覽香港旅 遊遊遊遊
業議會網站業議會網站業議會網站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