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杜拜 
 9天荷蘭<限定花展>．杜拜 
 庫肯霍夫花園．天堂書店．羊角村 
 梵高森林公園．小孩堤防風車群  AMS9 

 世界上最大的庫肯霍夫花園鬱金香花季(23/3—14/5) 

 在15世紀時庫肯霍夫原是女伯爵種植水果、蔬菜與香料的地方，所以「庫肯霍夫」在荷蘭文的原 

 意就是廚房花園。直到1949年，才開始將此地規劃成一座大型的戶外花園，並舉辦第一屆的戶外 

 花展，從此大受歡迎，成為每年春天的盛事。園區內佈滿迂迴曲折的道路、涓涓流水，還有鬱金 

 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的球莖花，恰似座落在花氈中的春天花園。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地址︰金鐘統一中心商場一樓 1002A-C (金鐘港鐵站D出口)  ｜  網站︰Goldjoy.com  ｜  電話︰+852 2804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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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點 : 

 ●  首選五星級阿聯酋國際航空，體驗舒適空中巨無霸，順遊富豪國杜拜 

 ●  包一年一度「庫肯霍夫花展」門票，令您置身於花海群中 

 ●  羊角村美譽為「荷蘭威尼斯」，兩旁充滿蘆葦小屋、木橋及櫻花樹，仿如置身童話國度 

 ●  小孩堤坊風車群 (UNESCO) 十九座古老風車，與蘆葦交織成一幅金黃色圖畫 

 ●  遊覽全球最美書店之一-天堂書店，一邊享受咖啡，一邊沉浸在書香閱讀的樂趣之中 

 ●  結合了文化與自然生態的梵高森林公園，是一座充滿人文藝術的殿堂 

 ●  杜拜其中兩大標誌性建築物-全球最高摩天大廈「哈利法塔」及「杜拜相框」，包門票登 

 上宏偉建築，飽覽杜拜景色 

 ●  增遊2021年11月才開幕的「Address Sky View」，在杜拜市中心美景中體驗刺激的天空 

 玻璃滑梯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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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香港  杜拜  阿姆斯特丹(荷蘭) ~ 大霸廣場 

 Hong Kong  Dubai  Amsterdam 
 (Holland) ~ Dam Square 
 前一晚上齊集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金怡職員協助 
 下辦理登機及行李過磅手續，乘搭豪華廣體客機由香港 
 經杜拜轉機飛赴荷蘭阿姆斯特丹。 

 早餐：—               午餐：—                晚餐：豐富中餐 

 住宿：Van der Valk Hotel Schiphol A4  或同級酒店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 北海大堤 ～ 
 羊角村 (包 1 小時船河) ～ 參觀鑽石加工廠 ~ 
 自費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Amsterdam ~ Afsluitdijk ~ Giethoorn ~ 

 (Boat ride 1 hour~)  ~  Diamond Factory ～ 

 Canal Cruise Tour (Optional) 
 北海大堤  ：橫跨愛塞湖的北海長堤建於1932年，它將 
 須得海變成了愛塞湖，為荷蘭創造出更多的新生地，也 
 是荷蘭最驕傲的工程奇蹟，讓人體會「上帝造海，荷蘭 
 造陸」這句話。 

 羊角村  ：荷蘭西北方De Wieden自然保護區內，素有 
 「綠色威尼斯」之稱的羊角村，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中 
 ，一幢幢蘆葦屋頂的綠色小屋映照於水中美麗的倒影， 
 是體驗小巧樸實的漁村風情最美麗的寫照；體驗羊角村 
 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安排乘坐平底船穿梭 
 寧謐的村落，別有一番風情。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阿姆斯特丹運河帶是整座城市重 
 要的風景線，也是有著「水城」之稱的阿姆斯特丹的命 
 脈所在。乘坐玻璃船遊覽運河風光，映入眼簾的是阿姆 
 斯特丹獨特的建築式樣和美麗的歐式水上人家。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豐富中餐 

 住宿：Van der Valk Hotel Schiphol A4 或同級酒店 

 第三天 

 梵高森林公園 ～ 庫勒慕勒美術館 (包門票) ～ 
 OUTLET購物-魯爾蒙德購物中心 ～ 馬斯垂克 

 De Hoge Veluwe Park ~ Kroller Muller 
 Museum ~ Designer Outlet Roermond ~ 
 Maastricht 
 梵高森林公園  ：5千多公頃的園區內有著傲視全球的庫 
 勒慕勒美術館，館內珍藏著大量印象派大師梵高的油畫 
 及素描作品，使美術館有著重量級的地位，美術館後方 
 有著歐洲最大的雕塑公園，近代各式雕塑作品散落在池 
 邊與草地上，並搭配結合園區內景觀，更讓您有著置身 
 在藝術品的行列中。 

 魯爾蒙德購物中心  ：位處於比利時和荷蘭交界處，歐洲 
 最大最知名OUTLET集團麥克阿瑟旗下的名牌折扣城， 
 亦是歐洲最大的購物中心。坐擁100多間時尚店鋪出售 
 170多種國際品牌和設計品牌商品，除臨近眾多的遊覽 
 勝地，購物村還是名副其實的歐洲時尚中心，並成為高 
 端國際購物體驗的代名詞。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 Designhotel Maastricht或同級酒店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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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天堂書店 ～ 小孩堤防風車群 (UNESCO) ～ 
 鹿特丹 ~ 立體方塊屋 ～ Markthal綜合市場 

 Boekhandel Dominicane ~Kinderdijk 
 (UNESCO) ~ Rotterdaam ~ Cube Houses 
 ~ Markthal 
 天堂書店  ：世界上最美麗的書店之一「天堂書店」是由 
 700年的教堂改建而成，門口設計成一本打開的書引領 
 您進去書店裡感受從天堂來的書卷氣息。 

 小孩堤防風車群  ：整個荷蘭剩下風車不到一千座，而小 
 孩堤防保存了19座18世紀古老風車，傳說一個睡在搖 
 籃裡的孩子隨著一隻小貓漂流至此，小孩堤坊因而得名 
 ，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成為荷蘭地標。 

 立體方塊屋  ：鹿特丹有「現代建築試驗場」美稱，尤其 
 以新奇前衛的的立體方塊屋堪稱其中翹楚。造型由51 
 個傾斜45度角的立體方塊相連而成，每個方塊以45度 
 角架空在6角形的柱子上，鉛筆型的窗框和立體式的造 
 型呈現許多不規則的稜線。 

 Markthal綜合市場  ：歐洲最新式有頂市集Markthal綜 
 合市場。此為2014年全新開幕，結合著上百個美食攤 
 位、  15  間  商  店、  8  間  餐  廳  及  1000  平  方  公  尺  大  尺  度  彩  繪 
 的「新型態綜合市場」。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 Bedbank NH Rotterdam 或同級酒店 

 第五天 

 鹿特丹～利瑟～《荷蘭花展》庫肯霍夫花園 

 (包門票)  杜拜 

 Rotterdam ~ Lisse ～ Keukenhof  Dubai 
 庫肯霍夫花園  ：參觀滿園花團錦簇，舉世著稱之鬱金香 
 花田，在此除了鬱金香之外，還有水仙、藏紅花、風信 
 子等球根植物鮮豔地舖滿大地，十分賞心悅目；庫肯霍 
 夫公園每年春季開放，佔地二十八公頃的廣大公園裡樹 
 木蒼鬱，六百多萬株的球根植物為遊客獻上花卉饗宴。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 航機上 

 第六天 

 杜拜 ～ 市內觀光 ～ 朱美拉清真寺 ～ 
 杜拜博物館 ～ 風塔大泥屋 ～ 水上的士 
 ABRA ～ 黃金街 ～ 香料市集 ～ 
 自費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 

 Dubai ~ City Tour ~ Jumeirah Mosque ~ 
 Dubai Museum ~ Bastakiya ~ 
 Abra Water Taxi ~ Gold Souk ~Spice Souk 
 ~ Desert Dune Safari (Optional) 
 朱美拉清真寺  ：朱美拉清真寺於1975年起建設，1978 
 年完工，目前為迪拜最重要的地標之一，在迪拜眾多的 
 清真寺中，被當地民眾公認為最漂亮的大型清真寺之一 
 ，也是唯一開放讓非回教徒入內參觀的清真寺。 

 杜拜博物館  ：有150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 
 的杜拜博物館，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從而 
 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黃金街  ：市集店鋪櫥窗內掛滿了琳瑯滿目、燦爛奪目的 
 黃金藝品，項鍊戒指手鐲耳環及胸針，讓您看得為之驚 
 奇，價格更是公道划算。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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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自理 

 住宿 :  五星級  Movenpick Hotel Bur Dubai 或同級 

 酒店 

 第七天 

 無人駕駛列車 ～ 棕櫚島 ～ 哈利法塔 (全球最 
 高摩天大廈) (包門票) ～ Dubai Mall (全球最 
 大購物中心) ～杜拜音樂噴泉 

 Monorail ～ The Palm Island ~ Burj Khalifa 
 ~ Dubai Mall ~ Dubai Music Fountain 

 哈利法塔：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摩天大樓，是全世界 
 最高摩天大廈，共 160 層，總高 828 米之哈利法塔， 
 重本安排乘電梯至 124 樓全球最高觀光層「At The 
 Top」飽覽杜拜景色 

 Dubai Mall：  擁有1,200家商店，是世界最大的購物和 
 娛樂中心，全球精品保證讓您逛得頭昏眼花。 
 杜拜音樂噴泉：  世界最大的噴泉，最高可以噴到150公 
 尺，相當與一棟50層樓的高度。伴隨著數首阿拉伯以 
 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歌曲，噴灑的水柱像是在人們面前跳 
 著優雅的舞蹈，整座噴泉高潮迭起、交互演奏出美麗的 
 水舞樂章。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Movenpick Hotel Bur Dubai 或同級 

 酒店 

 第八天 

 杜拜相框 (包門票) ～ 自費帆船酒店自助式午 
 餐 ~ Sky Views Dubai 觀景台 (包門票及天空 
 玻璃滑梯門票) ~ 未來博物館(外觀) ~ 阿聯酋 
 購物中心 

 Dubai Frame ~ Burj Arab Hotel Buffet 
 Lunch (Optional) ~ Sky Views Dubai 
 Observatory & Glass Slide on 50th Floor 
 ~ Museum of the Future ~ 
 Mall of Emirates 

 杜拜相框 :  位於扎貝爾公園 名為杜拜相框的黃金相框， 
 由兩座150公尺高的塔樓，藉由頂部93公尺長的玻璃空 
 橋聯接。頂層空橋除了可以享受360度的全景外，就是 
 作為杜拜過去與未來的新舊時空串連。這條空橋的一側 
 能欣賞到杜拜的現代面，另一側則是能欣賞到舊有城市 
 風貌的景觀。 

 Sky Views Dubai：  於2021年11月才開幕，杜拜最新 
 地標建築，位於標誌性雙塔Address Sky View 酒店的 
 52 層和53 層。遊客可以獨特的視角 360 度全方位欣賞 
 杜拜市中心壯觀的城市景觀。特別安排刺激體驗-天空 
 玻璃滑梯，懸掛在樓外的透明管道足有一層樓高，向下 
 看隨著下落的加速度，仿佛要馬上沖入天際 

 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  五星級  Movenpick Hotel Bur Dubai 或同級 

 酒店 

 第九天 

 杜拜  香港 

 Dubai  Hong Kong 
 是日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早餐：酒店                 午餐：—                    晚餐：—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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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天荷蘭<限定花展>．杜拜 自費項目表 

 城 
 市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每位收費 
 (歐元 
 EUR) 

 不參加者 
 之安排 

 荷 
 蘭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Canal Cruise Tour 

 始建於17 世紀的運河是阿 
 姆斯特丹特有的風情畫，總 
 長度超過100 公里，擁有大 
 約90座島嶼和1,500座橋樑 
 ，使得該市被稱為「北方的 
 威尼斯」。像蜘蛛網般連貫 
 起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其 
 中三條主要的運河：紳士運 
 河、王子運河和皇帝運河構 
 成環繞阿姆斯特丹的心臟地 
 帶，又被稱為運河帶。可以 
 乘坐遊船欣賞運河兩岸古老 
 建築，了解當地文化。 

 1小時  到達該地 
 區期間進 

 行 

 1小時  15人  EUR25（大 
 小同價） 

 自由活動 

 杜 
 拜 

 沙漠四驅車越野之旅 
 Desert Safari Tour 

 乘坐設有冷氣之越野四驅車 
 進入沙漠地帶，穿梭於起伏 
 不定的沙丘，親身體驗如過 
 山車般的緊張刺激，同時可 
 欣賞及拍攝沙漠日落美景。 
 傍晚時份抵達沙漠營地，團 
 友可試穿傳統的阿拉伯服飾 
 拍照及可欣賞精彩的肚皮舞 
 表演，與漂亮的舞孃一起翩 
 翩起舞，並享用一頓豐富美 
 味的阿拉伯燒烤大餐，為整 
 個旅程留下難忘回憶。 

 【註：如遇上當地回教節日 
 或慶典（如：齋戒月等）， 
 肚皮舞表演將被取消，恕不 
 另行通告。】 

 5小時  到達該地 
 區期間進 

 行 

 1小時  6人  USD95（大 
 小同價） 

 於酒店休 
 息 

 帆船酒店Al Iwan自 
 助午餐 
 Buffet at Burj Arab 
 Hotel 

 若非食客或住客，均不 
 能進入帆船皇宮酒店參 

 1.5小時  1.5小時  -  10人  USD190 

 USD130 
 （4-11歲） 

 自行安排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地址︰金鐘統一中心商場一樓 1002A-C (金鐘港鐵站D出口)  ｜  網站︰Goldjoy.com  ｜  電話︰+852 2804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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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帆船酒店內的AlIwan餐廳 
 ，提供一流的阿拉伯傳統美 
 食。餐廳環境富麗堂皇，精 
 緻餐具均讓賓客們沉醉於六 
 星頂級酒店中，享用阿拉伯 
 美食的同時，更可欣賞世界 
 最高的中庭及迷人噴泉，令 
 人嘆為觀止。《費用包括自 
 助餐費用及訂位費及往返之 
 交通費用。》 

 （若  A  Iwan  餐  廳  客  滿  ，  則 
 代安排Junsui東南亞特色自 
 助餐。） 

 亞曼尼酒店 
 Mediterraneo 
 自助午餐 

 Armani Hotel 
 Dubai 

 是Armani集團的第一間飯 
 店，位在世界最高樓哈里發 
 塔內的Mediterraneo餐廳 
 ，提供一流的自助式地中海 
 料理。榮獲 2016 世界奢華 
 酒店大賞 第一名的Armani 
 Hotel Dubai，是全球第一 
 間由喬治亞曼尼先生親自設 
 計的飯店，體現了亞曼尼先 
 生長久以來想將簡約、低調 
 雅緻品牌的風格灌注到生活 
 層面的夢想。《費用包括自 
 助餐費用及訂位費及往返之 
 交通費用。》 

 1.5小時  1.5小時  -  10人  USD85 

 USD65 
 （4-11歲） 

 自行安排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地址︰金鐘統一中心商場一樓 1002A-C (金鐘港鐵站D出口)  ｜  網站︰Goldjoy.com  ｜  電話︰+852 2804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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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款及細則 

 - 如因客滿，遇惡劣天氣或特别事故，以致登山火車， 
 登山纜車，冰河列車或黃金列車停駛或取消或維修而臨 
 時關閉，即安排改為旅遊巴士或取消活動，需視付當天 
 情況而調動行程。 

 - 全程酒店以三/四星级為標準，部份酒店不設評星標 
 準及冷氣設備。 

 - 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呼籲外遊人仕均需購買 
 合適旅遊保險。客人安全為首要，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 
 險，當中醫療保額須達港幣一百萬元或以上。 

 - 所有行程、景點、酒店及其他設施根據當時資料編製 
 ，如遇上(例如但不限於)展覽會、滑雪季節、天氣問 
 題、節日慶典、休館、維修、交通問題等特殊情況下而 
 致未能前往預先安排行程及使用設施，『金怡假期』將 
 視乎實際情況作出臨時更改及調動，以可行之項目代 
 替。如取消項目涉及票務，將按照服務供應商提供之團 
 體票價退回客人。 

 - 所有大自然景象賣點，不能保證每團均可預期看到， 
 敬希見諒。 

 -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時間和先後次序。 

 - 各國、地區之酒店、客房、單人房規定均有不同，房 
 間設備及編排乃受制於地接社及酒店/旅館入住情況； 
 如(例如但不限於)偏遠地區、特式酒店、雪山、高地、 
 滑雪區、古堡或文物改建等之客房尺寸均有差別，不能 
 保證同團客人均能入住同類客房；房間分配實際情況按 
 各國地區酒店規條而定。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團或向 
 『金怡假期』追討任何賠償。 

 - 請注意入住極地，特色村落與高山等地區房間尺寸及 
 設施均較為簡單，敬希見諒。 

 - 按照「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引223條「迫不得已理 
 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劣 
 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 
 /時間表、罷工和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 
 組織發出之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 
 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客外遊的情 
 況。 

 - 根據指引223條「迫不得已理由」『金怡假期』可於 
 出發前取消旅行團或在旅程時按實際情況縮短、延長或 
 替換旅程任何項目，客人同意並接受此安排。由此而產 
 生之額外費用均須客人於當地支付，否則『金怡假期』 
 有權不作任何安排及保留追討因此而引致之相關費用權 
 利。一切損失概與『金怡假期』無關，客人不得藉以向 
 『金怡假期』追討、反對或退團。惟『金怡假期』仍會 
 為客人竭盡所能向服務供應商爭取退款(如有)。更改行 
 程而令經營成本減少，則會於回港後七個工作天內處理 
 退還減低成本比例之款項。如在出發前取消旅行團，則 

 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退團或轉團安排。『金 
 怡假期』有權在辦理相關手續時收取客人每位港幣 

 $800-$2,000不等之手續費視乎團種而定及退票費(如 
 有)，扣除手續費後餘款將以客人付款方式退回。 

 -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有一定風險，收取訂金後客人已視 
 作同意行程一切活動安排，客人參加各項活動時，必須 
 留意個人身體狀況、環境、天氣、活動內容、遵守服務 
 人員指引和安排。如因自身理由不參與行程中之活動相 
 關之活動費用將不獲退回。 

 - 宣傳單張，旅遊册子，行程表中如沒有列明包門票、 
 包入場、入內參觀等，所列之景點或地點均有機會以外 
 觀，遠眺或途經型式進行。 

 - 行程表、宣傳廣告中所展示之相片、圖像、拍攝地 
 點、輯錄季節、時間均有差別所有行程圖片或特輯只供 
 參考，不能藉以圖片，特輯作景點索償。 

 - 收取訂金前如有任何優惠或價格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所有訂位以確定收取訂金後為準。 

 - 有關旅行團之詳細責任條款及細則以金怡網站及收據 
 背頁為準。 

 -『金怡假期』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條例第223指引關於『會員因迫不 
 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旅行社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 
 收取手續費每位港幣$800-$2000(視乎地點及團種而 
 定)及退票費(如有)。整個退款過程大約需時7-20個工 
 作天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如適用 ; 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 
 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Joy in One 產品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以上Joy-In-One所包燃油稅是以2018年10月為準。由2018年11月2日起，各 
 航空公司將向乘客徵收往返香港燃油附加費，有關之款項將於出發前收餘款時按該航空公司要求收取)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 
 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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