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 出發日期 團費(大小同價)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HKGJ01 
星期一至五 $348 

09:00 九龍太子運動場 
星期六、日 $368 

團費包括：全程交通費用，午餐，十萬元平安保險及導遊服務費。所有費用全包! 

蔬菜統營處的前世今生逾半世紀的蔬菜集中地 

行 
程 
內 
容 

集合點出發(九龍太子運動場) ~ 乘專車前往荃灣~西方寺~三楝屋博物館~ 
南豐紗廠~午餐品嚐粵式點心餐~往往荃灣海濱公園~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新鮮蔬菜開箱購物體驗，每位團友贈送時令蔬菜包） 
~乘專車前往集合點解散 

註:以上行程及膳食次序僅供參考，以當日安排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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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藝文匯聚、 

香港蔬菜文化體驗一天遊 

西方寺 

暢遊： 
西方寺、南豐紗廠 
荃灣海濱公園、三棟屋博物館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新鮮蔬
菜開箱購物體驗，每位團友贈送
時令蔬菜包) 

香港蔬菜文化體驗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位於長沙灣的臨海黃金地段， 

 六十年來經歷政權交替，依然年中無休地為香港市民服務。 長沙灣疏菜批發 
市場於 1965 年建成，市場的設計特別，採用拱形屋頂，空氣流通。歷史巨輪 
不停轉動，新舊交替， 讓我們親身體驗個中故事。 
特別安排統營處工作人員帶領參觀上世紀批發拍賣場、香港築地，新鮮蔬菜開箱 
購物體驗。(每位團友贈送蔬菜包：時令蔬菜半斤+靚栗米一支+泰國秋葵300g 一包)。 



生效日期:2022年9月6日 

荃灣海濱公園 
1990年落成啟用。公園由海濱花園的發展商耗資興建，費用逾6,000萬元。
海濱公園沿海而建，面積4.26公頃，大部分是填海土地。海旁建有一條緩
跑徑，沿途設有多個健身站、卵石路步行徑及專為長者而設的健身設施。 

西方寺 
西方寺是一所座落於香港新界荃灣老圍三疊潭的佛教道場，由佛
教團體香港菩提學會會長永惺長老 於1972年修建，背靠大帽山，
前臨三疊潭，全寺面積為140,000平方呎，時至今日，西方寺已成
為區內有名的寺院之一。 

三棟屋博物館 
二百多年歷史的客家圍村，於1981年列為法定古蹟，1987年重修成
博物館。佔地約2,000平方米，建築佈局有如棋盤，左右對稱，中軸
線上設有前廳、中廳和祠堂，中間有四間獨立房舍，並由左右兩旁的
橫屋和後方的排屋圍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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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紗廠 
於2018年落成，是南豐集團策劃的地標式保育項目，見證香港紡織工業
的承傳，並帶領本地應用創意及創新產業邁進新里程。 建基於集團的承
傳與歷史，南豐紗廠以紡織和工業為根基，交織出創新、文化及學習體
驗，讓訪客從中探索不斷延續而真實的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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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