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天 南疆【穿越塔克拉瑪幹沙漠】精選遊 

【走訪西域三大歷史名城、探秘天山神秘大峽谷、攀登崑崙山帕米爾高原】 
暢遊：烏魯木齊、庫爾勒、博斯騰湖、尉犁、羅布人村寨、庫車、天山神秘大峽谷、阿拉爾、 

塔克拉瑪幹沙漠、第二沙漠公路、塔里木盆地、和田、喀什、崑崙山、帕米爾高原、喀拉庫勒湖 

 

      

 

 
 

細意安排 
『豪華寛倘三排座椅旅遊車』配備暖水、茶包、咖啡包、礦泉水 

『酒店行李服務』包全程酒店行李員上落行李服務 

『特色精美禮品餽贈』新疆戈壁金絲玉鍍金書簽 

『內陸客機』省卻長途車程。喀什飛往烏魯木齊 

『貼心服務』安排導賞耳機，方便聆聽導遊講解；手機數據 SIM 卡 

『純玩全包團』全程不安排商店購物，無自費活動項目。包機票稅項 

及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閃亮推介 

 

 

 

 

 

 

 

 

 
 
 
 
 
 

Tour code : RXJB10 

出發日期: 2020 年 07 月 01 日起 

長者門票優惠(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人士) 

60-69歲減$150；70歲或以上減$300 

庫車-天山神秘大峽谷 

南疆幅員遼闊，景點眾多，以塔里木盆地為中心，北有天山，南有崑崙山，西邊為帕米爾高原，盆地中有 

“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到新疆旅遊，有說 

”不到喀什不算到過新疆，不到庫車不知新疆之文化璀璨，不到和田不知新疆之原始神秘“ 

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 

塔克拉瑪幹沙漠位於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央，是中國最大的沙
漠，也是世界第十大的沙漠，同時還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性沙漠。整
個沙漠東西長 1000 公里，南北寬 400 公里，面積達 33 萬平方公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A2%E7%A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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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勒 位於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東北邊緣。因盛產香梨，又名梨城。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庫爾勒歷

史悠久，曾屬西域 36 國之一的渠犁國。是古絲路中道的咽喉之地，是南北疆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 

博斯騰湖蓮海世界景區是全中國最
大的內陸淡水湖，有“西塞明珠”之稱 

鐵門關曾是南北疆交通天險要衝，古
絲路中道咽喉，中國古代 26 名關之一 

羅布人村寨位於尉犁縣，涵蓋沙漠、
湖泊、河流、胡楊等自然及人文景觀 

探秘天山神秘大峽谷 

庫車“西域樂都、歌舞之鄉” 
古稱龜茲，西域 36 國中的大國。位於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歷史悠

久，文化璀璨，商業繁盛。漢設西域都護府、唐設安西都護府，是當時西

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商貿中心。亦是以前新疆佛教文化最興盛之地 

景區由紅褐色山體組成，長約 3 公里。由億萬年風雨侵蝕、
山洪沖刷而形成，集雄、險、幽、靜、神為一體 

庫車三項《世界文化遺產》介紹 

克孜爾石窟是中國開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是古龜茲石窟中規模
最大，保存壁畫面積最多的一處石窟群，是龜茲石窟的典型代表 

克孜爾尕哈烽燧修建於漢代。是新疆絲路古道上眾烽
燧中歷史最長、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夯土建築烽燧遺址 

蘇巴什佛寺遺址分東西兩個部分。當時唐安西都護府設
置後，高僧雲集。玄奘前往天竺取經，曾在此講經弘法 

庫車老城由熱斯坦路和兩旁的巷子組
成，能感受南疆老城獨特的韻味 

庫車王府是清朝乾隆皇為表彰當地維
吾爾族首領協助平定叛亂有功而建成 

庫車大寺是庫車最大、新疆第二大清
真寺，修建於 15 世紀，可容 3000 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0%E7%8A%81%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9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9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F%E5%85%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5%A5%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B0%8F%E5%92%8C%E5%8D%93%E5%8F%9B%E4%B9%B1


 

 

 

 

 

 

 

 

 

 

 

 

 

 

 

 

 

 

 

 

 

 

 

 

 

 

 

 

 

 

 

 

 

 

 

 

 

 

 

 

 

 

 

 

 

 

 

 

 

 

 

 

 

 

 

 

 

和田“玉石之都、 

絲綢之鄉、地毯之鄉” 

古稱于闐，意為“產玉石之地”。位於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是古

絲路上的重鎮，以玉石、絲綢、地毯，聞名天下。古于闐是西域最早的佛

教中心之一，有豐厚的佛文化遺產；著名高僧如法顯、玄奘都曾涉足和田 

艾特萊斯絲綢手工坊譽為“二十一世
紀最後的手工業”，民族特色鮮明 

核桃樹王已有 300 多年。樹幹皮色粗糙
而深沉，恢弘而古老，凝重而蒼勁 

地毯博物館珍藏很多精美的地毯。其
中展有尼雅遺址出土的著名漢代織錦 

喀什“活著的西域古城”、 

“絲路樞紐、巴扎王國” 

 古稱疏勒。位於帕米爾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交接處。作為古絲

路的交通要衝，是中外商人雲集的國際商埠，集中體現了民

俗風情、文化藝術、建築風格及傳統經濟的特色和精華 

艾提尕爾清真寺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建築
極富伊斯蘭特色。寺外廣場可容萬人做禮拜 

香妃墓是伊斯蘭教首領阿派克霍加及其家族的墓地，傳
說乾隆皇帝的香妃埋葬於此，建築亮麗，具伊斯蘭教風格 

吾斯塘博依手工藝品街以製作和銷
售維吾爾族傳統手工藝品而聞名於世 

喀什老城是全中國唯一以伊斯蘭文
化為特色迷宮式街區。民居內街縱橫 

喀什大巴扎是西北地方最大的國際
貿易市場。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攀登“萬祖之山”崑崙山 

“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 

崑崙山中國第一神山、萬祖之山。是中國西部山系的主幹。山
脈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部，橫貫新疆、西藏間，伸延至青海 
帕米爾高原早在中國漢代就以“蔥嶺”相稱，古代絲綢之路的南
道、中道從這里越過，而後向西通往西亞、南亞及歐洲各地 

中巴公路又稱喀喇崑崙公路，是一條連接新疆喀什與巴基
斯坦的公路。公路穿越崑崙山脈、興都庫什山脈、帕米爾
高原、南到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全長 1224 公里 

喀拉庫勒湖高山冰蝕冰磧湖。近距離觀看崑崙山脈三大山
峰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公格爾峰及公格爾九別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7%B1%B3%E5%B0%94%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5%BF%E9%83%A8/352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3163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80%E5%96%87%E6%98%86%E4%BB%91%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4%E9%83%BD%E5%BA%93%E4%BB%80%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7%B1%B3%E5%B0%94%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7%B1%B3%E5%B0%94%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7%A7%91%E7%89%B9&action=edit&redlink=1


第一天 

香港  烏魯木齊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中國國際
航空或香港航空或四川航空或中國東方航空客機(轉機經停北京、上
海、成都或重慶)飛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 
位於天山北麓。是地球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也是亞洲
的地理中心。有漢、維吾爾、哈薩克等四十多個民族 

膳食 午餐：航機上/自理  晚餐：航機上/自理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Hilton)或同級 

第二天 

烏魯木齊~ (火車、約 4 小時)庫爾勒(羅布人村寨【乘環保車、騎駱駝】) 

庫爾勒 
又名梨城，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府所在地。曾屬西
域 36 國之一的渠犁國。是古絲路中道的咽喉之地 

羅布人村寨 

是羅布人居住的世外桃源，涵蓋了塔克拉瑪幹沙漠、遊
移湖泊、塔里木河、原始胡楊林等自然人文景觀 
註：按當地政府公告，羅布人村寨不對持護照人士開放。
持護照參團客人，安排於酒店休息等候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博湖魚鮮風味 

住宿 5 星標準 庫爾勒萬達錦華酒店 或 梨城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庫爾勒(鐵門關、博斯騰湖蓮海世界景區【乘船】) ~ (約 6 小時)庫車 

鐵門關 
曾是南北疆交通的天險要衝，古代絲綢之路中道咽喉。
晉代在這裡設關，因其險固，故稱"鐵門關" 

博斯騰湖蓮
海世界景區 

是全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面積 1228 平方公里。水域
遼闊，煙波浩淼；西南小湖區，河道蜿蜒，蘆葦叢生，
荷花怒放，一派江南水鄉景色，故有“西塞明珠”之稱 

庫車 
古稱龜茲，是西域 36 國中的大國。歷史悠久，文化璀璨，
商業繁盛。漢朝設西域都護府、唐代設安西都護府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龜茲生態園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庫車天緣國際酒店 或 庫車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第四天 

庫車(天山神秘大峽谷、克孜爾石窟、庫車老城、庫車大寺) 

天山神秘 

大峽谷 

大峽谷由紅褐色山體組成，長約 3 公里。由億萬年風雨
侵蝕、山洪沖刷而形成，集雄、險、幽、靜、神為一體 

克孜爾石窟 
是龜茲石窟藝術的發祥地之一，其建築、雕塑和壁畫藝
術，在中亞佛教藝術中佔極其重要的地位。比敦煌莫高
窟更古老。壁畫已經保存了 1600 多年了 

庫車老城 
由熱斯坦路和兩旁的巷子組成五彩斑斕的老牆與院門，
能感受老城獨特的韻味。庫車王府及大寺就在老城區內 

庫車大寺 
是新疆第二大清真寺，修建於 15 世紀。寺分主殿和禮拜
用的大殿，全部青磚砌成，有高聳的門樓與宣禮塔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拌麵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5 星標準 庫車天緣國際酒店 或 庫車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第五天 

庫車(克孜爾尕哈烽燧、蘇巴什佛寺遺址、庫車王府、龜茲博物館) 

克孜爾 

尕哈烽燧 

修建於漢代。是新疆絲路古道上數以百計的烽燧中歷史
最長、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夯土建築的烽燧遺址 

蘇巴什 
佛寺遺址 

又稱昭怙厘大寺，遺址分東、西兩寺。佛寺建於魏晉時
期，中國古代三大佛經翻譯家龜茲高僧鳩摩羅什曾在此
開壇講經。唐玄奘西去取經路經此地，亦駐留兩個多月 

庫車王府 
可感受龜茲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還可以聽王爺講述王
爺家族的榮辱興衰故事，以及庫車社會經濟發展歷史 

龜茲博物館 
共設歷史出土文物館、佛教館、古錢幣館、民族民俗館，
展出文物萬餘件，以古龜茲特有的民俗文物最具代表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架子肉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庫車天緣國際酒店 或 庫車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第六天 

庫車 ~ (約 4 小時)阿拉爾 ~ 經塔克拉瑪幹沙漠第二公路 ~ (約 5 小
時)和田(沙漠觀景台、和田河) 

塔克拉瑪幹
沙漠第二 

公路 

公路北起軍墾名城阿拉爾，南至崑崙山腳下的和田綠
洲，2007 年 9 月建成，全長 424 公里。塔克拉瑪幹大沙
漠被探險家稱為“死亡之海”，是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 

沙漠觀景台 
觀景台位於和田沙漠公路傍，登上觀景台放眼四周，浩
瀚的沙漠，漂亮的沙丘、胡楊景觀，盡收眼底 

 
 
 

 

和田河 
發源於崑崙山和喀喇崑崙山，北流入塔里木盆地，穿過
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因盛產和田玉而聞名 

和田 
位於塔克拉瑪幹沙漠南側邊緣的綠洲內，是古絲路上的
重鎮，以“和田玉”、“和田毯” ，聞名天下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拌麵風味 

晚餐：烤包子風味 

住宿 4 星標準 和田和天下國際酒店 或 天津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和田(核桃樹王公園、地毯博物館、艾特萊斯絲綢手工坊) ~ (約 6.5 小
時)喀什 

核桃樹王 
公園 

樹王已有 300 多年。樹幹皮色粗糙而深沉，恢弘而古老，
像畫家筆下凝重蒼勁的色彩，形狀奇特，氣勢雄偉 

地毯博物館 
館內珍藏了很多精美的地毯。展有尼雅遺址出土的著名
漢代織錦“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圖案的精美地毯 

艾特萊斯 
絲綢手工坊 

和田是西域三大絲都之一。艾德萊斯綢被譽為“二十一
世紀最後的手工業”，絲綢質地柔軟，富於彈性，輕薄
柔韌，美觀華麗，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喀什 
位於帕米爾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交接處。是古代絲綢之
路北、中、南線的西端總交匯處，歷來就是中西交通樞
紐和商品集散地，貿易發達，有「巴紮王國」之稱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5 星標準 喀什深業麗笙大酒店 或 天緣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喀什 ~ (約 4 小時)喀拉庫勒湖(帕米爾高原、蓋孜峽谷、白沙湖、 
崑崙山脈、遠眺慕士塔格峰) ~ (約 4 小時)喀什 

帕米爾高原 

帕米爾高原早在中國漢代就以“蔥嶺”相稱，因多野蔥或
山崖蔥翠而得名，古代絲綢之路的南道、中道從這裡越
過，而後向西通往西亞、南亞及歐洲各地 

白沙湖 
是去喀拉庫勒湖的必經地。走出蓋孜峽谷，可見面積 44
平方公里的高原平湖。湖兩側遙遙矗立着公格爾九別峰 

喀拉庫勒湖 

湖面海拔 3600 米，是一座高山冰蝕冰磧湖。崑崙山脈三
大山峰公格爾峰、公格爾九別峰及被稱為“冰山之父”慕
士塔格峰將卡拉庫勒湖環抱，是世上少有的高原湖泊 

崑崙山脈 
中國第一神山、萬祖之山。是亞洲中部大山系，也是中
國西部山系的主幹。山脈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部，橫貫新
疆、西藏間，伸延至青海，全長約 2500 公里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高原風味 

晚餐：海爾巴格餐廳南疆特色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喀什深業麗笙大酒店 或 天緣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 

喀什(艾提尕爾廣場+清真寺、吾斯塘博依手工藝品街、喀什老城、 
維族民居家訪、香妃墓、喀什大巴扎)  烏魯木齊 

艾提尕爾 

廣場+ 
清真寺 

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寺內有很多氣勢壯觀
又極富伊斯蘭特色的建築。清真寺正門門樓是鵝黃色的
建築，旁邊是兩座宣禮塔，弧形的造型柔和靜美 

吾斯塘博依
手工藝品街 

是一處千年老街，以製作和銷售維吾爾族傳統手工藝品
而聞名於世。老街連接著老城西部縱橫交錯的街巷 

喀什老城 
民居內街縱橫交錯，大多為木、磚結構，不少已有上百
年歷史，是全中國唯一以伊斯蘭文化為特色迷宮式街區 

老城維族 
民居家訪 

一般人家都在有限的地方，蓋起兩到三層土木結構的小
樓，居室皆由木質扶梯、樓梯連結。被譽為「維吾爾族
活着的博物館」，是了解當地文化最佳地點 

香妃墓 

是伊斯蘭教首領阿派克霍加及其家族的墓地，後來因傳
說乾隆皇帝的香妃埋葬於此，於是香妃墓的名字漸漸取
代原名。建築恢宏漂亮，帶有非常濃厚的伊斯蘭教風格 

喀什大巴扎 
是西北地方最大的國際貿易市場。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
歷史，有“亞洲最大集市”之稱。有近萬種商品流通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楊柳烤肉風味 

晚餐：歡送晚宴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Hilton)或同級 

第十天 

烏魯木齊  香港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或香港航空或四川航空或客
中國東方航空客機(轉機經停北京、上海、成都或重慶)飛返香港。同
日抵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航機上/自理 

晚餐：航機上/自理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
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
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
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帕米爾高原高海拔地區，客人出發前必須留意身體狀況或咨詢醫生，並預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當地導遊會在
車上銷售當地特產：紅棗、黑枸杞、果脯、葡萄乾、巴旦木乾果、玫瑰/熏衣草精油、純馬脂等。                         PHL-FL-CHI20-014-05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0%E7%8A%81%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7%B1%B3%E5%B0%94%E9%AB%98%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9%87%8C%E6%9C%A8%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9%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6%B4%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5%BF%E9%83%A8/352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5%BF%E9%83%A8/352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31638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	 須填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 

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5,000元或以下 HKD2,000 40天

HKD5,001 - HKD10,000元或以下 HKD3,000 40天

HKD10,001元或以上 HKD5,000 40天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

司」將訂位作廢，另所繳之訂金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
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	 任何遲報名者須於起程前10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團費，須以現金或銀
行本票支付。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
遊保險；顧客有責任及必須閱讀和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及應
確保符合保單上的條款及條件。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
旅遊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
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特約旅行社。　    
•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
份入境國家認可的同意書。

•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費用包括
•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飛機線適用)
•	 鐡鐵路：行程表內所列之鐵路車票。    
•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

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 
•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

求，「本公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

確認其單人之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
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
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指定團別）

•	 交通工具：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
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下，採用空氣調節遊
覽巴士或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	 膳食：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
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顧客將獲安排旅程表內所
列或同類食肆。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
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均按照旅程
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之服務：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
15人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若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
領隊隨團出發，將由當地導遊接待。

•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服務供應商為準。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須視乎交通服務供應商而定，如行李額外超
重，費用須由客人承擔。

•	 嬰兒收費只包括交通服務供應商出票費，不包括機位或座位、酒
店或郵輪住宿、膳食及其他佔座之交通等安排。

 

費用不包括

•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    
•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  
•	 個人行李重逾二十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服務費每位不多於

港幣250元。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	 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情況而「本公司」不能控

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本公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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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
網頁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directive/223

•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
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請參
閱有關單張行程上所列。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均不
接納顧客在出發日或旅途中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已報名
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 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
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
替代活動。 

•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惟「本公司」如接納顧客
取消旅行團，「本公司」有權於所繳團費或訂金中扣除因取消旅
行團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
司」的行政費用或向顧客要求任何方式索償。

•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迎合顧客。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

收費內容包括1) 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
司機服務費。客人須根據尊賞假期收費項目繳付。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

港或外地）擬使用客人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
品等用途。如未經客人同意，我們不可使用，若客人反對有關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webmaster@texpert.com

特約旅行社

牌照號碼：353894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客人鐡另行繳付並
為團友帶來可靠保障，包括：特約旅行社    

(一) 旅遊業議會基金：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
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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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傷亡之
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非取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求全
面保障。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電話熱線：3151 7945查詢。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 Premium Holidays Limited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日期在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收費

中國及亞洲旅行團

40天前 全額訂金

39-34天前 50%之全額費用

33-21天前 75%之全額費用

20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