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 出發日期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團費(大小同價) 

HKGF01 星期一至五 08:30 
鑽石山港鐡站 

( 荷里活廣場馬沙百貨後門) 
$568 

團費包括：全程 交通費用(包括船費)，西貢全記海鮮風味午餐及十萬元平安保險， 所有費用已全包!! 

行 
程 
內 
容 

集合點出發 ~ 乘專車前往前往萬宜水庫東壩地質公園 ~ 拍攝遊覽億年六角柱石、海蝕洞、
巨型工字防波堤、遠觀破邊洲等 ~ 前往西貢市中心 ~ 午餐於米芝蓮最佳食府「西貢全記海
鮮菜館」享用豪華海鮮宴 ~ 乘船前往客家古村落盬田梓 ~ 拍攝遊覽曬鹽場、聖若瑟小堂、
玉帶橋、澄波學挍 ~ 乘船返回西貢市中心 ~乘專車返回集合點解散 

萬宜水庫東壩地質公園 
客家古村落 - 盬田梓 
米芝蓮海鮮盛宴一天 

 暢遊:  萬宜水庫東壩地質公園 
億年六角柱石、海蝕洞 
巨型工字防波堤遠觀破邊洲 
盬田梓曬鹽場、玉帶橋 
聖若瑟小堂、澄波學挍 

米芝蓮 
「全香港最佳食府之一」 

西貢全記海鮮菜館 

  

特濃芝士龍蝦(伊麵底) 

清蒸鮮鮑魚 

蒜蓉粉絲蒸元貝 

清蒸海上鮮 

椒鹽游水鮮墨魚 

古法鹽焗雞 

全記海鮮鮮蝦炒飯 

上湯浸時蔬 

精美果盤 

西貢萬宜水庫東壩 
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
質公園的重要景點之一！環境優
美，收藏了壯麗的地貌景觀，包
括香港儲水量最大的人工水庫、
約1億4000多萬年歷史的六角岩
柱群，規模之大，極爲罕見；而
地質步道終點更可以近距離探視
海蝕洞、防波堤等，景色壯觀。 

以上餐單為每桌8人用餐，如因限聚令而每桌用餐人數減少，餐單將會有所更改而菜色會因應用餐人數減少而遞減。 
餐單只供參考，菜色以餐廳當日之供應為準。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客家小島秘境 ~ 鹽田梓  
又名鹽田仔，是西貢對出的島嶼，
由於本身島上的居民全部信奉天
主教，故有「教友村」的美稱。
鹽田梓是香港碩果僅存的鹽田，
非常難得！除可參觀鹽田的製作
過程外，島上亦有不少景點，如
天主教堂、鹽田仔博物館及文物
陳列室等。 



生效日期:2022年5月19日 

溫馨小提示 安心防疫措施 

「疫苗通行證」：所有遊客均滿足「疫苗通行證」的最新  疫苗接種  

    要求Vaccine Pass_0505_coronavirus.gov.hk 

「安心出行」登上旅遊巴/船和進入景點/食肆時，必須用「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以作紀錄。 
• 請客人自備晴、雨用具，防曬裝備、輕便服裝及自備水樽和飲用

水，及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 敬請衡量個人體能狀況，並遵從當日導遊指引。 
• 現時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及特別地區等，已不設垃圾箱及回收箱。

做好源頭減廢及「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 餐廳每席入座人數上限會按當時政府最新公佈實施之政策作準，

餐膳款式及數量會視乎每席入座人數可能會增加或減少，本社不
會另行通知，客人不得藉詞退團或退款，敬請留意。 

• 行程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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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狀病毒疫苗/檢測 : 確保領隊/導遊及工作人員

已接種三劑疫苗並在出團當天進行快速抗原檢測。 

消毒用品準備 : 確保旅遊巴及行程期間為參加者提

供消毒搓手液或消毒濕紙巾。 

體溫量度 : 出發前為所有參加者及工作人員測量體

溫; 拒絕讓體溫超過 37.5℃及身體不適的人士隨團

出發。 

配戴口罩 : 領隊/導遊、司機等工作人員及所有參加

者，除用餐時間外全程必須配戴外科口罩。 

安心用膳 : 根據最新政府規例人數安排座位。 

保險保障 : 為所有參加者購買包含 2019 冠狀病毒

病保障的本地旅遊保險。 

六角形岩柱：由淺色火山岩組成的六角形岩柱，
是地質公園西貢火山岩園區裡的瑰寶。岩柱於
1.4億年前在超級火山爆發後形成，覆蓋面積估
計超過100平方公里， 
而萬宜地質步道是近距離觀賞六角形岩柱的最
佳路線，全程大致平緩易行，郊遊設施齊備。 

海蝕洞：萬宜地質步道盡頭的木橋，
是通往海蝕洞的入口。此處從前為一
狹窄水道，貫通糧船灣洲和西貢半島，
後來因興建水壩而被分隔。海蝕洞是
由海浪長期侵蝕而形成的天然洞穴，
令人嘆為觀止。 

鹽田梓文物陳列室 (澄
波學校)前身是村內唯一
的小學-澄波學校， 於
1920年建成，是許多在
鹽田梓讀書的村民和西貢
居民的美好回憶。2006 
年村民把學校右邊課室改
建成文物陳列室。 

鹽田梓曬鹽場 
鹽業曾經是島上
的經濟支柱,可惜
鹽場最終不敵國
際競爭，被市場
淘汰。如今，昔
日的曬鹽場只作
示範用途。  

彎曲岩:  一系列S形彎曲岩柱，有如一幅鬼
斧神工的天然壁畫。這裡的六角形岩柱尚未
完全凝固前，受到地殼運動影響而扭曲成S
形。若干年後，岩柱較脆弱的彎曲部分，在
下陷作用下裂開，地下岩漿則沿著岩石的裂
隙，往上灌入石柱中，冷卻後形成現時的獨
特形態。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香港遊 - 報名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於作出任何付款前，請務必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被視為接受下述所有條款及條

件) 

牌照號碼: 353894 CAL20 -T&C(HK)-20070 

1. 報名時需繳付全數團費 (團費均以港幣價格)。 
2. 團費定義：0-23 個月為嬰兒，2-11 歲為小童，12 歲或以上為 
成人。 

3. 對未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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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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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報名時必須提供與香港身份證完全相符之英文姓名、出生日 
期、日間及夜間聯絡電話，尊賞假期有限公司(「本公司」)  
無須承擔一切因客人提供的錯誤資料所衍生的額外費用。 

5. 團費費用包括： 

i. 

ii. 

行程表上所列明之交通接送、膳食、景點入場門票(如 
適用)； 

港幣 10 萬元平安保險 
團費費用不包括： 
i. 

ii.  
iii. 

個人消費 
行程表列以外之觀光節目 
因私人交通阻延、罷工、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而非「本 
公司」所能控制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6. 「本公司」會為每位客人購買平安保險，報名時必須提供每 
位客人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以作購買保險用途，否則本 
公司有權拒絕報名。 

7. 「本公司」會保存參加其合資格綠色生活本地遊的每名遊客 
的姓名及其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的首四個字母數字 
字符，以供有需要時查核。 

8.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退團/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訂位一經確認後，不能取消或更改日期，已繳付的所有費用 
亦不會獲任何退款。客人可於出發前 5 個工作天內更改其他 
客人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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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團隊未能成團，將於出發前一個工作天下午三時前致電通 
知； 

3. 如遇人數不足，交通工具或景區出現問題等可能變化情況， 
或不可預知的因素，「本公司」有權在出發前一天（出發日 
不計）取消旅行團，但「本公司」無需負責取消旅行團之責 
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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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賠償，及人身安全亦自行負完全 
責任與「本公司」無關。 

5. 暴雨或颱風訊號及特殊情況安排 
陸上遊： 

i.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三號或 
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或經天 
文台預報有關信號將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團隊將會 
取消，客人可選擇改期出發，否則所有已繳付之費用 
恕不退回。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 
團隊則會照常出發，如客人選擇不出發，所有已繳付 
之費用恕不退回。 
另外，在旅程途中，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警告或三號 
或以上颱風信號，基於客人的安全考慮，團隊行程將 
會提早結束，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留意。 

ii. 

iii. 

海上遊： 
i.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三號或 

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 
或經天文台預報有關信號將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團 
隊將會取消，客人可選擇改期出發，否則所有已繳付 
之費用恕不退回。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團隊則 
會照常出發，如客人選擇不出發，所有已繳付之費用 
恕不退回。 

 報名需知及手續 iii. 

ii. 

另外，在旅程途中，天文台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或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基於客人的安全考慮，團隊 
行程將會提早結束，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 
留意。 

 特別提示 
1. 出發當天客人憑報名收據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並帶備有 
效的身份證以便核對身份。如客人沒有攜帶收據，請於集合 
地點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予工作人員核對身份。否則「本公司」 
有權保留客人隨團出發的決定權，而被拒絕出發的客人之所 
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留意。 

2. 全程安排粵語工作人員。 
3. 客人請於出發當日提早十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4. 所有海上遊及陸上遊旅行團，客人一律不得攜帶寵物。 
5. 為保障客人健康，如身體不適或體溫超過 37.5℃者，會被拒 
絕隨團出發，而團費將不獲退款。 

6. 出發當天請穿著輕便衣服、運動鞋、自備雨具、防曬裝備、 
自備足夠飲品及平安藥物。 

7. 由於部份行程景點路面不平，需步行或走上多級階梯，故不 
建議孕婦或行動不便的人仕參加。 

8. 12 歲以下小童參與海上遊團別時必須穿著救生衣。 

 責任細則 
1.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2. 如旅行團遇天氣、海面情況惡劣、道路阻塞、交通工具發生 
技術問題或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情況下，「本公司」有權 
根據當時情況，以安全理由更改或調動或取消行程或改乘其 
他交通工具，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如有更改或調動，以 
領隊安排為準，旅客不能藉故要求退款或減收費用，旅客不 
得異議。 

3. 如旅客故意不遵守規則或妨礙領隊或團體之正常活動及利 
益時，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 
領隊有權取消其參團資格，所繳費用恕不發還，而該團員離 
團後一切行動與「本公司」無關。 

4. 每檯用餐人數以酒家或餐廳安排為準。 
5. 當日行程編排及次序可能會因應時間及景點所需而有調動， 
以當日工作人員安排為準。 

6. 行程上提供的相片，只供參考。 
7. 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如輪船或巴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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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供應商暫停或改動，恕不另行通知，一切以供應 
商之最新安排為準。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 
或代上述服務機構單位簽發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 
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條款簽發。 

8. 旅客如遇交通延誤、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向擁有、管 
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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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該等遺失、傷亡或損 
失負責。對於非「本公司」職員之任何疏忽或失職，「本公 
司」也概不負責。旅客當根據有關服務機構單位之有關規則 
條款，進行追討交涉。旅客在行程中如遇事故（如參加娛樂 
或遊戲項目時發生意外）而導致傷亡或財物損失，「本公司」 
概不對該等傷亡或財物損失負責。 

9.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以獲 
得全面保障。另旅客因自行參加行程外之節目而引致意外， 
概與「本公司」無涉。 

10. 旅客應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及其人身安全保障，如有遺失、 
損壞或失竊，「本公司」概不負責賠償。如有損傷，「本公司」 
恕不負責。 

11. 客人參與活動免責條款：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 
計及安排，惟客人參加此等活動時，應該遵守服務人員之指 
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格、身體健康狀況，以及 
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自行評估應否參與，並須 
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當客人認為有需要時，更 
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12. 本條款及細則只備有中文譯本，一概以中文譯本為準。 
13.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