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4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止 

(12 月 16 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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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Brasil 
 兩晚住宿於伊瓜蘇大瀑布區內，遊覽巴西境內園區，河、陸、空不同角度暢玩大瀑布。 
 遊覽巴西里約熱內盧地標~基督山及糖麵包山，俯瞰聖徒之城景色。 
 重本包馬勒卡那大球場門票及寶石博物館 
 特別安排欣賞森巴舞表演 
秘魯 Peru 
 特別安排乘船前往巴雷塔思群島觀看企鵝群及數百或數千隻鳥類。 
 乘坐小型觀光飛機，鳥瞰納斯卡神秘線條。 
 於高原古城~庫斯科，乘登山火車遊覽「人生必遊」之馬丘比丘古城，印證印加帝國之興衰。 
玻利維亞 Bolivia 
 特別走訪天空之鏡烏尤尼鹽湖，安排不同時間遊覽高原色彩湖泊。 

 入住烏尤尼獨具特色的鹽磚酒店，預留充足時間欣賞一望無際的潔白的天空之鏡 

 於全球海拔最高首都拉巴斯搭乘纜車，飽覽山城美景。 

 

 



 

 
 
 
 
 
 
 
 
 
 
 
 
 
 
 
 
 
 
 
 
 
 
 
 
 
 
 
 
 
 

印印加加文文明明古古國國  

  秘秘魯魯 

11999944 年年被被聯聯合合國國教教科科文文組組織織列列為為世世界界文文化化

遺遺產產。。在在西西元元 440000 到到 665500 年年由由納納斯斯卡卡文文明明在在

大大地地上上做做出出八八百百多多幅幅畫畫，，因因為為圖圖案案太太大大，，直直

到到 11993399 年年因因飛飛機機經經過過其其上上空空才才被被發發現現。。  

  納納斯斯卡卡線線  
      NNAAZZCCAA  LLIINNEESS  

遺失的古城馬丘比丘，1993 年列為世界自然及文化雙重遺產。

2007 年當選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馬丘比丘這個神奇的地方，

四周圍繞的神秘感，會讓所有仰望它的人對它的俊美歎為觀止。

位位於於南南太太平平洋洋海海邊邊，，保保護護區區內內最最引引人人入入勝勝的的需需要要乘乘坐坐遊遊艇艇前前往往 1111

公公里里的的鳥鳥島島，，帶帶你你觀觀察察島島上上棲棲息息著著千千萬萬海海鳥鳥與與海海洋洋動動物物，，如如海海獅獅、、

海海豹豹及及企企鵝鵝。。  

  巴巴雷雷塔塔思思群群島島  
      PPAARRAACCAASS  &&  IISSLLAASS  BBAALLLLEESSTTAASS  

  馬馬丘丘比比丘丘古古城城  
      MMAACCHHUU  PPIICCCCHH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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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縱橫南美洲之印加帝國的中

心，這個神秘古國所留下的遺

跡，至今仍然令遊客讚嘆不已。 
所以被旅遊界譽之為「南美洲最

具觀光價值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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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西西  
 伊伊瓜瓜蘇蘇大大瀑瀑布布  

世世界界三三大大瀑瀑布布之之一一::  地地處處巴巴拉拉那那河河

與與伊伊瓜瓜蘇蘇河河匯匯流流處處，，因因河河床床的的特特殊殊

地地形形而而形形成成世世界界最最寛寛的的伊伊瓜瓜蘇蘇瀑瀑

布布，，橫橫跨跨巴巴西西及及阿阿根根廷廷兩兩國國境境內內，，

總總寛寛度度約約 33 公公里里，，共共有有 227755 座座大大小小

瀑瀑布布組組成成，，非非常常壯壯觀觀雄雄偉偉，，絶絶對對讓讓

你你嘆嘆為為觀觀止止，，於於 11998866 年年被被列列入入  

為為聯聯合合國國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遺遺產產。。  

巴巴 西西 聯聯 邦邦 共共 和和 國國   （（ 葡葡 萄萄 牙牙 語語 ：： RReeppúúbblliiccaa  

FFeeddeerraattiivvaa  ddoo  BBrraassiill）），，通通稱稱巴巴西西，，是是拉拉丁丁美美洲洲最最

大大的的國國家家，，人人口口數數略略多多於於 22 億億，，居居世世界界第第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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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航班問題而未能安排於餐廳用餐, 將改以輕便餐盒代替 

*所有內陸機之餐食以輕食為主，如遇上內陸機不包括餐飲，容人須自費餐食。 

 

 

 

 

 

 

 

 

 

 

 
 
香港(途經杜拜) 里約熱內盧(巴西) 
Hong Kong  (Via Dubai )  Rio De Janeiro (Brazil) 
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里約熱內盧。航機於是日傍晚時份到達。抵步後，專車送返酒店休息。 

里約熱內盧:是位於巴西東南部的一座城市，是巴西第二大城，僅次於聖保羅。里約熱內盧以其美輪美奐的自然風光和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而揚名世界，被評為”

世界上 50 個最值得一遊”的旅遊勝地之一。 

 

里約熱內盧~市內觀光(戰爭紀念碑、海濱大道)~乘觀光直升機欣賞里約熱內盧全市景色#~乘吊車登上糖麵包山~
「2014 巴西世界盃主場」馬勒卡大球場(入內參觀)# ~寶石博物館(包入場)~晚上安排於 Ginga Tropical 欣賞熱情
森巴舞表演 
Rio De Janeiro ~City Tour~ Helicopter Ride~ Sugar Loaf Marcana Stadium ~ Gemstone Museum ~Samba Show 

糖麵包山:安排搭兩段式吊車登上里約熱內盧的麵包山 SUGER LOAF BLUFF，山靠近海邊，有兩座，其中低的一座高七五四英呎，高的一座有一千三百英呎，設有吊車分兩段

往上去，在山上可回頭欣賞遙遠的耶穌山，在高度 395 公尺的山上，飽覽美麗的海灣。 

馬勒卡大球場:該球場是為 1950 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辦之世界盃足球冠軍賽而建，場內可容納 20 多萬觀眾。 

寶石博物館:巴西寶石產量居世界首位，館內播放有關寶石的開採過程、打磨及製成程序，令你大開眼界。 
#如馬勒卡大球場遇上休日維修，有賽事舉行或不對外開放，則只可在球場外拍照。 
#如吊車維修或因天氣關係不對外關放，此行程將取消，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如寶石博物館維修或因天氣關係不對外關放，此行程將取消，客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乘直升機觀賞之活動，只適用於 12 歲以上之客人。 
活動時間包括：起飛前的安全說明、空中飛行等。而直升機座位分配安排，將按各人體重及座位數目而安排，有可能同一家庭組合成員會被安排 不同飛機。因此客人不得要
求揀選座位，並不得異議。另直升機之旅亦需因應天氣情況是否適合方可進行，最終決定權均以直升機公司及機師為準。 
#直升機上之座位，將由機師及領隊按各客人的體重安排，因此客人不得要求揀選座位。 
#如遇天氣惡劣，乘直升機觀賞活動將會取消，本公司將不會退回有關費用。 

 

里約熱內盧~基督山伊瓜蘇 
Rio De Janeiro ~ Corcovado Iguassu Falls 
基督山:基督山，山丘位於海拔 710 公尺，是欣賞里約熱內盧全市景色的最理想地方。山頂上那座莊嚴宏偉、高 30 公尺的基督聖像，是為紀念巴西獨立運動成
功而建;由一群工匠集體創作，以花崗岩雕成。 

 

伊瓜蘇大瀑布~(阿根廷)~ 乘小火車漫遊國家公園進入阿根廷境內，近距離觀賞最壯觀的「魔鬼咽喉」一段瀑布
區~伊瓜蘇珍禽鳥園~伊太佈水壩(由巴拉圭、巴西兩國合資建成，主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發電)~魔鬼咽喉~ 
伊太佈水壩 Iguassu Falls ~ Train Tour~ Itaipu Dam 
伊瓜蘇大瀑布:安排乘坐瀑布國家公園內的專線觀光小火車在大自然中穿梭；鐵路的終點接近大瀑布最壯觀的「魔鬼咽喉」一段，讓團友能夠更實在的感受到大

瀑布的氣勢。繼後前往巴西瀑布區，從另一國度觀賞大瀑布不同景象，瀑布高 80 多公尺，寬 5 公里，由 275 個小瀑布組成，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伊太佈水壩:世界最大的發電站。Itaipu 是印第安語「唱歌的石頭」。水壩由巴拉圭、巴西兩國合資共超過一百億美元建成，主要用途為防洪、灌溉及發電。 

 

天數 城市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酒店
備註 15、16、17 

1 香港里約熱內盧(巴西) 航機上 航機上 巴西式燒烤自助晚餐 

2 
里約熱內盧 Casa da Feijoada 

餐廳午餐 
(一嚐巴西國菜黑豆燉肉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連續兩晚入住 里約熱內盧 
JW Marriott hotel 或 Sofitel Rio De Janeiro 同級 

3 里約熱內盧伊瓜蘇 輕便午餐盒 酒店西式晚餐 

4 伊瓜蘇 當地餐廳享用自助餐 酒店西式晚餐 

連續兩晚入住 伊瓜蘇大瀑布  
Hotel Bourbon Cataratas Resort 或同級 

5 伊瓜蘇利瑪 當地餐廳 ~ 利瑪 JW Marriott Hotel 或同級 

6 庫斯科利瑪~帕拉卡斯 當地餐廳 酒店西式晚餐 帕拉卡斯 Hotel Paracas A Luxury Collection 或同級 

7 帕拉卡斯~利瑪 當地餐廳 酒店西式晚餐 利瑪 JW Marriott Hotel 或同級 

8 利瑪庫斯科 海濱餐館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9 庫斯科 馬丘比丘 當地餐廳 
安排欣賞印加民族舞蹈

及享用晚餐 

連續兩晚入住 庫斯科 
Libertador Palacio Del Inka 或同級 

10 庫斯科玻利維亞~拉巴斯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11 拉巴斯 當地餐廳 
於玻利維亞具名氣的 

Gustu 小酒館享用晚餐

連續兩晚入住 拉巴斯 
Casa Grande Hotel 或 Camio Real Hotel 或同級 

12 拉巴斯烏尤尼 輕便午餐 酒店西式晚餐 烏尤尼 鹽磚酒店 Hotel Cristal Samana 或同級 

13 烏尤尼拉巴斯 當地餐廳 ~ 拉巴斯 Casa Grande Hotel 或 Camio Real Hotel 或同級

14 拉巴斯聖保羅(巴西) 

酒店 
自助早餐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航機上 

15 聖保羅(巴西)杜拜 航機上 航機上 

16 香港 航機上 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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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提升商務客艙， 
歡迎向櫃檯職員查詢。 

*航班參考資料，一切以航班公佈為準   

*由於凌晨機出發，須於早一天晚上於機場集合 

*所有內陸機時間以茶會公佈為準 
*南美部份內陸航班未必每天有直航航機， 

 部份日子需經多於一個地方轉機，敬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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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阿聯酋航空(EK)往返 飛行時間(以小時計)
香港杜拜 EK381 0035/0535  約 8 小時 25 分鐘 

第 1 天 
杜拜里約熱內盧 EK247 0710/1430 約 14 小時 20 分鐘 

第 3 天 里約熱內盧伊瓜蘇 LA4568 1330/1545 約 2 小時 15 分鐘 
第 5 天 伊瓜蘇利瑪 LA2442 2045/2210 約 4 小時 25 分鐘 
第 8 天 利瑪庫斯科 LA2047 0914/1041 約 1 小時 27 分鐘 
第 10 天 庫斯科拉巴斯 LA2379 0845/1055 約 1 小時 10 分鐘 
第 12 天 拉巴斯烏尤尼 OB302 0840/0940 約 1 小時 
第 13 天 烏尤尼拉巴斯 Z8309 2025/2115 約 50 分鐘 

拉巴斯利馬  LA2401 0425/0530 約 2 小時 15 分鐘 
第 14 天 

利馬聖保羅 LA8149 0815/1625 約 5 小時 10 分鐘 
第 15 天 聖保羅杜拜 EK262 0125/2255  約 14 小時 30 分鐘 
第 16 天 杜拜香港 EK382 0315/1430+1 約 7 小時 25 分鐘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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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Day 
7 

Day 
10 

Day 
11 

Day 
8 

納斯卡線 

D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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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瓜蘇大瀑布(於河、陸、空一次暢玩巴西境內大瀑布：遊覽瀑布步行區、乘直升機觀賞大瀑布)~馬古高森林(乘
坐吉普車拖動的無頂車廂穿梭叢林及乘坐橡皮艇穿梭瀑布邊緣) 利瑪 
Iguassu Falls(Brazil) ~ Macuco Safari ~Helicopter Tour  Lima 
馬古高森林:乘坐吉普車拖動的無頂車廂穿梭叢林，緩緩下降到深谷的底部，然後再搭乘橡皮艇來到轟隆作響的瀑布邊緣，盡情仰望那無與倫比的伊瓜蘇大

瀑布。本社更特別安排團友乘觀光直昇機，高空觀賞伊瓜蘇大瀑布。 

#乘直升機觀賞大瀑布之活動，只適用於 12 歲以上之客人。 

◎ 活動時間包括：起飛前的安全說明、空中飛行等。而小型飛機座位分配安排，由於機型不同，因此將按各人體重及座位數目而安排，有可能同一家庭組合成員會被安排不同 

飛機。因此客人不得要求揀選座位，並不得異議。另小型飛機之旅亦需因應天氣情況是否適合方可進行，最終決定權均以小型飛機公司及機師為準。 

*小型飛機上之座位，將由機師及領隊按各客人的體重安排，因此客人不得要求揀選座位。 

註：如遇天氣惡劣，乘直升機觀賞大瀑布之活動將會取消，本公司將不會退回有關費用。 

 
 

利瑪~【市內觀光：阿瑪斯廣場─大教堂─黃金博物館(包入場)】~帕拉卡斯 
Lima ~ City Tour~ Paracas 
利瑪:秘魯是曾經縱橫南美洲之印加帝國的中心，這個神秘古國所留下的遺跡，至今仍然令遊客讚嘆不已。所以被旅遊界譽之為「南美洲最具觀光
價值的國家」。秘魯首都利瑪建於 1535 年被西班牙人稱為皇帝的城市，利瑪分為舊城區及新城區，舊城區四處都保留殖民地時期的特式建築，街

道井井有條，充滿歐陸風情。 
阿瑪斯廣場:廣場中央有玫瑰園石造噴泉、面對廣場的主教堂擁有全市最美的木造陽台，始建於西班牙殖民時代，古典優雅。 

黃金博物館:館內展示著古老印加帝國皇室貴族之種種名貴手飾及精美工藝文物，多為秘魯歷代瑰寶，多達 6,500 件。 

 

 

帕拉卡斯~ 乘船前往巴雷塔思群島~重本安排乘坐觀光小型飛機空中暢遊「納斯卡神秘線條」~利瑪 
Paracas ~Ballestas Island Tour ~Nazca Line Tour~Lima 
巴雷塔思群島:您將有機會密切關註一個美妙的海洋生物，就像海上和岩石上的大型海嘯群。也可以在小洞穴中觀看一些企鵝群。 在島上，您可

以看到數百或數千隻鳥類，如：印加燕鷗，秘魯鰹鳥，衝浪鳥，海鷗等。繼後，乘專車前往獨特的納斯卡神秘線條空中鳥瞰旅程，位於納斯卡的

地上巨型圖案，是南美享負盛名的謎樣文化遺跡。這些圖形之大，必須從空中俯瞰方能看清，過往不少科學家、天文學者花畢生的精力，嘗試解開

這些線條之謎。有說是印第安人造來讓天神看的天文曆，叫天神得知他們的願望和心意；又有說印加帝國時期的灌溉系統；有更誇張的則認為它們是以前外星人降

落跑道的一部份。但究竟它們是誰人繪畫、為何繪畫及何時繪畫，至今仍然是個謎。團友將安排乘坐觀光飛機，於空中觀賞散佈在納斯卡平原上各式直線、幾何模

型及動物等圖案，感受其神秘之氣氛。 
註：如遇天氣惡劣，導致航班取消或延誤，納斯卡行程將會取消，本公司將不會退回有關費用。 
註：小型飛機上之座位，將由機師及領隊按各客人的體重安排，因此客人不得要求揀選座位。 
註: 觀鳥乃自然現象，是否有機會見到行程所列各種鳥類，將取決於當天氣候、運氣等。 
 

 
利瑪印加古都「庫斯科」~市內觀光 (聖水神殿~昔日印加帝國軍事要塞～薩庫沙瓦曼城堡，晚餐享用秘魯特
色晚宴及觀賞地道民族歌舞表演) 
Lima  Cuzco~ Tamboachay~ Sacsayhuaman 

庫斯科:昔日印加帝國首都。該城於 16 世紀中曾遭西班牙佔領，原有之印加傳統建築幾乎全被破壞。庫斯科處於地震區。 
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次，歷時八十載建成之廣大石垣城塞。該城塞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觀止。 
秘魯:位於南美洲西部，前為輝煌的印加帝國，受幾近滅絕式西班牙殖民政策近 300 年後，留下大量歐洲遺風於首都利瑪 Lima。而庫斯科 Cusco(曾為印加帝國時代

的首都)，馬丘比丘(Machupicchu)等城市，仍有保留以岩石構成的精巧印加建築。 
 

 
 
庫斯科(乘專線登山火車) 世界新七大奇蹟、有空中之城的美譽「馬丘比丘」古城  庫斯科~晚上欣賞傳統
民族歌舞表演  
Cuzco  Machu  Cuzco~ Folklore Show with Dinner 

馬丘比丘:位於海拔 2460 公尺上之空中之城「馬丘比丘」。該古城於 1911 年被考古學家在叢中發現，並掘出 173 件骸骨。古城建在懸崖峭壁上，分成數個區域：墓

園區、監獄區、住戶區及神殿區。域內水道至今流水仍清澈。西班牙史書中並未有記載此城，考古學家推斷此乃印加帝國之聖地，最高祭師居住之神殿，城內之女

性乃祭典中奉獻給太陽神的祭品。此城為一般印加人之禁城，至於為何被遺棄而湮沒於叢林中，至今仍是個謎，此處更被列入世界十大景點之一。 
 
  

庫斯科玻利維亞~拉巴斯(月亮谷) 
Cuzco Bolivia~ La Paz(Moon Valley) 
玻利維亞: 地處南美洲的心臟位置，人稱高原之國，由安地斯山脈一直延伸到亞馬遜河岸，是典型的內陸國。 
拉巴斯: 位於白雪覆蓋的高山下，海拔 3,600 公尺。玻利維亞真正的法定首都是蘇克雷(Sucre)，但一般習慣將拉巴斯稱為首府。 

月亮谷: 位於拉巴斯市郊，屬起源於冰川的沙石地形，以崎嶇崢嶙有如月球表面般的地貌而聞名。 
 

 

拉巴斯~觀景台公園~纜車觀光~巫師市集~聖法蘭西斯科教堂~殖民舊街~大廣場 
La Paz~ Mirador Killi-Killi~ Cable Car~ Withches’ Market~ San Francisco Church~ Colonial Old Street~ 
PlazaMurillo 
纜車觀光:搭上纜車，可俯瞰全球最高的首都、有「天空之城」之稱的拉巴斯。從纜車往外看，可欣賞到腳下密密麻麻的紅磚小屋，而且由於整座

城市坐落在海拔4000公尺上的安地斯山脈，不少街道、房子都依山而建，因此只有乘搭纜車才能俯瞰到整座城市的獨特美景。 
巫婆市場:巫術道具用品的集中地。玻利維亞人購買巫術用品，就像我們到便利商店買東西一樣平常。像是駱馬胚胎，聽起來彷彿要用來施展什麼極度邪惡的法術，

但對當地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生活雜貨」，例如興建房屋大樓時，地基必須埋下駱馬胚胎的。 
印地安市集:商店或攤檔擺賣著傳統的衣物，裝飾品等。聖法蘭西斯科教堂於1549年的西班牙式建築，為主要旅遊景點之一，是市民喜歡聚集的場所。殖民舊街海權

時代西方殖民所遺留的街景。一條寧靜、狹窄的石鋪小路，是古樸典雅的西班牙式建築。牟利羅廣場聳立著爭取民族獨立先驅佩德羅•多明牟利羅的銅像。廣場四周

有政府機構、國會大廈及總統府等。 
 
 
 
 

 
 



 

海拔資訊: 
馬丘比丘(海拔 2,340 米)  庫斯科(海拔 3,400 米) 烏尤尼(海拔 3,665 米) 

高原地區 
海拔高，空氣稀薄，科學家將海拔 3000 米以上稱之為高原，風景美不勝收。剛到高原，每人都有機會感到不同程度的胸悶、呼吸困難等高山症狀，但這
並不說明你不能適應高原，如果正確地保護自己，一般均能適應高原環境。初到高原，避免精神過度緊張，放慢腳步、多喝水和充足休息。應注意防寒保
暖、預防感冒、嚴禁酗酒、減少吸煙、防止過飽(建議晚上只吃小量食物) 。市面上亦有高山反應預防藥出售，請向醫生查詢。 
 
**溫馨提示** 
秘魯及玻利維亞大部份地區地區位於海拔 3000 米以上，空氣稀薄，客人必須注意個人健康狀況，如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呼吸系統等疾病者，建議報名
前先徵詢醫生意見，方可決定參加。或參考香港政府衛生署，發出關於[高山症]之網頁 http://www.travelhealth.gov.hk ，並建議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敬
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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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斯烏尤尼~火車露天博物館~科查尼~鹽湖博物館~鹽湖日落景色  
La PazUyuni~Cementerio de Trenes~ Colchani~ Salt Museum~ Salar de Uyuni Sunset 
火車露天博物館:烏尤尼曾是礦產鐵路運輸的中轉站，鐵路是英國人造的，1940年代礦產耗竭導致許多火車被丟棄，如今成為一景。Laguna Colorada 
彩色湖呈現紅、白、藍等幾種顏色，主要受水中礦物質及水藻所致。由於湖水淺及呈鹼性，加上有大量水藻，固有很多紅鶴到來覓食定居。 

科查尼:小鎮內的人世代以製鹽維生，隨著旅遊資源不斷開發，現在村民用鹽製作工藝品，售賣給遊人。參觀小鎮的古法製鹽廠。 
烏尤尼鹽湖:烏尤尼鹽湖位於烏尤尼小鎮附近，海拔約3,700 公尺的山區，總面積1.2 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鹽沼。鹽湖東西兩邊皆被高達6,000 多公尺的安

第斯山脈阻擋了水氣，使鹽沼的氣候如同沙漠般的乾燥。原本該處是個盆地，落在山上的雨水夾帶著鹽份與礦物質流入盆地中，因為無處宣洩，加上乾燥氣候的影

響，響積的水很快就響發響，只留下鹽份和礦物質。然後是這樣不斷的響環，經過響數十萬年的響積，成就了今天的景象。天空之鏡大幅平地上的鹽響體在雨後會

產生反射，形成天地合一的全倒影景象，非常壯觀! 鹽湖的北面，海拔為5,321 米。鹽湖黃昏日落之旅夕陽反射著天空的紅光，構成令人震撼的完美畫面，多變的

景色帶來的是一場無與倫比的視覺盛宴。 
*每年十二月至三月為雨季。如降雨量太大以致鹽湖內的水位高漲，因積水過深及路況過於危險而將不能進入參觀。 
*由於鹽湖上並沒有人工道路，如遇降雨期間，為確保團友的安全，在鹽湖行車所需的時間會更長。 
*如因天氣變異如強風、豪雨或洪水等危害團隊安全因素，本公司將取消行程。 
*如未能安排入住鹽湖酒店，將安排住宿烏尤尼市內酒店，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 

 
烏尤尼~鹽湖日出景致~仙人掌島~圖努帕火山拉巴斯 
Uyuni~ Sunrise Tour~ Isla Incahuasi~ Volcano Tunupa La Paz 
鹽湖日出之旅:晨曦時份到達鹽湖，懷著興奮期待的心等待日出東昇的時刻，太陽開始升起，欣賞鹽湖日出美麗的一幕。 
仙人掌島:位於鹽沼的中心，是橫過烏尤尼鹽沼時的必經之地。島上長滿了高大的仙人掌，大約有10 米之高。當烏尤尼鹽沼貯滿水時，仙人掌島作

為鹽沼的一部份，亦被反射在天地之間，看上去十分夢幻。圖努帕火山在玻利維亞波多西省的一座睡火山，它屹立在烏尤尼。 
 

 
拉巴斯巴西~聖保羅~市內觀光 (遊覽: 金融街、巴西大道、拓荒者雕塑、聖保羅大教堂)~送機場 
UyuniBrazil ~ Sao Paolo~ City tour ~ transfer to airport  
 

 
 
聖保羅杜拜(途經)香港 
Sao PaoloDubai(Via)Hong Kong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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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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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全程港幣$27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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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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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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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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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7.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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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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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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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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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3. 行程內住宿酒店只供參考，一般以(5 星級)為主，將於肯定出發及總人數確定後才落實，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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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本公司之團費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若遇外幣大幅浮動，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費用之權利，拒絕繳交者，其參團資格會被取消而所繳交費用並全數退還。 
16.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7.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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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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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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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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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2. 此團不設茶會。 
23.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12 月 16 日除外)」之團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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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  UBOA16(081119)USA_APR 取代 UBOA16(250919)USA_APR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規定，出入玻利維亞的旅客需注射

黃熱病預防疫苗，旅客可致電香港衛生署預訂疫苗，

並於出發前 4 至 8 星期前接受疫苗注射，普遍人接種

疫苗後的反應很輕微，少部分人或出現副作用。若有

查詢，請諮詢醫生的意見，或致電香港衛生署，電話

29618840 或瀏覽 http://www.travelhealth.gov.hk。 



 

 
 

 
 
 
 

 
 
【玻利維亞簽證須知】  

 

[持有香港特區護照進入玻利維亞需申請落地簽證，持有 BNO 進入玻利維亞免簽證] 

申請玻利維亞落地簽證程序: 

自行網上申請 (或可交由旅行社代辦，代辦費用: HKD 200) 

＊網上申請需於玻利維亞過境前的 15 日內進行，切勿太早申請，因申請會過期並需重新填寫。 

＊完成網上申請後，必須打印，並攜同相關文件出發，以便關口職員查閱。 

(*關口職員可能會要求過境人仕另外填寫其他簽證表格，當地機場才有) 

＊所須資料如下(自行網上申請及經旅行社代辦所需資料同下): 

1.白色背景之彩色近照一張，相片尺寸需為 4X4CM (不能帶眼鏡) 

2.護照(至少要有 6 個月有效期)，並須預留最少一頁空白頁 

3.個人經濟能力證明 (近 3 個月的存款證明，存款額最少 HKD 30,000 以上，不接受突然存款) 

4.入境玻利維亞時必須持有有效黃熱病針紙方，方可入境玻利維亞 

5.來回香港之機票及玻利維亞酒店住宿證明 

6.行程表 

7.簽證費用: 玻利維亞幣(約 USD 100，價格或會輕微浮動)，可於當地入境關口找換 

 

 

                   【秘魯簽證須知】 
 
BNO 及香港特區護照前往秘魯免簽證。 

更新日期:  UBOA16(081119)USA_APR 取代 UBOA16(250919)USA_APR 



 

 

  

 
《南美》自費節目參考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9 年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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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 項目名稱 內容 活動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費用(美元)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晚餐及欣賞探戈舞 
Dinner & Tango Show  
at La Ventana 

由專車返往地道著名特色餐廳 La Ventana，欣賞阿根廷國富拉丁 
美洲熱情之探戈舞(Tango)表演、一邊享用晚餐(每位一杯紅酒或 
非酒精飲料) 。 

3-3.5 小時 30 分鐘 
$130 

(包括入場費、 
來回接送) 

乘船遊覽「南美威尼斯」
蒂格雷三角洲 

蒂格雷三角洲被譽為「南美威尼斯」。蒂格雷三角洲附近一帶可見一片片
亞熱帶樹林，盛產水果和木材，空氣清新，環境優美。自本世紀初這裡
就是富裕人家逃避城市喧囂的地所，現已逐步發展地為由水上運動俱樂
部、手工藝品集市、水果碼頭、餐廳、旅館等服務設施組地的綜合旅景
點和富人度假區。來這裡遊覽的人都必須坐船。(包來回接送及提供英文
耳機在船上講解) 

5 小時 45 分鐘 
$60 

(最少 10 人 
以上才能成團) 

埃爾卡拉法特冰川 
博物館 

埃爾卡拉法特冰川博物館是一個現代化，也是世界上少數的冰川博物館。
博物館透過模型，照片，3D紀錄片等讓人了解對冰川這獨有的自然現象，
及提高其環保意識。 

2 小時 30 分鐘 
$50 

(最少 10 人 
以上才能成團) 

布宜諾斯 
艾利斯 

阿根廷冰川國家公園 
冰川健行 

穿上特製的釘鞋，走在白裡透藍的莫雷諾冰川之上，一邊聆聽嚮導講解冰
川的分佈、演變，一邊欣賞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碎冰、深深裂開的冰縫，以
及一個個神秘深邃透著藍光的冰洞，並於行程結束前享受加上冰川冰塊的
威士忌酒，絕對是人生必經歷一次的冒險旅程。 
*包輕便午餐盒及礦泉水一支 
*不適用於10歲以下、65歲以上、孕婦 

1-1.5 小時 15 分鐘 
$195 

(最少 8 人 
以上才能成團) 

薩庫沙瓦曼城堡、  
聖水神殿 

昔日印加帝國最重要之軍事要塞 Sacsayhuaman，當年每天動用三萬人
次，歷時八十載建成之廣大石垣 城塞。該城塞至今仍令現代人嘆為觀止。 30 分鐘 1 小時 

$75 
(大小同價) 秘魯  

(庫斯科) 傳統民族歌舞表演  
及地道晚餐 

可以欣賞庫斯科傳統民族舞表演及享用豐富晚餐，節目精彩， 
肯定讓旅客留下一個難忘的晚上!  
(費用已包括「入場費」及「訂位費」) 

30 分鐘 1 小時 
$95 

(大小同價) 

伊瓜蘇 
瀑布 

直升機觀賞 
伊瓜蘇大瀑布 
(10分鐘空中暢遊) 
Helicopter Tour 
 

乘坐直升機從高空中俯覽伊瓜蘇大瀑布，更顯大瀑布壯觀宏偉的一面。
◎(  活動時間包括：起飛前的安全說明、空中飛行等。而小型飛機座位分
配安排，由於機型不同，因此將按各人體重及座位數目而安排，有可能
同一家庭組合成員會被安排不同飛機。因此客人不得要求揀選座位，並
不得異議。另小型飛機之旅亦需因應天氣情況是否適合方可進行，最終
決定權均以小型飛機公司及機師為準。 
*小型飛機上之座位，將由機師及領隊按各客人的體重安排，因此客人不
得要求揀選座位。) 

10 分鐘 30 分鐘 
$250 

(13 歲以上 
方可參加) 

聖地牙哥 干露葡萄酒莊 
Concha Y Toro Winery 

Concha Y Toro葡萄酒莊成立於1883年，是拉丁美洲主要的葡萄酒出產
地，也是智利最古老的酒莊之一，葡萄園現時所產的酒共出口到超過130
個國家。旅程中除了有機會品嚐葡萄園的美酒(共3款)，更可以認識關於
Concha Y Toro葡萄酒的起源，以及親身參觀這個歷史悠久的葡萄酒莊及
葡萄園的壯麗景色。 
*行程包括一頓智利特色午餐(包三道菜及美酒一杯) 

4 小時 1 小時 
$130 

(最少 8 人 
以上才能成團) 

巴西傳統市場－ 
水果試食旅程 

巴西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水果出口大國。在里約熱內盧的水果市場，你會
看到數不勝數的異國水果，很多品種甚至未嚐聽說，未曾見過。在兩小時
的試食旅程中，你會試食超過十款當造的熱帶水果，並由專業的嚮導為你
介紹各水果的營養價值。 

2 小時 45 分鐘 
$80 

(最少 10 人 
以上才能成團) 

巴西嘉年華 
Backstage體驗 

深入巴西嘉年華的幕後工場，一睹一年一度全球最豪華的嘉年華盛會的龐
大收藏，包括色彩繽紛的服飾、大型的巡遊車，並有機會讓你一試當中的
服飾，並拍照留念。另外，在旅程中，你亦可一嚐巴西特色的雞尾酒
(Caipirinha)。 

1.5 小時 45 分鐘 
$90 

(最少 10 人 
以上才能成團) 

伊瓜蘇鳥園 
號稱”百鳥天堂”，伊瓜蘇鳥園坐落於伊瓜蘇大瀑布旁邊，鳥園的大門不太
顯眼，遊客很難想像到不顯眼的大門裡面，是如此別有洞天，簡直是一個
鳥兒的王國，鳥兒數量堪稱世界之最，種類共超過150種。 

3 小時 30 分鐘 
$60 

(最少 10 人 
以上才能成團) 

里約熱 
內盧 

馬勒卡大球場 
及 
H.Stern寶石博物館 

馬勒卡大球場，是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市的一座多功能運動場，亦是2016
年里約奧運的主場館，可容納8萬名觀眾。 在沒有比賽的日子﹐遊客可以
進入這個世界級的運動場，感受大球場的壯觀，參觀印有各大球星波衫的
更衣室，及一睹2014年世界杯的獎座。 

 
巴西出產的彩色寶石量非常大，而且質量極佳，全世界最著名的12種寶石
中，產自巴西的就有8種。在H.Stern籌建的這家寶石博物館內，你不僅可
以欣賞到產自巴西的彩色寶石礦標、最頂級的寶石標本，亦可以一睹鑑定
師在實驗室內鑑別寶石的過程。 

1 小時 
+ 

45 分鐘 
1.5 小時 

$70 
(最少 8 人 

以上才能成團) 
 
*若當天行程並非於 
里約熱內盧市內觀光，
客人需另付35USD作為
額外交通費 

留在酒店或
自由活動 

註:1)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以上收費為當地貨幣，而港元收費則以確定訂位時之匯價而有所更改，敬請留意! 
3)每項節目最低組成人數為 8 位或 10 位或 13 位以上，如人數不足，價錢將有所調整，一切以當地為準 
4)建議客人於出發 14 日前報名，以便安排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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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OPTIONALLIST(090719)AUST 取代 SA-OPTIONALLIST(270619)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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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日本除外)5 天或以下旅行團 HK$150 
其他地方旅行團 HK$300 
郵輪團 HK$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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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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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