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天 賞「Go」高加索~亞美尼亞 
 
暢遊：埃里溫、格加爾德、泰格斯尼斯山、塞凡湖、傑爾穆、塔特凡  

『閃亮推介』 
『一段不被承認的慘劇』種族滅絕紀念館 

記念亞美尼亞人被鄂圖曼土耳其入侵及屠殺的一段悲傷歷史。 

『石頭中的修道院』格加爾德修道院 

2000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建於石洞中一個洞窟內，故又

被稱石中修道院。  

『大自然的藝術』石頭交響曲 

巨大石柱位於地面上方約50米高度，是火山岩倒塌的結果。 

『高加索明鏡』塞凡湖 

高加索地區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隨著光線和天氣而變色。 

『世界上最長的單線雙向纜車』塔特凡之翼 

纜車送你一對翼，翱翔於高加索深幽山谷之間，醉人美景一
覽無遺。 

『品嚐當地美酒』葡萄酒、白蘭地 
亞美尼亞美酒世界知名，傳統釀酒方法更令人大開眼界。 

『極致安排』 
~乘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飛往埃里溫，快捷舒適。 
~優選住宿國際品牌或優質酒店，旅程放鬆又放心。 
~精心安排於埃里溫住宿市中心酒店，方便自行探索或往市集、
超市購買手信。 
~4 人可組團，由當地英語導遊接待(3 人或以下組團需繳附加
費)，10 人以上專業領隊隨團。 

『精選美饌』 
精選自家制麵包、傳統卓瑪捲dolma、惹味雜燴飯ghapama、
老火燉肉 khashlama、烤鱘魚 sterlet fish barbeque 於行程中
當地餐廳或酒店餐廳享用，一嚐地道滋味。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Tour code: ECAY08 

霍瑞維拉修道院 

石頭交響曲 



如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此團集合時間為出發前一天晚上  
第 1 天 香港  埃里溫                                  
Hong Kong  Yerevan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乘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或俄羅斯
航空經莫斯科飛往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抵達後前往酒店休
息。 
：DoubleTree by Hilton Yerevan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埃里溫 ~ 市內觀光                                
Yerevan ~ City Tour                                    
早餐後，於埃里溫市內觀光。 
I埃里溫：亞美尼亞首都，更是全世界最古老城市之一。 
I階梯廣場：當初建造是為了凸出社會主義的偉大，拾級而
上，每一層都展示了不少藝術裝飾品。 
I共和廣場：境內規模最大的廣場之一。蘇聯統治時，共和
國廣場名為列寧廣場，並有一座列寧的雕像。亞美尼亞獨立
後拆除列寧像。每年亞美尼亞獨立日都在此舉辦閱兵儀式。 
種族滅絕紀念館：記念亞美尼亞人被鄂圖曼土耳其入侵及
屠殺的一段悲傷歷史，館外設有紀念碑、長明火、紀念牆和
各國元首栽種的紀念樹園。 
白蘭地酒廠：了解白蘭地的釀製歷史，一嚐亞美尼亞地道
白蘭地。 
I維尼莎奇露天市集：埃里温有名的跳蚤市場，攤位集合了
各色各樣的雜貨、藝術品、傳統手工藝品、古董等。 
I亞美尼亞之母像 
：DoubleTree by Hilton Yerevan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埃里溫 ~ 格加爾德 ~ 格加爾德修道院 ~ 加爾尼 ~  
加爾尼希臘神廟 ~ 石頭交響曲 ~ 特薩卡德蘇爾 ~ 泰格斯  
尼斯山                                                  
Yerevan ~ Geghard ~ Geghard Monastery ~ Garni ~ Garni 
Temple ~ Smphony of Stones ~ Tsakhkadzor ~ Mt. 
Teghenis                                              
早餐後，前往格加爾德及加爾尼。及後，乘坐四驅車前往參
觀加尼谷，又名石頭交響曲。稍後，驅車往特薩卡德蘇爾。 
格加爾德修道院：於2000 年被立為聯合國文化遺產，建於
一個洞窟內，故又被稱石中修道院，傳說耶穌被釘十字架時，
刺穿身體的長矛及其他遺物都被帶到此修道院，現存放於艾
奇米亞津大教堂國庫內。 
加爾尼希臘神廟：建於 1 世紀，殿內曾祭祀太陽神蜜思拉
Mithra；外觀有 24 根希臘列柱迴廊，相當特色。 
石頭交響曲：由熔岩流形成的，是由巨大對稱的六角形和
五邊形組成，具有與教堂風琴相關的長六邊形垂直圓柱的形
狀。 巨大的石柱位於地面上方約 50 米的高度，是火山岩倒
塌的結果，確實是一幅宏偉的自然藝術品。 
泰格斯尼斯山：乘纜車登山，海拔高度2881公尺。位於特
薩卡德蘇爾，是當地的度假勝地。 
：5星級 Marriott Tsaghkadzor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特薩卡德蘇爾 ~ 塞凡湖 ~ 塞凡納旺克修道院 ~ 傑   
爾穆 ~ 傑爾穆瀑布                                              
Tsakhkadzor ~ Lake Sevan ~ Sevanavank Monastery ~ 
Jermuk ~ Jermuk Waterfall                                                 
早餐後，遊覽塞凡湖及塞凡納旺克修道院。及後，途經色林
驛站前往傑爾穆。 
I塞凡湖：有「高加索明鏡」的美譽，是高加索地區最大的
高山湖泊，湖水會隨著光線和天氣而變色。盛產魚類、尤其
是鱒魚。 

I塞凡納旺克修道院：建於公元9世紀，意為「黑色寺院」，
巍然屹立於塞凡半島之巔，可以一睹塞凡湖的美景。修道院
旁有很多十字架石碑，其中一塊的耶穌造型非常奇特。蒙古
人入侵時，為了阻礙蒙古人破壞修道院，竟將耶穌改成蒙古
人的形象。 
I傑爾穆瀑布：亞美尼亞的第二大瀑布，水流從約70米高處
落下，因其流水細而長，故又名”美人魚頭髮瀑布”。 
：Jermuk Grand Hotel 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傑爾穆 ~ 塔特凡之翼 ~ 塔特凡 ~ 塔特凡修道院 ~ 
克德瑞斯克 ~ 搖擺橋 ～ 傑爾穆                                               
Jermuk ~ Wings of Tatev ~ Tatev ~ Tatev Monastery ~ 
Khndzoresk ~ Swinging Bridge ~ Jermuk                 
早餐後，乘搭纜車”塔特凡之翼”並前往塔特凡。稍後到訪克
德瑞斯克踏上驚險搖擺橋。遊畢，返回傑爾穆。 
塔特凡之翼：被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列為世界上最長的單
線雙向纜車。空中索道全長 5.7 公里長的纜連接懸崖上的塔
特夫修道院，把原本 45 分鐘的盤山公路縮短到 15 分鐘的空
中滑行，凌空俯視秀麗山景。 
(此活動如因任何理由停駛，將安排其他景點取代)。 

塔特夫修道院：屹立於懸崖邊的塔特夫修道院，建於中世
紀時期，修道院裡為複合式的建築群，有禮拜堂、修士宿舍、
藏書室等等，在當時兼具有大學及圖書館的角色，是亞美尼
亞非常著名及重要的學府。 
克德瑞斯克：有名的洞穴居村落，整片山坡點點錯落的穴
居口，現今已無人居住，剩下美麗的遺跡。 
搖擺橋：亞美尼亞最長的吊橋，置身峽谷中央被山丘及森
林環繞著，欣賞清幽秀麗風景。搖擺橋下便是驚險山谷，於
160 米的橋上每走一步，均令人小心翼翼。 
：Jermuk Grand Hotel 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傑爾穆 ~ 酒莊品酒 ~ 鳥巢洞考古遺址 ~ 諾拉凡修 
道院~ 尼色保護區 ~ 霍瑞維拉修道院 ~ 埃里溫 ~蔬果市集                                                     
Jermuk ~ Wine Factory ~ Areni-1 Birds Cave ~ Noravank 
Monastery ~ Gnishik Protected Area ~ Khor Virap ~ 
Yerevan ~ Shouka Fruit Market                                       
早餐後，前往酒莊品酒及鳥巢洞考古遺址。及後，繼續參觀
行程，並沿路返回埃里溫。 
酒莊品酒：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及阿塞拜疆)
所出產之葡萄酒各有特色，然而均保留了部份傳統的釀酒技
術，一嚐葡萄酒最原始的味道。 
鳥巢洞考古遺址：Areni 區的考古遺址，內有約 6 千年歷
史的古老釀酒工場遺址，及超過 5 千年歷史最古老的皮鞋。 
諾拉旺克修道院：Noravank 的亞美尼亞語是新修道院意。
建於 1205 年，修道院座落在一個河流侵蝕的狹窄峽谷中， 
其周圍環繞美麗的紅色岩壁。 
霍瑞維拉修道院：位於土耳其及亞美尼亞邊境附近。本為
囚禁聖人格列之監獄。 
I 蔬果市集：攤位林立不同種類的地道特色食品，水果、蔬
菜、香料等等。 
：DoubleTree by Hilton Yerevan酒店或同級 
第 7/8 天 埃里溫  香港                               
Yerevan    Hong Kong                                              
早餐後，於指定時間集合前往機場，乘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
或俄羅斯航空經莫斯科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8 天安抵香港，
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8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航機上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航機上/自理 

晚 航機上/自理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s://www.premiumholidays.com/tour_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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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內參觀  I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EUP20-021-1103 

https://www.premiumholidays.com/tour_terms/


重要責任及細則
A.責任問題
1.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本公司」）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郵輪、輪船、

火車或巴士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
有，管理或控制，而是按照航空公司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所定的規則條款下
簽發及安排。在發生突發或未能預料的情況下，顧客同意及接受航空公司及
當地接待及提供服務機構單位最終的安排，並同意此等安排不構成違反旅行
團的商品說明。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顧客同
意及接受須向擁有、管理或控制有關交通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
項目之供應商及機構直接交涉及追討或索償，不論交涉、追討或索償結果如
何，顧客不會要求「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
索償。

2.	 航空公司、郵輪公司、酒店、海外遊學課程舉辦機構及其他旅遊機構之服
務，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控制。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之顧客
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天災人禍、機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
工、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例等而招致損失或引致額外費用時，顧客
同意及接受不會要求「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
或索償。

3.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http://www.sb.gov.hk/chi/ota/
（香港保安局）的相關外遊警示（如有）。顧客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
定。如顧客因當地懸掛外遊警示而自行決定不隨團出發均當作自動放棄論，
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4.	 自備機票參加旅行團的顧客須先備妥有效入境簽證、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
票、保險及個別路線之交通安排。顧客必須於指定機場及時間集合。顧客已
安排之自定行程及機票如因擬定及/或推介日期沒有出發而需重新編定行程，
安排調動更改酒店、郵輪及所引致的損失、額外費用及一切與航空公司安排
調動更改機票的事宜，概由顧客自行承擔及處理。

5.	 在發生突發或未預料到事件的情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及當地服務
機構單位有權在旅途中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
用將酌量增減，顧客不得異議。各參加旅遊團之顧客同意及接受經調整的行
程安排為最終的安排，亦不會把這最終的安排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

6.	 「本公司」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船票，必須跟團往返，如顧客要求延期
逗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之機位/船位，惟顧客須繳付因
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但不論延期返
港之機位/船位確定與否，顧客不得藉此退團、要求更改出發日期或作出任何
索償。延期逗留之回程日期一經確認，一概不能更改，除經在航空公司允許
更改情況下，每人每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500元，另補機票差額。顧客同意及
接受當延期逗留開始時，「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延期逗留
期間之費用、責任、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均由顧客自負，概
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等無關，亦毋需負上任何法律
責任。

7.	 參加不同行程天數並合併出發之旅行團，按行程首先回港之顧客，於旅遊地
回港當日將不獲派領隊隨團，但由機場助理安排乘專車前往當地機場，顧客
須自行乘搭指定之航機飛抵香港。

8.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
及結束，離團後須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關。

9.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住宿/觀光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本公
司」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概不退回任何款項，不
會安排其他替代行程。

10.	 顧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法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風俗、入境或運輸的規定、
嚴禁攜帶違禁品、禁止使用航拍機、禁止酒店及住宿房間內吸煙及當地其他
違法條例等；違例者須自行負責，「本公司」保留追討因而引致的損失。

11.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或恐嚇其他顧客。顧客必須依
從導遊或其他獲授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合理指引，以旅行團整
體利益為依歸，若其中任何顧客不遵守合理而適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
有謹慎措施及安全規定，顧客同意及接受「本公司」有權終止顧客繼續參加
旅行團，而「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對有關顧客即告完成及結束。被終止繼續
參加旅行團的顧客，將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責任。

12.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除為安排旅行團
或觀光行程外，絕對不會提供予第三者。

13.	 顧客應將其護照副本、旅遊收據、旅簽證及旅遊保險保單和所有重要文件副
本留於易於聯絡的有關人事，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件時用。同時，顧
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及「本公司」，以備在緊
急情況下，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B.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1.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人理由未能

隨團登機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航空公司有權取消
餘下行程機位或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2.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航機內，航空公司
不需負任何責任，敬希垂注。

3.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如顧客表示對某種食物敏感（如堅果、花生、雞蛋、
牛奶等），須自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如顧客患有嚴重過敏症，請諮詢
醫生意見，以了解是否適合在特定情況下乘搭航班。如有任何特別調節要
求，顧客須於航班出發前最少72小時（或按個別航空公司之規定時間）聯
絡航空公司，要求航空公司準備特別餐膳或作出其他安排，並必須向航空公

司提交認可的醫生證明。個別航空公司為患有過敏症顧客提供的服務及安排
的政策可能不相同，敬請查閱個別航空公司網頁的相關資訊。

C.郵輪公司責任問題
1.	 顧客同意及接受所有郵輪假期均受郵輪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2.	 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郵輪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3.	 顧客同意及接受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輪公司最後

安排為準。
4.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天氣、交通情況而

更改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最終的
決定權，亦不會把更改岸上觀光行程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顧客亦就
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5.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顧
客同意及接受郵輪公司或「本公司」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D.特殊情況
1.	 行程內所涉及之費用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定。
2.	 鑑於燃油漲價或外幣浮動，「本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3.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將因應出票時外幣兌換價格及當時價格作出調整，如遇

兌換匯率上漲，客人須補回有關費用之差額，敬請留意。
4.	 「本公司」當盡力根據行程安排所有酒店，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

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滑雪期間或其他特殊情況，將安排住宿鄰近城市之
同級酒店代替。

5.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本公司」及
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6.	 顧客於出發前須預先辦妥所須入境文件包括簽證，沿途於任何國家，如顧客
因任何理由而被拒或延遲入境，顧客必須承擔此責任及須承擔由此問題而引
致同團顧客之損失，「本公司」毋須為此負任何責任。顧客所需額外安排之
食宿、交通及其他有關之費用全部由該顧客負責，而未能隨團完成之餘下行
程將不會獲得任何補償。

7.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出/入境時遭本港/當地移民局或
海關拒絕出/入境，不論是因其本身背景問題或任何其他原因（不論是否知道
原因），顧客同意並接受不能要求「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另所繳團
費不得退回或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旅行團，顧客須自行繳付期間引致之額
外費用。

8.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顧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守
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
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
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9.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公司」有
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程次序，顧客不得異議。

10.	 如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或航班延誤，導致客人需提出保險索償，顧客需自
行與保險公司聯絡。同時若需要「本公司」提供有關保險證明信或經由「本
公司」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延誤證明信」，其行政收費為每封港幣100元。
如顧客經「本公司」購買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專業旅運「貼
心寶」，則可豁免有關收費。

11.	 衛生署的旅遊健康中心建議各前往黃熱病流行地區，包括非洲和中南美的熱
帶地區的旅客，年齡9個月或以上的旅遊人士前往感染風險地區，都應接種
黃熱病預防疫苗。有關顧客身體狀況是否適合注射黃熱病疫苗或是否能夠承
受注射疫苗後可能會引起的副作用，請務必於報名前自行尋求家庭醫生提供
之專業意見。由於旅遊健康中心預約接種黃熱病疫苗輪候需時，「本公司」
強烈建議顧客於報名後盡早（不少於出發前10星期）與衛生署轄下的旅遊健
康中心預約「預防黃熱病疫苗」接種。詳情請向衛生署旅遊健康服務查詢。			
（網址:http://www.travelhealth.gov.hk/tc_chi/vaccine_prophylaxis/yellowfever.
html）

12.	 如顧客於報名後才確認因任何原因而未能注射疫苖並因此提出退團，「本公
司」會根據報名責任細則內之「取消訂位」條款處理。

13.	 巴西、秘魯及玻利維亞（或其他國家不時作出的規定）入境當局規定，凡旅
客前往上述境內，必須出示有關疫苗接種證明書方可入境。

14.	 顧客如因不能出示有關疫苗接種證明書而遭拒絕入境或引致任何損失，客人
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及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責。

E.平安保險
•	 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的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二十萬之平安保險，該項

保險由藍十字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
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
單TX900016為準，顧客須自行參閱承保條款細則。倘若藍十字保險公司終止
所有保障或更改條款細則，不管事先已向外宣佈與否，概與「本公司」及其代
理人等無關，「本公司」一概不負責任。

F.報名須知、手續及繳款辦法
1.	 攜帶由旅遊地回程日計有效期6個月或以上之旅遊證件到「本公司」或「本公

司」之特約旅行社辦理報名手續。由於個別國家之出入境條例有別，建議顧
客之旅遊證件於「旅遊地回程日」起計需有最少半年有效期。旅遊證件必須
有足夠的空白頁數，以蓋上出入境印或入境簽證。參加中國旅行團者請提供
回鄉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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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於報名後取消，所有已繳之團費將被
扣除，詳情請參閱有關行程單張上所列條款細則。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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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須根
據「本公司」收費項目繳付。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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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顧客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品等用途。如未經顧客同
意，我們不可使用，若顧客反對有關資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期
(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扣除費用

北美洲、中美洲
主題旅遊（指定北歐、加拿大）

主題旅遊（南美洲）

60 天前 全額訂金

59-45 天前 50% 之全額費用

44-31 天前 75% 之全額費用

30 天或之前 全額費用

歐洲、俄羅斯、澳紐、加拿大、
地中海、中東、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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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輪旅行團 ( 全線 ) | 出發前通知期
(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扣除費用

100 天以上 全額訂金

99 天至 60 天 50% 之全額費用

59 天至 40 天 75% 之全額費用

39 天內 全額費用

2.	 「本公司」根據顧客提供之旅遊證件內之資料進行訂位手續，包括：機票、船
票、車票、酒店、保險等。如顧客於報名後更改旅遊證件資料，必須立刻通知
「本公司」，因更改旅遊證件資料會導致其訂位須重新辦理，顧客必須繳付由
此而產生之額外費用。填妥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I.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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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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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毋需負責取消
旅行團的責任。

3.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否則如顧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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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委託機構有權取消其
隨團之資格，亦毋須發還任何團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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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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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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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訂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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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訂位一經被接納，所繳交之訂金或款項將不獲退
還，如客人已繳付全數金額，所有款項將按照以下計算方式扣除費用（但不包
括出發日及通知日）3.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顧客之訂位將被當作自

動取消論，所繳之訂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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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任何於餘額限期後報名之客人，報名時需即時繳付全數金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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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責任認清承保範圍，必須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確保所購買的保險能夠覆
蓋行程中各已包項目及自費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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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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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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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國家或有可能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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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G.費用包括
1.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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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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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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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交通工具：行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惟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的情
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

6.	 膳食：行程表內所列之膳食，惟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的情況下，「本公
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膳食。

7.	 遊覽節目：行程表內所列之遊覽活動，惟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的情況
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8.	 領隊之服務：「本公司」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15人為
原則，若個別旅行團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領隊隨團出發，改由當
地導遊接待。

H.費用不包括
1.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2.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全包系列除外)
3.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全包系列除外)
4.	 個人行李重量超出航空公司規定而收取之附加費。
5.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之服務費每位不多於港幣

250元。
6.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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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不能控制的情況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8.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旅行團別 旅行團別 餘數繳付限期

短線、東南亞及團費HKD$10,000元以下 HKD3,000 出發前 40 天

歐洲、俄羅斯、澳紐、加拿大、
地中海、中東、中亞、印度、非洲

HKD8,000 出發前 40 天

中美洲、北美洲、冬季北歐及加拿大 HKD15,000 出發前 60 天

南美洲、南極 HKD30,000 出發前 60 天

郵輪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10,000 元或以下 HKD6,000
出發前 100 天

HKD10,000 元或以上 HKD10,000

7.	 另外旺季期間之退團通知時間將會延長，而旺季之定義是旅行團出發日期為每
年之6月至9月、12月18日至翌年1月1日及農曆十二月廿三至一月初七：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期
(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扣除費用

歐洲、俄羅斯、澳紐、加拿大、
地中海、中東、中亞

50 天前 全額訂金

49-44 天前 50% 之全額費用

43-31 天前 75% 之全額費用

30 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general@premium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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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責任及細則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向本公司查詢。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
	•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顧客須另行繳

付。持有印花收據的顧客，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包括「旅行團意
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包括：（一）顧客因旅行社倒閉或挾款
潛逃，可從旅遊業賠償基金獲得外遊費九成之特惠賠償；及（二）參加旅
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人士，他們及其家屬可得到援助基金提供的
經濟援助，金額最高為港幣30萬元。上述賠償基金及援助基金並非取代旅
遊保險，顧客應自行購買合適的保險計劃，以求全面保障。

	•	如想查詢上述賠償基金及援助基金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
員會秘書處電話：3151-7945或到網站：https://www.ticf.org.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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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建議顧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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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責任及細則以尊賞假期網頁www.premiumholidays.com之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