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美三國

21天  巴西森巴嘉年華【Champions Show★華麗登場 】

巴西・智利 (冰川)・阿根廷(冰川) BC21

巴西森巴嘉年華 (Brazil Carnival)
森巴舞是源自於 19 世紀黑奴的舞蹈，傳入巴西之後，融合了葡萄牙舞、印地安舞、巴西土

著舞蹈等，形成帶有活潑、歡樂氣息的舞步，也成為了巴西招牌舞蹈。每年巴西里約熱內

盧都會舉行為期五天的「巴西森巴嘉年華」，每年吸引上百萬人前來朝聖。每間學校的森巴

舞遊行約由 8 輛嘉年華花車組成，動員超過 1,000 人，整個隊伍呈現各校的代表顏色，舞

者們穿著裝飾著羽毛、亮片，甚至是寶石或硬幣的特製服裝，人人帶著燦爛微笑、賣力舞

動。 高分的前六名冠軍隊伍將可以在嘉年華結束後的週末，參加冠軍隊伍遊行，將 好

的一面展現給全世界，可以說嘉年華帶給他們的是金錢無法買到的快樂與滿足。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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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BC21

南美三國【巴西森巴嘉年華+遨遊雙冰川】

1 【行程設計篇】：

★遊覽南美洲三國名勝:  巴西(聖保羅、里約熱內盧) ; 阿根廷(艾加拉法地、莫雷諾冰川) 、智利(百內國家公
園, 觀賞冰川 , 湛藍的湖泊, 雄偉的山脈)、跨越太平洋、大西洋，深度體驗南美洲之「 」，給您絕對難忘的

旅行感受。

2【三國美食篇】:

● Feijoada 巴西「國菜」豬肉黑豆飯 : 這道菜由巴西香腸、鹹肉、煙熏干肉搭配黑豆，以小火慢慢燜燉，再佐

以辣椒和香料，配米飯吃。

● 巴西燒烤聲名遠播，有專門的廚師拿着烤架四處走動，直接從一大塊烤肉切下放入盤子，令人唾唌三尺。

● 阿根廷傳統美食 : 品嚐聞名世界的慢火碳烤牛扒 。

● King Crab 智利帝王蟹  :  生長於800米純凈深海、零污染的冷水海域，野生捕撈。肉質極為潔白鮮美，味

道鮮美肉質嫩滑，深深觸動食客的味蕾。因體型巨大而得名，素有「蟹中之王」的美譽。

● Winery 智利葡萄園酒莊 :  遊訪聖地牙哥高級酒莊及葡萄園，特別安排酒莊品嘗紅酒及一頓地道午餐。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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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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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身體驗篇】:
欣賞一年一度森巴嘉年華會(皇者之夜) ，安排「Front Box 六人包廂貴賓席」，座位於遊行大道觀賞台的前方

區，近距離欣賞不同服飾的舞者。精彩搶先看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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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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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22/2)
香港 杜拜 /  多哈

Hong Kong Dubai / Doha
是日齊集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過

磅及出境手續後，乘搭阿聯酋或卡塔爾航空飛往杜拜/
多哈。在候機室內休息等候轉機。

早餐：—    午餐： —     晚餐：航機上

住宿：航機上

第二天 (23/2)
杜拜/ 多哈 聖保羅 (巴西)
Dubai/  Doha Sao Paulo (Brazil)
航機於早上飛往(巴西)聖保羅。

巴西： 位於南美洲大陸東北方，佔南美大陸總面積達二

分之一，是南美 大，世界第五大，以天主教為主要宗

教，葡萄牙語為法定語言，於 1500 年被葡萄牙人發現

巴西，命名為「真的十字架之地」。

早餐：自理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Marriott Sao Paulo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24/2)
聖保羅 (巴西) 里約熱內盧

Sao Paulo (Brazil) Rio de Janerio

聖保羅： 是繁盛的都會，中心大廈林立，匯聚銀行，金

融經濟中心之命脈活躍跳動，尤其大學城區，面積廣大

，建設井然，高等學府林立，培育出巴西政界、法律界

人才，令人肅然起敬。途經萊之橋、市立劇場，國家公

園等，如碰上假日更展開嬉皮市集，攞賣手工藝品、繪

畫、郵票、森巴樂器、木雕等，非常熱鬧。

下午乘航機飛往巴西浪漫之都－里約熱內盧。

里約熱內盧 : 葡語意即「一月的河」，是世界三大天然

良港之一，以其自然環境、市內風景優美，每年吸引大

量遊客到此觀光，每年狂歡節、森巴嘉年華等而聞名。

早餐： 酒店　　午餐： 航機上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JW Marriott 或Copacabana Palace Hotel 同級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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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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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25/2)
里約熱內盧 ～糖麵包山 ～ 乘直升機~ 市內觀光~
Edoardo Kobra長壁畫~明日博物館 (外觀)、美術館

MAR(外觀)~ 彩色階梯~ 森巴嘉年華會

Rio de Janerio ~ Sugar Loaf ~ Helicopter Ride
~ Copacabana Beach~  Samba Carnival

乘登山吊車前往里約熱內盧－糖麵包山。

糖麵包山： 該山高度為海拔 396 米，山畔有植物公園

，栽種著各式各樣的奇花異草，山頂更有觀光亭，站在

亭子裡俯瞰里約熱內盧，遠看群山及海灘盡在眼簾。

直升機從空中俯瞰里約熱內盧著名地標

市內觀光 : 遊覽海濱公園 ，由其有吸引力的巴西塗鴉

藝術家Eduardo Kobra打造世界 長壁畫。途經明日博

物館 (外觀)、美術館MAR(外觀)，繼遊覽Lapa的波西米

亞風情街區，一睹當地藝術家一手打造出的馬賽克瓷

磚鋪成的多彩階梯。

[皇者之夜，華麗登場] 森巴嘉年華會及巡遊：

每年巴西森巴嘉年華會在里約熱內盧舉行，慶祝活動

日以繼夜舉行，身穿性感舞衣之女郎，在街上大跳森巴

舞。巴西著名之「森巴舞表演」，絕對感染到巴西之熱情

開放，艷麗七色之舞衣，訓練純熟舞蹈員精湛舞技，絕

對聲，色，藝俱全，令每位觀眾也能感受巴西的熱情氣

氛，通宵達旦，令你樂而忘返。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JW Marriott 或Copacabana Palace Hotel同級

第五天 (26/2)
里約熱內盧 ~ 基督山 (世界七大奇蹟) ~ 馬勒卡那足球
場 ~ 寶石博物館

Rio de Janeiro ~ Corcovado Mountain ~Maracana
Stadium ~ Gemstone Museum
由於森巴嘉年華會巡遊直至通宵達旦，活動持續至翌
日清晨，是日預留時間- 早上自由活動及早餐於酒店，
讓你充份休息以補充體力。

下午乘車前往市中心著名山峰-駝背山 (又名基督山)。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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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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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上耶穌像： 高七百米，闊四十米，重量超過二百

噸；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功，此像專誠聘請希臘、葡

萄牙和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特別設計建造的，在這裡可

清楚俯瞰整個里約熱內盧全景，這裡亦是著名地標。

馬勒卡那足球場：為1950及2014年里約熱內盧舉辦之

「世界盃足球賽」而建，宏偉而且精心策劃，足球賽事所

具備設施或控制人潮甚至騷亂等配套，令遊客大開眼

界，亦證明足球盛事於巴西之重要性。(由於場館是否

開放給遊客參觀，屆時再確認，或外觀拍照。)

寶石博物館： 巴西乃世界 大之寶石產地，各式各樣瑰

麗寶石，琳瑯滿目，著名的有綠寶石、黃玉、紫水晶、鑽

石、各類晶石及半寶石等，種類繁多。館內介紹有關寶

石開採經過，打磨及雕刻過程，而且款式設計新穎，令

人愛不釋手。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  JW Marriott 或Copacabana Palace Hotel 同級

第六天 (27/2)
里約熱內盧 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

Rio De Janeiro Buenos Aires (Argentina)

早餐後是日自由活動。

科巴卡巴那沙灘：到海灘享受陽光和悠閒的快樂時光。

這海灘馳名於世，每年吸引不少世界各地富豪舉家到

此地渡假，亦可購買皮具、時尚服飾、紀念品等。

下午乘車前往機場，乘晚上航機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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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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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諾斯艾利斯：位於拉普塔河南岸，是拉丁美洲第三

大都會，亦是阿根廷第一大城市，是經濟,文化及政治

的中心及擁有 大國際貿易港等，素有「南美巴黎」的

美譽，市內建築物充滿歐洲風格，吸引許多意大利及西

班牙人移民到此，被譽為南美 美的城市。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ilton或 Sofitel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28/2)
布宜諾斯艾利斯 ～ 五月廣場～ 總統府 ～貝隆夫人墓

園 ~ 拉保加港

Buenos Aires ~ Plaza de Mayo ~ Casa Rosado ~
La Recoleta ~ La Boca

市內觀光：遊覽號稱世界 寬的七月九日大道，政府大

樓、教堂、銀行、科隆劇院、五月廣場等等。五月大道之

總統辦公廳的牆壁顏色為桃色，所以被稱為Casa
Rosada。國會議事堂前的廣場豎立著紀念阿根廷從西

班牙獲得解放而建的紀念碑。繼往「貝隆夫人」墓園，貝

隆夫人曾為阿根廷政壇名人，被荷里活導演拍攝傳奇

—生。

拉保加港：此港口是早期意大利移民到此，房屋設計充

滿歐洲，藝術氣息，沿途有咖啡店，售買紀念品商店，

更有藝術家在街頭繪畫，探戈舞街頭表演。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ilton 或Sofitel Hotel 或同級

第八天 (01/3)
布宜諾斯艾利斯 艾加拉法地 (巴塔哥尼亞)
Buenos Aires El Calafate (Patagonia)
乘航機由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往艾加拉法地。

艾加拉法地：位於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以東，擁有茂盛森

林、湖泊和冰川，各河流發源於安第斯山，向東流入大

西洋。沿岸湖畔生長着高大的針葉松，四周是連綿的山

峰，峰頂被白雪覆蓋，泛藍中又帶綠色的湖水與山峰的

倒影相接。接近冰川的地方能看到湖上漂浮的冰塊，在

湖水的映襯下，這些冰塊就像發生藍光一樣。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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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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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酒店　　午餐：航機上　　晚餐：酒店

住宿：Xelena Hotel或同級

第九天 (02/3)
艾加拉法地 ~ 佩里托莫雷諾冰川 (世界遺產冰川國家

公園)
El Calafate ~ Perito Moreno Glacier~
乘車前往冰川國家公園內的佩里托莫雷諾冰川。

佩里托莫雷諾冰川：冰川由巴塔哥尼亞南部一直伸延

至阿根廷湖，冰川高達 60 米。寬 4 公里，面積 195 平

方公里，是現時仍在前進的冰川之一。冰川表面佈滿嶙

峋的深隙，遠看像連綿起伏的白色山丘，景觀極為震

撼。沿公園拾級而下，不時會聽到冰川崩裂時發生的巨

響，遊客等待捕捉冰川碎裂後墮進湖中奇景。在 1981
年，佩里托莫雷諾冰川被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為「世界

自然遺產」。

第十天 (03/ 3)
艾加拉法地 (阿根廷)
El Calafate ~
乘觀光船遊覽阿根廷湖 (此觀光與其他遊客同船遊

覽)。

阿根廷湖：湖畔生長着高大的針葉松，四周是連綿的山

峰，峰頂被白雪覆蓋，泛藍中又帶綠色的湖水與山峰的

倒影相接。接近冰川的地方能看到湖上漂浮的冰塊，在

湖水的映襯下，這些冰塊就像發生藍光一樣。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Xelena Hotel或同級

第十一天 (04/3)
艾加拉法地 (阿根廷) ~ 邊境 ~ 百內國家公園 (智利)
El Calafate ~ Border ~ Torres del Paine (Chile)
乘車前往阿根廷邊境辦理智利兩地出入境手續。下午

抵達智利- 百內國家公園酒店休息。

百内國家公園 ： 位於[南美洲屋脊]安地斯山脈和太平

洋洲之間的美麗國家公園。其名字在印第安語中說[藍
色的塔]，塔是指隱藏在安地斯山脈冰河雪山裡的三座

美麗花崗岩石塔。整個國家公園被湛藍的冰河峽灣和

湖泊景觀所環繞而得名。被這座國家公園曾被國家地

理雜誌列為一生中不能錯過的50個地方之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Lago Grey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05/3)
百内國家公園

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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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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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内國家公園 ：面積242,242公頃。 欣賞安地斯山脈雄

偉風光 美的地點，湛藍的湖泊、翠綠的小徑、冰藍色

的冰川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又一幅美麗的畫作。而這

裡的動物也替園內增添不少生氣，海鳥、火烈鳥、兀鷹

等展翅飛翔；美洲駝、原駝、羊駝、巴塔哥尼亞紅狐與

當地稀有品種動物等也朝氣蓬勃的生長著。於1978年
被聯合國列為世界自然景觀保護區之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Lago Grey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06/3)
百内國家公園

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
乘觀光船遊覽 Grey Glacier，觀賞冰川。(此觀光活動

與其他遊客同船遊覽)。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Lago Grey Hotel  或同級

第十四天 (07/3)
百內國家公園~米羅登洞穴~納塔萊斯港
Torres del Paine~Milodon Cave~Puerto Natales

米羅登洞穴： 是 5000 年前南美洲冰河末期的人類居

住過的洞穴，發現了不少後冰河時期凍原、森林、動物

及原始人類的遺跡，還有各種史前化石。當中 受矚

目的就是已經消失了 5000 年哺乳動物米羅登。這曾

是它們的棲息地，洞口有一尊米羅登複製模型，(傳說
中馬頭熊身的巨獸 Milodon) , 因此洞穴亦因它的名字

命名。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Noi Indigo Patagonia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五天 (08/3)
納塔萊斯港~彭塔阿雷納斯~市內觀光
Puerto Natales~ Punta Arenas~City Tour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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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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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塔阿雷納斯： 創建於 1849 年，巴拿馬運河修築前麥

哲倫海峽的重要港口城市，為大西洋及太平洋之間來

往船隻的加油站，亦是進入南極的門戶。

市內觀光：遊覽亞瑪斯廣場， 麥哲倫紀念碑，塞羅米

拉多觀景台 ，可以俯瞰整個城市的全景。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 Hotel Jose Nogueira 或同級

第十六天 (09/3)
彭塔阿雷納斯 ~ 麥哲倫企鵝

Punta Arenas ~ Magdalena Penguin
早上乘船前往位於麥哲倫海峽的馬格達萊納島，參觀

智利麥哲倫企鵝的一個殖民地。(又名為: 企鵝島)

麥哲倫企鵝：因著名航海家麥哲倫1519年第一次環南

美洲大陸航行時發現而得名。 每年10月至3月，麥哲

倫企鵝都會在Otway 峽灣的海岸產卵及捕養幼小企

鵝。黃昏時份觀賞企鵝登岸，大大小小左搖右擺，四處

走動，生動有趣。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 Hotel Jose Nogueira 或同級

第十七天 (10/3)
彭塔阿雷納斯 聖地牙哥 (智利)
Punta Arenas Santiago (Chile)
早上乘車前往機場, 乘航機前往智利

聖地牙哥： 位於海拔600多米的 安第斯山脈之間盆地，

氣候屬於地中海式，陽光充足，氣候宜人，成為觀光旅

遊地區。亦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同時

也是南美一個極具歐洲風格的現代化城市。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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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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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觀光：遊覽聖地牙哥市政府，建於西班牙殖民時代

的大教堂 San Francesco 及中央郵局，瞭望安第斯山

脈連綿的山峰。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 : 地道皇帝蟹餐

住宿： Hotel Renaissance 或Marriott 或同級

第十八天 (11/3)
聖地牙哥 ~ 葡萄莊園

Santiago ~ Winery

葡萄莊園： 這裡的石灰地、高海拔及乾燥氣候對釀葡萄

酒極為理想，使這裡成為盛產上等葡萄酒的聖地。進入

葡萄園山莊參觀釀酒過程，並可品嚐不同口味的葡萄

酒，購買美酒作手信。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Hotel Renaissance 或Marriott 或同級

第十九天 (12/3)
聖地牙哥 (智利) 聖保羅 (巴西)
Santiago (Chile) Sao Paulo (Brazil)
下午乘航機往巴西聖保羅轉機，在機場候機室等候，未

能安排晚餐, 是日晚餐自行安排。

早餐：航機上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第二十天 (13/3)
聖保羅 (巴西) 杜拜/ 多哈

Sao Paulo (Brazil) Dubai/ Doha
凌晨時份乘阿聯酋或卡塔爾航空飛往杜拜或多哈轉機

返香港。

早餐：航機上　　午餐：航機上　　晚餐：航機上

第二十一天 (14/3)
杜拜/  多哈 香港

Dubai/  Doha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安抵香港國際機場，祝君旅途愉快。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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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條款及細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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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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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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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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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團費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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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1/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