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選用(國泰航空) CX /
(新加坡航空) SQ

南非 | 旅遊新模式-當地遊
開普敦 斯泰倫博斯 6 天

FSMM06

Wine
Spa
Segway
Gourmet

2 人可成行

$21,999
(4 人同行價) 每位 $19,999

(2 人同行價) 每位

團費已包括當地註冊導遊小費及司機小費
團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各地機場稅、保險費及燃
油附加費等
*如如如如機票、可如如如如如如如*

特點
旅遊新模式 - 當地遊是由我
們的旅遊專家精心策劃，結合
了「團體旅遊」以及「自由行」
兩種旅遊模式，並具有以下特
點:
二人隨即成行，並安排獨立
專車服務，客人可盡情享受私
人尊貴旅程。
特設英語導遊(Driver
guide)兼專屬司機。
二、四人採用七座豪華房車
六人採用十二座豪華小型旅
遊巴

FSMM06
天
數

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

Cavalli 餐廳 (註 1)
3 course menu
https://cavallistud.com/restaurant/

酒店
晚餐

城市

入住酒店(或同級)

客人自備飛往開普頓之來回機票並

五星級

自行抵達開普敦(CPT)機場，當地導遊於機場等候
1

2

3

4

5

6

開普頓 ~ 西開普頓~ 於南非首間榮獲綠
色之星(Green-star rated)評級餐廳 Cavalli
餐廳享用精美午餐 ~ 卡利登(Caledon) ~
享用酒店水療中心礦物泳池
卡利登(Caledon)~弗朗斯胡克
(Franschhoek)~於南非十大餐廳 Le Petite
Colombe 餐廳享用午餐~
格蘭德普羅旺斯葡萄酒莊園(Granda
Provence Wine Estate) ~ 品酒和酒窖之旅
弗朗斯胡克(Franschhoek)~斯泰倫博斯
(Stellenbosch)~一小時 Segway ride 電動
車之旅穿梭於 Spier 葡萄園~ 品嚐地道葡
萄酒及朱古力~於 Neethlingshof Estate
Stellenbosc 餐廳享用三道菜午餐~
返回開普頓
開普頓~乘吊車登上桌山#(註 2)~市內觀光~
安排於信號山拍照留念~參觀
Kirstenbosch 國家植物園~ 於開普敦市
區海旁著名 The Butcher Shop& Grill 餐廳
享用晚餐

卡利登

Arabella Hotel & Spa
https://arabellacountryestat
e.co.za/arabella-hotel-spa/
五星級
Granda Provence Wine

酒店
早餐

酒店
晚餐

Le Petite Colombe餐廳
https://www.lapetitecolombe.com/

Estate
弗朗斯
胡克 https://www.grandeproven
ce.co.za/franschhoek_acco
mmodation_suites_villa/

酒店
早餐

Neethlingshof Estate
Stellenbosch 餐廳
3 course menu
https://neethlingshof.co.za/

~
連續三晚入住
五星級
The Butcher Shop

酒店
早餐

～

開普頓~開普半島一日遊~海豹島(乘觀光
船)~好望角自然保護區~角點(註 2)~企鵝灘

酒店
早餐

原隻龍蝦豐富午餐

開普頓

酒店

客人於早上 1000 酒店退房後自行乘車前往機場或自行解散

早餐

開普頓

The Table Bay Hotel
或同級

& Grill 餐廳

https://www.suninternation

https://www.thebutchers
hop.co.za

al.com/table-bay/

原隻鮑魚中式晚餐
<<八如一八>>
安抵香港

註 1: Cavalli 餐廳限定開放時間為逢星期三至星期六
註 2: 如遇上纜車維修，行程則改為門外拍照
#桌山將於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8 日進行年度纜車維修，行程會改為門外拍照，客人不可藉此退團或索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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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出發日期:2022 年 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成人(佔半房) 每位價目(HK$)
二人同行$2199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四人同行$19999

六人同行$17999

單人房附加費$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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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如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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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天氣不佳，乘觀光船遊海豹島改為豪特灣船河。
如因天氣、維修或定期檢如而導致桌山及角點纜車停開，本社將退回纜車之費用並取消此行程，客人不得藉此退團，敬請留意。
持(HKSAR、BNO、UK、USA、CANADA、AUST、NZ、PORTUGAL)護照免簽証入境，持香港DI、中國公民護照、菲律賓及印尼護照均如要簽証。
暫不接受持HKDI者入境。
團費如金HK$8000(每位)。客人報名後一星期內將有專人通知酒店及行程安排是否確認;若酒店及行程一經確定後，客人必如於三天內繳付全數。否則所有安排將會自動取消，所繳付之如金恕不發還，
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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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如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第3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如自動放棄半間房，即3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南非線不設三人房或雙人房加床安排。
行程中所安排之如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如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如買。如於如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如貨日起計30天內將
完全未經使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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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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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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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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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中所安排之觀光項目，均屬團體如位，一經在香港確認及如如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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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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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照服務人如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如如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如醫生或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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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如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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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旅遊業監管局(旅監局)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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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知。或可自
行瀏覽旅監局網站(https:tia.org.hk/)。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 2022年8月1日至11月30日止」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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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如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如海關人如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如要求下，如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更新日期：FSMM06(19082022)USA 取代 FSMM06(21072022)USA

各國家／地區與新型冠狀病毒相關之入境限制政策
前往南非入境要求
自2022年6月22日起，南非政府取消對所有乘客的旅遊入境限制。


入境旅客無須提供疫苗接種及PCR檢測陰性證明

https://www.gov.za/covid-19/individuals-and-households/travel-coronavirus-covid-19

註：此頁面根據最新旅遊政策及限制性入境而更新，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一切最新資料均以當地政府公準。

更新日期: W-Africa(24082022)

南非【注意事項】
現詳列有關參團之一些資料及出發須知，以供閣下了解及參考，敬希留意。
1.

證件﹕請旅客再次檢查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簽證必須有效，並有最少 2 頁
完整之空白頁使用。

2.

由於非洲當地南非移民局嚴厲執行旅客證件必需預留 2 頁全頁供蓋印方能入境，否則航
空公司將拒絕其登機。

入境注意事項：
由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南非民政部要求所有 18 歲以下之兒童必須持有以下證明文件，方可於南非過境，出或/
及入境；於辦理登機(CHECK-IN)手續時亦必須出示有關文件方獲接受辦理，敬請留意。
A..與父及母同行
✧入出境時必須與父母雙方同行及帶備出生證明正本
B..與父母其中一人同行
✧該兒童的出生證明正本；及以下其中一種文件:


不同行父母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宣誓授權書英文版(須於出發日期前 4 個月內簽發)
《註：按南非移民局新規定，此文件必須經由南非領事館作確認宣誓，需要在 2 星期前或以上預約
不同行者需帶備(護照正副本,身份證副本,申請表,18 歲以下小朋友出世紙正副本,護照正副本,授權信)
南非領事館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18 號中環廣場 19 樓 1906-08 室
電話:39264300
逢星期二或四,早上 10.00 – 12.00
宣誓時間: 約 1 小時 (宣誓後即日可取回文件)
費用:免費

 授與同行家長全部家長責任的法院命令；或
 如另一位家長已去世，須出示死亡證明
C.與父母以外的成人同行
✧該兒童的出生證明文件副本；及
✧該兒童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表示同意該兒童外遊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宣誓授權書英文版；及
✧該兒童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之聯絡資料，同時亦需提供為該兒童在南非提供住宿的人士之資料
D..單獨外遊
✧該兒童的出生證明正本；及
✧由在南非接待該兒童的人士發出的信件，信件須提供接待地址及聯絡資料；及
✧接待該兒童的人士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包括簽證或居留許可(如有必要)；及
✧該兒童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之聯絡資料，及以下其中一種文件：
 該兒童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表示同意該兒童外遊的宣誓證明；或
 其中一位家長的同意書以及授與該家長全部家長責任的法院命令
★請注意，出生證明文件必須包括父母的資料‧所有以英文以外語言發出的文件必須提供一份由簽發國家認證的
英文宣誓翻譯本。如未能提供有關文件，南非民政部有權拒絕該兒童過境，出或/及入境。
下列情況之人仕將獲豁免提供上述文件：
✧如該兒童只是經由國際機場轉機，無須提供證明文件；或
✧如該兒童已經持有有效南非證件，無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進入境內；或
✧如該兒童的護照上持有已被國家認可的父母，或持有官方認可的證明文件，都可作豁免。
(例如：印度護照上已記錄父母的姓名，有關提供完整未刪節的出生證明正文件本的要求可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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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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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2,000
HK$4,000
郵輪(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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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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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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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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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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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退款時可以
(五) 根據旅遊業監管局關於持牌旅行代理商『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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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續費(每位)

團種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旅行團(日本除外)
日本線旅行團
長線旅行團
郵輪團

5 天或以下
6 天或以上

HK$50
HK$300
HK$500
HK$500
HK$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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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按較高或最高一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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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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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旅遊業監管局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賠償基金』為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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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列入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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