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六月中旬至九月份會有上百萬隻每年的六月中旬至九月份會有上百萬隻每年的六月中旬至九月份會有上百萬隻每年的六月中旬至九月份會有上百萬隻羚羊羚羊羚羊羚羊、、、、角馬角馬角馬角馬、、、、長頸鹿長頸鹿長頸鹿長頸鹿、、、、水牛水牛水牛水牛、、、、斑馬斑馬斑馬斑馬、、、、大象大象大象大象、、、、獅子獅子獅子獅子、、、、獵豹獵豹獵豹獵豹、、、、河馬河馬河馬河馬等動物從等動物從等動物從等動物從坦坦坦坦尚尼亞尚尼亞尚尼亞尚尼亞的的的的塞倫蓋蒂草原塞倫蓋蒂草原塞倫蓋蒂草原塞倫蓋蒂草原橫渡橫渡橫渡橫渡馬拉河馬拉河馬拉河馬拉河來到來到來到來到馬賽馬拉保護區馬賽馬拉保護區馬賽馬拉保護區馬賽馬拉保護區，其數量之驚人，種類之豐富，規模之龐大震撼著世界。，其數量之驚人，種類之豐富，規模之龐大震撼著世界。，其數量之驚人，種類之豐富，規模之龐大震撼著世界。，其數量之驚人，種類之豐富，規模之龐大震撼著世界。 

   
東非東非東非東非 肯尼亞肯尼亞肯尼亞肯尼亞 10 天天天天獵奇之旅獵奇之旅獵奇之旅獵奇之旅 
暢遊暢遊暢遊暢遊: 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安布斯利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 

紅鶴湖紅鶴湖紅鶴湖紅鶴湖、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莎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FEEM10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 2021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至至至至10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止止止止 

 
                                                                                                
 

►►► 行程特點行程特點行程特點行程特點 ◄◄◄ 

� 第二天於第二天於第二天於第二天於奈羅奈羅奈羅奈羅比輕鬆市內觀光比輕鬆市內觀光比輕鬆市內觀光比輕鬆市內觀光，，，，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舟車勞頓舟車勞頓舟車勞頓舟車勞頓再坐長途車入保護再坐長途車入保護再坐長途車入保護再坐長途車入保護區區區區 

� 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 4 wheel Drive，方便在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方便在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方便在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方便在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 

� 連續連續連續連續兩晚兩晚兩晚兩晚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野生動物，是攝影迷的最佳取景地。野生動物，是攝影迷的最佳取景地。野生動物，是攝影迷的最佳取景地。野生動物，是攝影迷的最佳取景地。 

� 連續兩晚連續兩晚連續兩晚連續兩晚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午、晚各種不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午、晚各種不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午、晚各種不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午、晚各種不同同同同野生動物野生動物野生動物野生動物出沒。出沒。出沒。出沒。 

� 於「赤道於「赤道於「赤道於「赤道 EQUATOR」線標誌留」線標誌留」線標誌留」線標誌留影影影影 

� 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 

� 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霞滿天，蔚為奇觀。霞滿天，蔚為奇觀。霞滿天，蔚為奇觀。霞滿天，蔚為奇觀。 

� 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百獸宴百獸宴百獸宴百獸宴 

� 細心安排細心安排細心安排細心安排: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 

    旅遊小貼士旅遊小貼士旅遊小貼士旅遊小貼士 
 凡前往肯尼亞再續前往其他國家凡前往肯尼亞再續前往其他國家凡前往肯尼亞再續前往其他國家凡前往肯尼亞再續前往其他國家(包括南非、包括南非、包括南非、包括南非、贊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及曼谷等贊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及曼谷等贊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及曼谷等贊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及曼谷等)的客的客的客的客人，須攜帶有效針紙前往上述旅遊目的地人，須攜帶有效針紙前往上述旅遊目的地人，須攜帶有效針紙前往上述旅遊目的地人，須攜帶有效針紙前往上述旅遊目的地 

 中國護照持有人必須於出發前注射中國護照持有人必須於出發前注射中國護照持有人必須於出發前注射中國護照持有人必須於出發前注射防疫針防疫針防疫針防疫針(如如如如黃熱病黃熱病黃熱病黃熱病)，並必需攜帶有效針紙方可入境，詳，並必需攜帶有效針紙方可入境，詳，並必需攜帶有效針紙方可入境，詳，並必需攜帶有效針紙方可入境，詳情請向原居地衛生署查詢情請向原居地衛生署查詢情請向原居地衛生署查詢情請向原居地衛生署查詢 

   香港特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 BNO/澳門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  

   葡國護照葡國護照葡國護照葡國護照/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護照持有人護照持有人護照持有人護照持有人均均均均需需需需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簽証簽証簽証簽証 (本社可代辦簽証本社可代辦簽証本社可代辦簽証本社可代辦簽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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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共和國（肯亞共和國（肯亞共和國（肯亞共和國（Republic of Kenya）））） ，，，，是位於是位於是位於是位於東非東非東非東非，瀕臨，瀕臨，瀕臨，瀕臨印度洋印度洋印度洋印度洋，與，與，與，與索馬利亞索馬利亞索馬利亞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衣索比亞衣索比亞衣索比亞、、、、南蘇丹南蘇丹南蘇丹南蘇丹、、、、烏干達烏干達烏干達烏干達、、、、坦尚坦尚坦尚坦尚尼亞尼亞尼亞尼亞接壤，面積約接壤，面積約接壤，面積約接壤，面積約 58萬平方公里；萬平方公里；萬平方公里；萬平方公里；肯亞地形豐富，大部為高原山地，平均海拔肯亞地形豐富，大部為高原山地，平均海拔肯亞地形豐富，大部為高原山地，平均海拔肯亞地形豐富，大部為高原山地，平均海拔 1500米；肯亞氣候多樣，全境位米；肯亞氣候多樣，全境位米；肯亞氣候多樣，全境位米；肯亞氣候多樣，全境位於熱帶季風區，沿海地區濕熱，高原氣候溫和，於熱帶季風區，沿海地區濕熱，高原氣候溫和，於熱帶季風區，沿海地區濕熱，高原氣候溫和，於熱帶季風區，沿海地區濕熱，高原氣候溫和，3500米以上高山有時落雪。全年最高氣溫為攝氏米以上高山有時落雪。全年最高氣溫為攝氏米以上高山有時落雪。全年最高氣溫為攝氏米以上高山有時落雪。全年最高氣溫為攝氏 26℃℃℃℃，最低為，最低為，最低為，最低為
12℃℃℃℃。。。。 

  四人可成行四人可成行四人可成行四人可成行，隨時出發，隨時出發，隨時出發，隨時出發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8,9) 



 

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Masai Mara National Park 
 由「馬塞人」及「馬拉河」所形成之瑪沙瑪拉國家保護區。擁有由「馬塞人」及「馬拉河」所形成之瑪沙瑪拉國家保護區。擁有由「馬塞人」及「馬拉河」所形成之瑪沙瑪拉國家保護區。擁有由「馬塞人」及「馬拉河」所形成之瑪沙瑪拉國家保護區。擁有遼遼遼遼闊的平原、林地和河岸闊的平原、林地和河岸闊的平原、林地和河岸闊的平原、林地和河岸森林組成。這裡被稱為是獅子的王國，這些威嚴、強有力的獵食動物主宰這片草原。森林組成。這裡被稱為是獅子的王國，這些威嚴、強有力的獵食動物主宰這片草原。森林組成。這裡被稱為是獅子的王國，這些威嚴、強有力的獵食動物主宰這片草原。森林組成。這裡被稱為是獅子的王國，這些威嚴、強有力的獵食動物主宰這片草原。 追尋著一望無垠的草地成群的斑馬、長頸鹿、羚羊和轉角牛羚、樹林中充滿了鳥類和猴群；追尋著一望無垠的草地成群的斑馬、長頸鹿、羚羊和轉角牛羚、樹林中充滿了鳥類和猴群；追尋著一望無垠的草地成群的斑馬、長頸鹿、羚羊和轉角牛羚、樹林中充滿了鳥類和猴群；追尋著一望無垠的草地成群的斑馬、長頸鹿、羚羊和轉角牛羚、樹林中充滿了鳥類和猴群；大象和非洲水牛在寬廣的姆西阿拉沼澤地裡打著滾，馬拉河中游曳著眾多的河馬和鱷魚。大象和非洲水牛在寬廣的姆西阿拉沼澤地裡打著滾，馬拉河中游曳著眾多的河馬和鱷魚。大象和非洲水牛在寬廣的姆西阿拉沼澤地裡打著滾，馬拉河中游曳著眾多的河馬和鱷魚。大象和非洲水牛在寬廣的姆西阿拉沼澤地裡打著滾，馬拉河中游曳著眾多的河馬和鱷魚。 

 

 
 
 
 
 
 
 
 
  

                                                                    
 

 

 

 

 

 

 

 

 

 

 

 

 

 

 

 

 

 

 

 

 

 

 

 

 

 

 

 

 

 

 

 

 

 

 

 

 

 

 

 

 

 

 

 

 

 

 

 

 

阿伯岱爾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 
Aberdare National Park 
 於於於於 1950年設立，兩種迥然有別的環境包括年設立，兩種迥然有別的環境包括年設立，兩種迥然有別的環境包括年設立，兩種迥然有別的環境包括 Kinangop高原綿延高原綿延高原綿延高原綿延 60公里公里公里公里的大片令人驚奇不已的蠻荒、高峰、森林，還有就是以茂密雨林聞名的的大片令人驚奇不已的蠻荒、高峰、森林，還有就是以茂密雨林聞名的的大片令人驚奇不已的蠻荒、高峰、森林，還有就是以茂密雨林聞名的的大片令人驚奇不已的蠻荒、高峰、森林，還有就是以茂密雨林聞名的的東角。國家公園禁止一般車輛進入，理由是地勢崎嶇、加上雨季土質的東角。國家公園禁止一般車輛進入，理由是地勢崎嶇、加上雨季土質的東角。國家公園禁止一般車輛進入，理由是地勢崎嶇、加上雨季土質的東角。國家公園禁止一般車輛進入，理由是地勢崎嶇、加上雨季土質道路往往變成泥坑。道路往往變成泥坑。道路往往變成泥坑。道路往往變成泥坑。由於附近的肯亞山雪水充沛，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水由於附近的肯亞山雪水充沛，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水由於附近的肯亞山雪水充沛，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水由於附近的肯亞山雪水充沛，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水源豐市，像是熱帶雨林一般，公園內最值得觀光的景色要數佳妮亞瀑布源豐市，像是熱帶雨林一般，公園內最值得觀光的景色要數佳妮亞瀑布源豐市，像是熱帶雨林一般，公園內最值得觀光的景色要數佳妮亞瀑布源豐市，像是熱帶雨林一般，公園內最值得觀光的景色要數佳妮亞瀑布
Channia Falls和卡魯拉瀑布和卡魯拉瀑布和卡魯拉瀑布和卡魯拉瀑布 Karura Falls，瀑布旁邊設有觀景台，這裡，瀑布旁邊設有觀景台，這裡，瀑布旁邊設有觀景台，這裡，瀑布旁邊設有觀景台，這裡有有有有機會看到機會看到機會看到機會看到所所所所剩剩剩剩無無無無幾幾幾幾的獅子和被的獅子和被的獅子和被的獅子和被列列列列為為為為瀕臨絕瀕臨絕瀕臨絕瀕臨絕種動物的種動物的種動物的種動物的特特特特有種羚牛。有種羚牛。有種羚牛。有種羚牛。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 
 納庫納庫納庫納庫魯魯魯魯湖湖湖湖是是是是位位位位在東非大地在東非大地在東非大地在東非大地塹塹塹塹內的內的內的內的鹹鹹鹹鹹水水水水湖湖湖湖，，，，被被被被濃濃濃濃密的密的密的密的灌木叢灌木叢灌木叢灌木叢包包包包圍圍圍圍，，，，紅鶴紅鶴紅鶴紅鶴以以以以湖湖湖湖水內水內水內水內的的的的藻藻藻藻類及類及類及類及浮浮浮浮游生物游生物游生物游生物維維維維生，數生，數生，數生，數量量量量多之時，多之時，多之時，多之時，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有高有高有高有高達達達達上上上上百萬隻百萬隻百萬隻百萬隻的的的的紅鶴紅鶴紅鶴紅鶴在在在在覓覓覓覓食食食食或翩或翩或翩或翩翩起舞翩起舞翩起舞翩起舞，是旅人，是旅人，是旅人，是旅人心心心心目中的目中的目中的目中的賞賞賞賞鳥鳥鳥鳥天堂天堂天堂天堂。。。。除除除除了了了了紅鶴紅鶴紅鶴紅鶴，這裡還可一，這裡還可一，這裡還可一，這裡還可一賭塘鵝賭塘鵝賭塘鵝賭塘鵝、、、、白犀白犀白犀白犀牛、牛、牛、牛、狒狒狒狒狒狒狒狒、河馬、斑馬、、河馬、斑馬、、河馬、斑馬、、河馬、斑馬、羅氏羅氏羅氏羅氏長頸鹿、獅子等東非動物的長頸鹿、獅子等東非動物的長頸鹿、獅子等東非動物的長頸鹿、獅子等東非動物的風貌風貌風貌風貌。。。。 

 

 

 

 

 

FEEM10 

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    Amboseli National Park    於於於於 1947年肯亞最年肯亞最年肯亞最年肯亞最早早早早成立的成立的成立的成立的野野野野生動物保護區，生動物保護區，生動物保護區，生動物保護區，也也也也是肯亞最是肯亞最是肯亞最是肯亞最具具具具名名名名氣氣氣氣的國家公園，的國家公園，的國家公園，的國家公園，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392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連接位連接位連接位連接位於坦桑尼亞境內於坦桑尼亞境內於坦桑尼亞境內於坦桑尼亞境內海拔海拔海拔海拔 5895公公公公尺尺尺尺非洲非洲非洲非洲第第第第一高峰一高峰一高峰一高峰奇奇奇奇力馬力馬力馬力馬札羅札羅札羅札羅山山山山Mt.Kilimanjo山山山山腳腳腳腳。。。。奇奇奇奇力馬力馬力馬力馬扎扎扎扎羅羅羅羅山山山山Mt.Kilimanjo在在在在絕絕絕絕大多數的情大多數的情大多數的情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會況下都會況下都會況下都會被被被被籠罩籠罩籠罩籠罩在在在在雲層雲層雲層雲層之之之之下下下下，，，，天天天天氣晴朗氣晴朗氣晴朗氣晴朗之時之時之時之時從從從從安安安安布布布布斯利斯利斯利斯利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任何任何任何任何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望望望望去都會教去都會教去都會教去都會教人情不人情不人情不人情不自自自自禁驚禁驚禁驚禁驚嘆造嘆造嘆造嘆造物之奇，物之奇，物之奇，物之奇，更讓更讓更讓更讓人不人不人不人不期期期期然地然地然地然地駐足駐足駐足駐足觀觀觀觀看覆蓋看覆蓋看覆蓋看覆蓋著著著著白白白白雪的雪的雪的雪的奇奇奇奇力馬力馬力馬力馬扎羅扎羅扎羅扎羅山，山，山，山，彷彿仙彷彿仙彷彿仙彷彿仙境。境。境。境。安安安安布布布布斯利斯利斯利斯利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國家公園雖雖雖雖然稱不上廣闊、然稱不上廣闊、然稱不上廣闊、然稱不上廣闊、卻卻卻卻擁有多擁有多擁有多擁有多樣性野樣性野樣性野樣性野生動物，生動物，生動物，生動物，乾乾乾乾季季季季會會會會變得非變得非變得非變得非常乾旱常乾旱常乾旱常乾旱，，，，因因因因為土為土為土為土壤含鹽量壤含鹽量壤含鹽量壤含鹽量高，所以高，所以高，所以高，所以例例例例如如如如非非非非州州州州象，非象，非象，非象，非州州州州水牛、獅子、水牛、獅子、水牛、獅子、水牛、獅子、瞪瞪瞪瞪羚、羚、羚、羚、花豹花豹花豹花豹、牛羚、、牛羚、、牛羚、、牛羚、鬣狗鬣狗鬣狗鬣狗、、、、黑背胡狼黑背胡狼黑背胡狼黑背胡狼、、、、疣豬疣豬疣豬疣豬、斑馬、長頸鹿、、斑馬、長頸鹿、、斑馬、長頸鹿、、斑馬、長頸鹿、狒狒狒狒狒狒狒狒都都都都可以在公園可以在公園可以在公園可以在公園輕易看見輕易看見輕易看見輕易看見。。。。 



 

DAY 1 |  

DAY 2 |  

DAY 4 |  

DAY 3 |  

DAY 5 |  

FEEM10 
 
 

 

 

 

 

 

 

 

 

 

 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肯尼亞首都肯尼亞首都肯尼亞首都肯尼亞首都) (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 

Nairobi (Kenya) 
 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市內觀光市內觀光市內觀光市內觀光 (凱倫布里克森博物館凱倫布里克森博物館凱倫布里克森博物館凱倫布里克森博物館~長頸鹿中心長頸鹿中心長頸鹿中心長頸鹿中心) 

Nairobi~City Tour (Karen Bilxen Museum -Giraffe Centre) 【奈羅比】是東非國家肯雅的首都，也是非洲的大城市之一，人口約有 300萬。奈羅比的命名是由當地馬賽族的話 Enkare Nyirobi「冰水」而來的。奈羅比位於赤道附近。但由於位在海拔 1660米的高原之上，所以氣候與酷熱非洲的印象大相逕庭，氣候宜人，景色優美，是許多旅客前往東非觀賞野生動物旅程的起點。 【凱倫布里克森博物館】：著名小說《遠離非洲》作者凱倫布里克森的故居，由於她曾帶動肯尼亞邁向現代的發展，因此很多學校、街道等均以“凱倫”的名字來命名。 

 奈羅奈羅奈羅奈羅比比比比~非洲最高峰非洲最高峰非洲最高峰非洲最高峰奇奇奇奇力馬扎羅山力馬扎羅山力馬扎羅山力馬扎羅山(途經途經途經途經)~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 

Nairobi ~ Mount Kilimanjaro ~ Amboseli National Park 【奇力馬扎羅山】: 意為「燦爛發光的山」，位於坦桑尼亞東北的奇力馬扎羅區，臨近肯雅邊界，是非洲的最高山，常被稱為「非洲屋脊」、「非洲之王」。其最高峰為基博峰（也稱烏呼魯峰），海拔 5,895米。 

*由奈羅比前往安布斯利國家公園車程約需 4 小時 

 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 

Amboseli National Park 【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位於肯尼亞南邊與坦桑尼亞接壤的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以主峰高 5898公尺之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的奇力馬札羅山為背景，常可見獅子、犀牛、長頸鹿、大象、大耳狐、非洲水牛、印度豹等動物。 

 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途經途經途經途經)~阿伯岱爾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 
~樹頂酒店樹頂酒店樹頂酒店樹頂酒店*(體驗原野風情體驗原野風情體驗原野風情體驗原野風情)   

Amboseli National Park~Nairobi~Aberdare National Park/Mount Kenya National Park~Night Safari 【阿伯岱爾國家公園】位於肯尼亞中部高原，面積廣達 767平方公里。此國家公園是世界著名的森林酒店區域。而森林酒店的發展源於初期本為動物研究專家在山谷叢林中所設立的觀察站(以了解動物的日常生活習性)及研究用途的樹上茅屋(避免動物襲擊)，其後由於旅客需求激增，逐漸發展成為旅客住宿及觀看野生動物的四層式建築物。 【樹頂酒店】由於此區為著名的樹頂酒店發源地，故大部份酒店均稱為樹頂酒店。置身於酒店房間或露台中，恍如置身於樹頂上；在強力燈光下，近距離觀賞獅子、大象、水牛等動物飲水的姿態，蔚為奇觀。 

#如遇上 Fairmount Ark Lodge客滿，而入住 Serena Mountain Lodge，因車程及路線問題將不會遊覽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更改為遊覽肯亞山國家公園。 

*溫馨提示: 大型行李須擺放於Main Hotel，客人只可攜帶手輕便手提袋及帶備當晚所需之衣物及用品到樹頂酒店 

*由安布斯利國家公園前往阿伯岱爾國家公園車程約需 8小時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城市 
住宿酒店 

 (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下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1  ~ ~ 

2 ~ 中式午餐 當地晚餐 奈羅比 Eka Hotel或同級 

3 酒店午餐 酒店晚餐 

4 酒店午餐 酒店晚餐 
安布斯利 Ol Tukai Lodge或同級 

5 當地午餐 酒店晚餐 阿伯岱爾 The Art Lodge或同級 

6 酒店午餐 酒店晚餐 紅鸛湖 Lake Nakuru Lodge或同級 

7 酒店午餐 酒店晚餐 

8 酒店午餐 酒店晚餐 
瑪沙瑪拉 Mara Leisure Camp或同級 

9 

酒店自助餐 著名 CARNIVORE 餐廳百獸宴 航機上 航機上 

10 祝旅途愉快!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如因航班延誤或取消之情況導致未能入住之酒店，基於酒店住宿條款，本社恕不能作出任何退款或改期，敬請留意。：如因航班延誤或取消之情況導致未能入住之酒店，基於酒店住宿條款，本社恕不能作出任何退款或改期，敬請留意。：如因航班延誤或取消之情況導致未能入住之酒店，基於酒店住宿條款，本社恕不能作出任何退款或改期，敬請留意。：如因航班延誤或取消之情況導致未能入住之酒店，基於酒店住宿條款，本社恕不能作出任何退款或改期，敬請留意。 

         ►►► 行程特點行程特點行程特點行程特點 ◄◄◄ 
� 第二天於奈羅比輕鬆市內觀光，不用舟車勞頓再坐長途車入保護第二天於奈羅比輕鬆市內觀光，不用舟車勞頓再坐長途車入保護第二天於奈羅比輕鬆市內觀光，不用舟車勞頓再坐長途車入保護第二天於奈羅比輕鬆市內觀光，不用舟車勞頓再坐長途車入保護區區區區 
� 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乘坐特色開蓬四驅車 4 wheel Drive，方便在，方便在，方便在，方便在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國家動物保護區內穿梭。 
� 連續兩晚連續兩晚連續兩晚連續兩晚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野生動物，是攝影迷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野生動物，是攝影迷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野生動物，是攝影迷住宿於安布斯利國家公園保護區，在非洲最高峰終年積雪的奇力馬扎羅山為背景下追蹤野生動物，是攝影迷的最佳取景地。的最佳取景地。的最佳取景地。的最佳取景地。 
� 連續兩晚連續兩晚連續兩晚連續兩晚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住宿於全東非最大、動物最多之瑪沙瑪拉動物保護區，嘗試園內最具非洲色彩之獨立營屋，更多時間觀賞早、午、晚各種不同野生動物出沒。午、晚各種不同野生動物出沒。午、晚各種不同野生動物出沒。午、晚各種不同野生動物出沒。 
� 於「赤道於「赤道於「赤道於「赤道 EQUATOR」線標誌留影」線標誌留影」線標誌留影」線標誌留影 
� 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踏足地殼變動奧秘之「東非大裂谷」遺蹟。 
� 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霞滿天，蔚為奇觀。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霞滿天，蔚為奇觀。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霞滿天，蔚為奇觀。漫遊「紅鶴湖、奈瓦沙湖」偶遇萬千紅鶴聚集，千鶴群飛，仿似紅霞滿天，蔚為奇觀。 
� 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百獸宴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百獸宴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百獸宴特別安排品嚐東非獨有特色百獸宴 
� 細心安排細心安排細心安排細心安排: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為客人預備每天一支水以備追蹤動物時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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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M10 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或肯亞山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或肯亞山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或肯亞山國家公園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或肯亞山國家公園~(途經：湯姆遜瀑布途經：湯姆遜瀑布途經：湯姆遜瀑布途經：湯姆遜瀑布)~赤道赤道赤道赤道~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 

Aberdare National Park/Mount Kenya National Park-Thomson's Falls-Equator-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 【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於 1950年設立，兩種迥然有別的環境包括 Kinangop高原綿延 60公里的大片令人驚奇不已的蠻荒、高峰、森林，還有就是以茂密雨林聞名的的東角。國家公園禁止一般車輛進入，理由是地勢崎嶇、加上雨季土質道路往往變成泥坑。由於附近的肯亞山雪水充沛，阿伯岱爾國家公園水源豐市，像是熱帶雨林一般，公園內最值得觀光的景色要數佳妮亞瀑布 Channia Falls和卡魯拉瀑布 Karura Falls，瀑布旁邊設有觀景台，這裡有機會看到所剩無幾的獅子和被列為瀕臨絕種動物的特有種羚牛。 

*由阿伯岱爾國家公園前往紅鸛湖(國家公園鳥類保護區)車程約需 6小時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納庫魯湖國家公園~(途經：東非大裂谷途經：東非大裂谷途經：東非大裂谷途經：東非大裂谷~納樂鎮納樂鎮納樂鎮納樂鎮)~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欣賞日落景致欣賞日落景致欣賞日落景致欣賞日落景致  

Lake Nakuru National Park -Great Rift Valley-Narok-Masai Mara National Park 【納庫魯湖國家公園】於 1968年成立，位於奈羅比西北方 155公里，也是世界有名的鳥類保護區。由奈羅比通往納庫魯湖國家公園的路上還可以欣賞到近在咫尺的肯亞大裂谷 Rift Valley Kenya深淵，而整個納庫魯湖公園則屹立在海拔 1753公尺至 2073公尺之間，面積 188平方公里，湖面寬 65公里，湖水因湖水鹽鹼度較高而特別適合藍綠螺旋藻 Blue-green Algae、硅藻、浮游生物生長，故吸引了將近 500種不同的鳥類棲息，而且全球就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火烈鳥 Flamingo聚集在這裡，據統計數目在 200萬隻以上，當牠們齊飛時的天際彷彿被染成大片紅色，蔚為奇觀。納庫魯湖畔也盡是蔓生草地、大戟屬 Euphorbia植物、洋槐 Acacia樹林、以及四處丘岩，這裡保育著有非洲白犀牛，細心留意說不定還可以發現爬樹的獅子和總是豎著尾巴的疣豬Warthog在公園內覓食。 【紅鸛湖】湖寬 65公里。在湖上常常可看見粉紅色的紅鸛群或是鵜鴣、鷸等，而這裏更有 100多種水鳥的居所庫。成群的紅鸛(Flamingo)競走、飛翔的情景，令人看得目瞪口呆，難以忘懷。 

*由納庫魯湖國家公園前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車程約需 6小時 ＊如遇紅鸛湖之酒店客滿或於旅遊旺季期間，將增選安排住宿納瓦莎湖之 Lake Naivasha Sopa Lodge 

 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乘車追縱野生動物乘車追縱野生動物乘車追縱野生動物乘車追縱野生動物)~瑪沙瑪拉民族村瑪沙瑪拉民族村瑪沙瑪拉民族村瑪沙瑪拉民族村  

Masai Mara National Park-Game Drive-Masai Mara Village 【馬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位於肯雅西南面與坦桑尼亞交界地區，並且於坦桑尼亞的賽倫蓋提平原 Serengeti動物保護區相連。保護區成立於 1961年，面積 1800平方公里，物種繁多，數量龐大，據統計大約有 95種哺乳動物、450種鳥類，堪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之一。馬賽馬拉地勢較為平坦，低矮丘陵綿延起伏，當中有 Esoit Oloololo峭壁作為屏障而無形之間引導馬拉河Mara River穿越寬廣而又一望無際大草原，正因為馬拉河穿越大草原而造成一波波斑馬和黑尾牛羚於七月至八月期間在馬賽馬拉大草原啃草、渡河，也造成馬拉河裡成群鱷魚等著一波波斑馬和黑尾牛羚於過河的時候大快朵頤。 【瑪沙瑪拉民族村】村內的族民多年來依舊保持著和諧、團結關係，以強大、自豪的姿態歡迎所有的旅客。 

 瑪沙瑪拉瑪沙瑪拉瑪沙瑪拉瑪沙瑪拉~(途徑途徑途徑途徑)阿的斯貝巴阿的斯貝巴阿的斯貝巴阿的斯貝巴(埃塞俄比亞埃塞俄比亞埃塞俄比亞埃塞俄比亞)或多哈或多哈或多哈或多哈(卡塔爾卡塔爾卡塔爾卡塔爾)~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奈羅比(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客人須自行購買來回機票) 

Masai Mara National Park ~ Transit at Addis Ababa (Ethiopian)/ Doha(Qatar)~ Nairobi  

*由瑪沙瑪拉野生動物保護區前往奈羅比車程約需 6小時 
 
 
                                                            ��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3. 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4.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 14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給予顧客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5. 另外， (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6.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7. 如團隊人數為 10 人或以下，將不設香港領隊隨團。客人須自行前往香港國際機場辨理登機手續，到步奈羅比後，將會安排當地職員接待。旅行團服務費已包括：當地導遊兼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於完團時個別向團友收取，每位全程合共(美金)：美元$80。 
8. 如不設領隊隨團出發，將不設茶會安排。客人必須於出發前 2天前往報名之分行取回所有機票及行程資料，(經由網上報名之客人，本社職員將會致電閣下詢問欲領取文件之分行) ，敬請留意，客人必須核對清楚所有資料確實無誤，否則責任自負。 
9. 如人數不足 10 人，將另行通知有關團費差額，以最終實際人數、機票及酒店而定。此團不設停留。 
10. 導遊、司機及領隊服務費每位全程合共港幣$1400。(2019年 4月 1日起出發，則為$1500)。 
11.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人、人、人、3 人、人、人、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12. 樹頂酒店不接受 7歲以下小童入住，故此行程不接受 7歲以下小童報名。  
13. 由於東非道路較為崎嶇，故不建議孕婦參加。  
14. 每年肯尼亞動物大遷徙將因應天氣變化而稍有調整！另外動物大遷徙過程及路徑亦都會視乎實際環境而變更。此乃可遇不可求的自然現象！不論觀看動物大遷徙成功與否，客人則不能藉詞退團及要求賠償，敬請注意。 
15.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 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未經使用及  
16. 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 最終決定。  
17. 最近更新的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8. 本行程所列之航班資料，觀光行程，交通，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會因應出發日期不同而有所改變，詳 情敬請參閱收據背面備註，恕不另行通知。如果此等改變於旅客報名後發生，則敝公司將會作個別通知。  
19.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20.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 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詞退團。  
21.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 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22. 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關。  
23.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 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  
24. 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 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25.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大型會議或酒店旺季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單張上所述之城市酒店，則會安排入住附近之 城市同級酒店，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26.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 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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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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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 
28. 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29.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30. 此團不設茶會。 
31.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 2021年 6月 1日至 10月 31日止」之團隊。         
32.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年 7月 16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編制日期: FEEM10 (21102020)CHMS 
 

   香港特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 BNO/澳門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  

   葡國護照葡國護照葡國護照葡國護照/中國護照持有人均需辦理中國護照持有人均需辦理中國護照持有人均需辦理中國護照持有人均需辦理 

   簽証簽証簽証簽証 (本社可代辦簽証本社可代辦簽証本社可代辦簽証本社可代辦簽証) 



 

 

 
 
 

《東非》自費節目參考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6 年 3 月 2 日起 

*參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不可用該自費活動，作為報團之主因 

國家 城市 自費活動項目 交通時間 活動時間
費用 

不參加之安排 
成人價目 小童價目 

東非 
瑪莎瑪拉 
大草原 

 

晚間動物

追蹤 

晚間動物追蹤極為刺激，猛獸

於早上，日間及晚間均有不同

形態。晚間驅車進入大草原尋

找猛獸，刺激冒險感推至極

限。抬頭望上漆黑夜空，萬千

星星閃耀，實在令人讚嘆世界

自然美。 

30分鐘 2小時 
US 70 

 (大小同價) 

 

酒店自由活動 

香檳叢林

晚餐 

夜幕下瑪賽族人生著火堆，穿

起特色服飾表演跳舞及躍跳

動作。晚餐為您準備 BBQ燒
烤肉類及香檳。 

30分鐘 2小時 
US 70 

 (大小同價) 
酒店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行 

 
 
自費活動細則: 
1. 為使團友能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及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 
2. 自費活動之收費按節目性質而訂，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等，請向領隊

或當地導遊查詢。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年齡等)計算。 
4. 各項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在參加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

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自費活動而引致
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5.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6. 如客人計劃參加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領隊或當地導遊只提供資料供客人自行作出

安排。 
7.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

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8.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9. 如因天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 15 人(視乎情況而定)，又或非控制範圍內(包括遇到國慶日及公眾假期)行程會改期或取
消。所有自費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領隊或當地導遊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10. 以上價目表內之費用，只供參考，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收費為準。 
 
 

 

 

 

更新日期:FE-OPTION-LIST(020316)CHMS取代 FE-OPTION-LIST(180914)CHMS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一)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日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旅客自行承擔。 

(2)  訂金收費: 
    線路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HK$1,000              HK$2,000 
郵輪(東南亞)                        HK$2,000              HK$4,000 
長線及長線郵輪                    HK$4,000              HK$6,000 
長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15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

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
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
“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而長線旅行團則須
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
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 後公佈 為
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
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
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
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母/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
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報名時必須提供緊急聯絡人的姓名以及有效的電話號碼，否則本社不會接受報名， 
敬請見諒。 

(11)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 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 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不包括: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 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3) 個人旅遊保險(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如有需有，本公司可代為 

辦理。) 
(4)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5)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6)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話、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

服務費等。 
(7)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8)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

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9)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10)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行團之一切膳食、住宿、交通

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
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1)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
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

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

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交通問題、住宿安排等情況，在出發前 7 天取消
旅行團;長線則在出發前 14 天取消旅行團(中國廣東省內線及本港遊之旅行團則可於出
發前 1 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除簽證費及手續費外，本公司
會全數退回旅客所繳交之費用。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日期或旅客姓名等，一律視
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 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一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
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
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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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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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50 
5 天或以下 HK$300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旅行團(日本除外)
6 天或以上 HK$500 

日本線旅行團 HK$500 
長線旅行團 HK$1000 
郵輪團 HK$10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
客人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行團跨省或跨國，手續費按較高或 高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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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
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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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

程，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
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
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
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 終決定，間接或直
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
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
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
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而所引致之額外支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自行承擔及支付。
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
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而餘下之旅程費用亦將不獲發還。一切因此而引起的
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自行承擔，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項旅遊項目、亦有權
縮短或延長行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
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
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一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

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
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
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
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
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
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
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
人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自行負上一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

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

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
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旅客亦須一併離團，其離團後之一切活動，一概
與本公司無關。 

(1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
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 http://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下，顧客決定
不離港外遊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18) 如客人於出發前或行程途中，因其個人或同行者感染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病」
而導致行程延誤、行程取消、行程更改等，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未有使用的景
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
作任何退款及賠償，另如客人因行程途中感染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病」而需要
本公司職員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
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
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
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
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

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
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議會基金』為顧客因旅遊業議會會員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

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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