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夏日親子遊 首爾、仁川 5 玩樂之旅 VKGC05 
景福宮（穿韓服漫遊）、北村藝術學院(DIY 染手絹體驗)、愛來魔相 4D 美術館＋智勇迷宮、 
N 首爾塔南山公園、Ｋakao Friend VR 主題樂園(包 1 項 VR 體驗)、夢幻世界愛寶樂園 EVERLAND、 
農場時令鮮果體驗、健康美食柿子餅體驗館、世宗博物館（學寫韓文體驗）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以下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 

 期間指定出發日期) 

本團特點： 
 精選住宿: 連續4晚住宿【首爾5花級酒店】，不用搬酒店，方便寫意 
 親子樂:暢玩【夢幻世界愛寶樂園EVERLAND】、【景福宮】穿韓服漫遊、【愛來魔相4D美術館】爆趣打卡、

【Kakao Friend VR主題樂園】VR體驗 
 趣味文化: 北村藝術學院【包DIY染手絹體驗】、世宗博物館【包學寫韓文】 
 人氣打卡點:N首爾塔南山公園(愛情鎖牆、愛情椅)、首爾路7017空中花園、松月童話村、仁川大公園 
 潮流購物:不夜城【東大門綜合市場】、潮流購物點【明洞】、個性胡同【弘大延南洞】 
 地道美食:品嚐滋補人蔘雞湯+長壽麵、Dookki 任飲任食DIY辣炒年糕及拉麵+Cheese鍋、滋味春川炒雞排 

北村韓屋村 N 首爾塔 

夢幻世界愛寶樂園 EVERLAND 

 夢幻世界”愛寶樂園”EVERLAND: 是韓國必遊樂

園，充滿刺激冒險精神年青人最愛各種刺激有趣遊樂設施，尤以驚險

刺激設計獨特過山車。小朋友與年長者最愛,可愛動物王國與華麗巡

演。還有一年四季不同美景花莆公園是遊客及戀人們升華愛情的拍照

佳地。是留下美好回憶的魅力主題公園。 

首爾路 7017 

松月洞童話村 

 松月洞童話村:小鎮就像一個巨大的３Ｄ童話彩繪村，以各國童
話故事為主題，除了住宅的牆面上有漂亮的彩繪塗鴉，還有非常多立
體童話公仔的佈置與造景，像是可愛的巨大小木偶皮諾丘、白雪公主
城堡、小鹿斑比等，不只觀光客愛來打卡，就連韓國人也都超愛拍，
旁邊還有熱鬧的中華街可以逛街吃美食。 

親子玩樂，樂遊韓國!小童最高勁減 $500 (成人與小童團費相減計) 

好玩樂園、VR體驗、趣味DIY、獨特文化遊(穿韓服、寫韓文) 
出發日:７月11,14,18,22,25日及８月1,4,8,11,14,18,21,25,29日 



 

 
 
 
 
 
 
 
 
 
 
 
 
 
 
 
 
 
 
 
 
 
 
 
 
 
 
 
 
 
 
 
 
 
 
 
 
 
 
 
 
 
 
 
 
 
 
 
 
 
 
 
 
 
 
 
 
 
 
 
 
 
 
 
 
 
 
 
 
 
 
 
 

更新日期：AS-L- VKGC05-190619 

備註﹕敬請留意 
1) 由 2018 年 9 月 3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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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旅行團不設茶會，本公司將於出發前 4 天以短訊(SMS)形式通知集合時間、地點及航班資料。客人亦可出發前 1 個工作天自行致電各分行

查詢有關資料，而隨行領隊則會於出發前一天下午 14:00 後聯絡客人，敬請留意。 
3) 服務費全程 HK$550，包括外遊隨團出發工作人員服務費、當地接待工作人員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大小同價)。 
4) 燃油附加費及有關稅項均按出機票當日計算，如有調整或增加，本公司將會向客人追收或退回差額。 
5) 門票為團體票，不設任何優惠。 
6) 酒店及航空公司有權因客人未入住首晚酒店或乘坐首段航班,而將餘下之服務在不設退款下取消，客人務必注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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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次序，酒店住宿及膳食(包括時令食品及特色餐)，會因應實際情況

而變動，一切以當地接待社最終安排為準。 
8) 如因天氣或特殊情況影響而引致航班因安全理由未能依原定時間起飛，團隊須接受航空公司安排改乘航空公司指定的班次及時間出發，團友

不能藉詞要求退出。 
9) 各地酒店規定房間最多只能 2 成人及 2 小童入住(酒店有權拒絕違規客人入住)。 
10) 請客人必須於報名日提供旅遊證件上之正確資料如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證件號碼及證件有效日期等，並清楚地核對收據上顯示之姓名及

證件資料，如發出機票後或於機場發現客人姓名及資料有錯誤，航空公司有權要求以正價重新購買機票，有關費用須由客人承擔。本公司恕
不負責。 

11) 如回程乘搭之航班，抵港時間為次日之凌晨；(5 天團需購買 6 天旅遊保險)，敬請留意！ 
12) 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詳情請參閱行程表內、收條背頁、本社網頁或向分社職員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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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由出發日起計算)；持簽證身份書(HKDI)須備有效韓國簽証，方可入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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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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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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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行程中旅客參加各項活動時，請先衡量個人之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與，並須承擔由此
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如有須要，請向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意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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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航班資料:     首爾航空(RS) 

 
香港首爾  
RS502  約 00:50 起飛 /05:30 抵達 
 
首爾香港  
RS501 約 20:10 起飛/22:50 抵港 
 

航班資料及時間只供參考，如有任何 
變動，一切 
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及分配為準，恕不
另行通知 
 
#如乘首爾航空(RS),機上不設免費餐飲
服務, 客人須自費享用。有關服務安排以
航空公司為準。 
 

行 程：  
1) 香港  仁川 ~大自然森林浴:仁川大公園花園(森林覆蓋休閒美景公園，夏日罌粟米、矢車菊、太陽花等陸續盛開，景緻怡人)~  
   打卡熱點: 松月童話村(世界知名童話故事主題小村) ~中華街~購物不夜城:東大門綜合市場(是亞洲最大規模專門批發零售市場，時裝、 

    衣服材料、飾品、嫁娶用品琳瑯滿目，遊客必逛點) 

 
2)  奇妙文化遊：景福宮(包穿韓服，漫遊打卡) ~ 北村藝術學院(DIY染手絹體驗)＃~文青型人蒲點:仁寺洞(傳統與文創藝術集

中地，特別店鋪、美食店、咖啡店林立) ~ 爆趣打卡點：愛來魔相4D美術館＋智勇迷宮~ 
  韓劇取景地: N首爾塔南山公園、愛情鎖牆、愛情椅 ~ N首爾塔(觀賞拍照，可自費登塔參觀) 

   全新趣點：Kakao Friend VR 主題樂園（包其中１項VR體驗,以Kakao Friends中的主角Ryan及朋友主題樂園，內有品牌零食 

    專賣及VR體驗館）＃DIY染手絹體驗，如遇預約額滿或特殊情況未能安排將以其它手工藝體驗代之，恕不另行通知，最終安排以當地接待為準。 

 
3) 親子樂:人氣樂園: 夢幻世界愛寶樂園EVERLAND（包入場及遊戲套票，暢玩刺激獨特T Express 木質過山車、亞馬遜激流探

險、雷霆瀑布、魔法世界、野生動物世界、兒童探險樂園等設施，還有美麗花圃，有趣場內表演） ~ 
 趣味大自然:農場時令鮮果體驗（採摘時果，即場品嚐，時果品種、品嚐數量及採摘情況均以果園安排為準。） 

 

4) 高麗人蔘專賣店~韓國化妝品專賣店~韓國健康美食:柿子餅體驗館(參觀之餘，包品嚐柿子餅) ~ 紫菜博物館(包試食
紫菜) ~細味韓文:世宗博物館(包寫韓文體驗) ~潮流特區:【弘大個性特色胡同】延南洞 (被譽為京義線林蔭公園，韓 

     國文青愛遊熱點，IG打卡人氣景點，黑白漫畫風咖啡廳及設計獨特吃喝買小店林立) 

 
5)  護肝寶專門店 ~首爾新地標:首爾路7017空中花園(集旅遊、休憩、娛樂、美食等樂趣首爾必遊熱點) ~ 
    必遊熱點:明洞購物商圈(購物美食集中地) ~ 韓式零食物語專門店 ~ 仁川  香港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酒店 

1 - -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中華街必吃美食:韓式炸醬麵) 

   韓遊必食: 
  地道滋補人蔘燉雞湯+ 

長壽麵 

2 韓風美食: 豬肉魷魚壽喜燒+ 
季節小菜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美食推介:韓式烤肉或部隊火鍋) 

3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美食推介:愛寶樂園盡情玩樂自由食) 

韓國人氣美食:大學生至愛 
韓式滋味春川炒雞排 

4 無限量美食: DOOKI 任食任飲 
DIY 辣炒年糕及拉麵+CHEESE 鍋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美食推介: 延南洞邊行邊食地道美食 

或推介韓式肉骨茶) 

 
首爾 5 花級酒店 

 
STAZ HOTEL DOKSAN 或同級 

5 

酒店內 

           自費品嚐地道美食 
(美食推介:明洞邊行邊食地道美食) -- #如遇以上酒店客滿，將改為入住同級或更好之酒店。 

 *行程餐食次序依據航班調整, 最終安排以接待為準。 
 



 

《韓國》自費節目表      
*參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生效日期:8/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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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成人費用 
（韓圓） 

WON 

小童費用 
(2-11歲) 
（韓圓） 

WON 

如客人不參加
節目之安排 

（*）龍蝦鮮貝套餐(每兩人享用一隻龍蝦) 全團 W50,000 W50,000 ~ 

（*）特式梨汁三色燒烤(任食) W25,000 W25,000 

（*）韓式薯仔豬骨煲 W16,000 W13,000 

（*）春川鐵板年糕炒雞飯 W15,000 W15,000 

（*）養生硫磺鴨料理 W12,000 W12,000 

（*）安東粉絲雞 

約1小時 

W17,000 W14,000 

（*）鮮味海鮮餐~包括10多款生/熟海鮮配套 約90分鐘 

約5至 

30分鐘 
4位 

或以上 

W35,000 W25,000 

自行安排 

（*）如以團體餐提升為特色餐，每位可享\5,000之折扣優惠 

#市內觀光活動，如額外多選景點遊覽，每多一景點額外多加收費:20人或以上W6,500 ; 15人或以上W8,000 ; 10人或以上W9,500 

20人或以上 W13,000 

（大小同價） 

15人或以上 W16,000 

（大小同價） 

#首爾市內觀光包車

(可自選2 個旅 遊景

點，不包入場費) 

N首爾塔夜景 / 仁寺洞 / 漢江仙遊島 / 

農產品水產市場 / 藍色貨櫃商場 / 

 戰爭紀錄館 / 南山韓屋村、南山公園 

/ STARFIELD COEX購物中心 / 弘大潮

流步行街 / 新沙洞、狎鷗亭 / 東大門

DDP購物商圈 / 明洞、南大門 / 梨大

女人街等…*服務於 10:00PM 前完結 

約3小時 全團 

10人或以上 W19,000 

（大小同價） 

~ 

泡菜DIY 體驗 製作傳統泡菜+穿韓服拍照體驗活動 約1小時 W25,000 W25,000 

63大廈 

首爾觀光大廈，活動包括參觀水族館(藍

色海洋拍攝地)、60層展望台、世界名人

蠟像館 

W33,000 W26,000 

ALIVE MUSEUM 4D 

立體美術館 

欣賞4D立體美術畫外，更有音樂動畫配

合，為你帶來全新感受 
W12,000 W9,000 

TRICKEYE3D  

幻 覺立 體 美 術 館、

冰雕美術館 

世界知名3D立體美術館，更設有冰雕館 W12,000 W9,000 

THE PAINTERS: 

【HERO】塗鴉秀 

韓國第一個以繪畫為主題的表演，配合

輕快音樂速畫世界名畫，令人嘆為觀止 
W40,000 W40,000 

NANTA 亂打表演 

以韓國傳統敲擊樂為題材，利用廚房內

各種廚具作樂器，配以4位飾演廚師的表

演者作出搞笑有趣表演 

W40,000 W40,000 

BIBAP SHOW 
以韓國伴飯製作過程中配合強勁音樂舞

蹈的輕鬆表演 

約90分鐘 

 

W40,000 W40,000 

首

爾 

樂天世界  

(包任玩套票) 

首爾最大主題遊樂場，擁跳樓機、山谷

過山車等20多種機動遊戲 
約5-6小時 

約30分鐘

至1小時 

10位 

或以上 

W46,000 W36,000 

自由活動 

 
 
 
 
 
 
 
 



 
 

 
 

地區 項目 活動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成人費用 
（韓圓） 

WON 

小童費用 
(2-11歲) 
（韓圓） 

WON 

如客人不參加

節目之安排 

ONE MOUNT 

水上樂園 

包括室外、室內水上樂園門票 

 (請自備泳衣泳帽) 
W42,000 W30,000 

ONE MOUNT 

冰雪世界 
包括雪橇、雪兜任玩 

約90分鐘 
10位 

或以上 
W30,000 W25,000 

夢幻 樂 園 包任 玩

套票 

韓國最受歡迎主題樂園，裡面包

括了機動遊戲，野生動物園，親

子樂園等多個景區。花車遊行更

不能錯過 

約6-7小時 15人或以上 W46,000 W36,000 

自由活動 

晨靜樹木園 

韓國最大園藝公園，超過7,000

多種花卉植物滿佈整個園區，讓

人沉醉 

W18,000 W14,000 

童話瑞士村 
以瑞士為主題的特色小村，韓國

綜藝 "我們結婚了" 拍攝景點 
W13,000 W9,000 

小法國村 

大熱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場

地，法國主題建築群讓你感覺置

身法國一樣 

約90分鐘 

約1至1.5

小時 

全團 

W13,000 W9,000 

~ 

09:00–17:00 W36,000 W25,000 

滑雪用具： 

雪撬、雪杖及雪靴 

半日 

09:00 –13:00 

或半日 

13:00 –17:00 

或晚間 

18:30 –23:00 

W30,000 W21,000 

09:00 –17:00 W45,000 W33,000 

SNOW BOARD 

半日 

09:00–13:00 

或半日 

12:00–16:30 

或晚間 

18:00–23:00 

W32,000 W24,000 

滑雪服： 

衫、褲(不包眼鏡及手套) 
09:00–17:00 W17,000 W17,000 

滑雪眼鏡 08:30-16:30 W10,000 W10,000 

購買滑雪手套 - W15,000起 W15,000起 

09:00–17:00 W52,000 W34,000 

京 
畿 
道 

陽智PINE 

渡假滑雪場 或 

芝山渡假滑雪場 

登山吊車 

半日 

09:00 –13:00 

或半日 

13:00 –17:00 

或晚間 

18:30 –23:00 

到達 

該地區 

期間進行 

1人或以上 

W70,000 W48,000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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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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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或以上先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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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LIST-ASIA-06-08042019  
 

地區 項目 活動時間 
交通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成人費用 
（韓圓） 

WON 

小童費用 
(2-11歲) 
（韓圓） 

WON 

如客人不參加

節目之安排 

仁
川 永宗島海鷗船 

由月尾島搭乘汽車渡輪到永宗

島，除沿途欣賞仁川港美麗景色

外，更可近距離親手餵飼船旁飛

行的海鷗 

約20分鐘 

到達 

該地區 

期間進行 

W8,000 W8,000 ~ 

隨團

拍攝

服務 

部份團體會安排專人沿途拍照留念，客人可於當地跟

工作人員選購 
~ ~ 

全團 

4,500 / 張 ~ 

韓國旅遊手信推介: 紫菜、高麗太極人蔘、雞泡魚乾、保健護肝寶、韓國品牌化妝品、漢方藥貼及方便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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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班團及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21 天前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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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T Travel Limited”或 
“油蔴地旅遊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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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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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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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遇上述「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將扣除有關旅行團的一切開支包括交
通工具、住宿、門票等費用，餘款按客人的付款方式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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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