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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國、冰島
《北國風情、冰火國度》11天

閃 亮 推 介

Tour Code : ENVA11

極致享受
選乘芬蘭航空凌晨出發，同日到達維爾紐斯，
比同類行程多住一晚酒店。
安排於波羅的海海濱城市帕蘭加住宿一晚。
里加連續入住兩晚 5 星級酒店。

精選美饌
里加 ~ 雲達里皇宮餐廳、

BBQ 烤豬肋骨、牛扒餐
塔林 ~ 愛沙尼亞摩登料理
藍湖溫泉 ~ LAVA 餐廳、
雷克雅未克 ~ 冰島羊風味、
 著名餐廳 Fish Company

立陶宛：維爾紐斯、帕蘭加       拉脫維亞：里加、派爾努       愛沙尼亞：塔林

冰島：雷克雅未克、金環風景之旅、維克、史卡法特國家公園、傑古沙龍冰河湖

暢遊 /

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冰島

『從古城到波羅的海海岸』
 立陶宛的精粹
漫遊老城區、對岸共和國和達卡城堡，到訪海
濱城市帕蘭加及愛與和平之地~十字架山。

『拉脫維亞 ~ 里加舊城區』
北方小巴黎，活力都會城市，舊城區有著不同
的歷史故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懷舊古味』愛沙尼亞
完整保留了中世紀風華的塔林古城，遊覽上城
區及下城區。

『華麗宮殿』雲達里皇宮及御花園
極具代表性的巴洛克宮殿建築，與俄羅斯嘉芙
蓮宮齊名，宮殿、壁晝、裝飾奢華盡顯氣派。

『戶外溫泉之樂』藍湖
特別安排享受冰島溫泉，並提供浴巾，天然風
光，身心舒壓。

『冰原之行』傑古沙龍冰河湖
乘水陸兩用船暢遊傑古沙龍冰河湖，零距離
接觸日漸消融的萬年冰川。

『世界地理教室』冰島金環
暢遊火山湖、溫泉城、黃金瀑布、間歇泉；地
球上動人的地理教室。

『魔幻海岸』玄武岩黑沙灘
火山溶岩與海浪的長期雕琢，形成了知名的
黑沙灘。

玄武岩黑沙灘

達卡城堡

立即掃瞄
參閱詳情

波羅的海
冰島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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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法入住5星級酒店，將安排市內4星酒店，並於其
他城市安排5星級酒店｜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0/11天

早 自理/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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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雲達里皇宮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自理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冰島羊風味 自理/航機上

晚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BBQ烤
豬肋骨

牛扒餐
愛沙尼亞
摩登料理

藍湖溫泉
LAVA餐廳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FISH 

COMPANY
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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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航
空經赫爾辛基轉機飛往立陶宛的首都 ~ 維爾紐斯。航機抵達後，專
車前往市區遊覽。
I 維爾紐斯：迷人的中世紀城鎮。舊城區薈萃不同時代的古建築。參
觀黎明之門、維爾紐斯大教堂、市政廣場及古城區。
I 對岸共和國：在舊城區的對岸。它是個在 1997 年 4 月 1 日愚人節
由一班藝術家自己聲稱獨立的小區。這裡擁有自己的國旗、總統、
憲法，甚至一度擁有一支 12 人的「軍隊」。
Radisson Blu Lietuva 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乘坐前往機場，乘客機經赫爾辛基轉機飛往冰島首都 ~ 雷
克雅未克。航班抵達後前往有世界七大溫泉美譽的藍湖。

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乘坐芬蘭航空經赫爾辛基飛返香港。航機
於第 11 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早餐後，遊覽玄武岩黑沙灘，然後驅車經史可卡及塞里雅蘭瀑布前
往雷克雅未克。
I 玄武岩黑沙灘：熔岩從地殼的裂隙湧出，遇到海水冷卻收縮形成
黑色結晶體，而沖刷鋪成了黑沙灘。

I 史可卡瀑布：發源自冰原的河流，又稱為〝彩虹瀑布〞，寬度 25
公尺、高度 60 公尺，是冰島知名的大瀑布之一。

I塞里雅蘭瀑布：從懸崖上飛奔而下的白色水流與四周美景合而唯一，
構成一幅極致美景。

I 赫格瑞斯亞大教堂：又名尖頂白教堂，始建於 1937 年，用以紀念
冰島有名的詩人赫格瑞斯亞，是冰島最大的教堂，亦是雷克雅未克
最觸目及最著名的地標之一，約有 75 公尺高，建築外兩側呈許多根
直柱，此為象徵冰島火山造成的玄武岩柱。
 珍珠樓：全市的最高點。珍珠樓的頂部處有一個呈六邊形的觀景
平台，由於這裡地勢較高，能見度極佳。在觀景平台 360 度俯瞰雷
克雅維克的全景，能看到人跡罕至的火山，還能俯瞰現代化的都市。

I 太陽航海者、市政廳

Grand Reykjavik 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展開冰島「金環風景之旅」，欣賞冰島冰火交融的島國。
及後前往南部的維克。
 國會山國家公園：又名國會平原，是古老議會的所在地，也是歐
美板塊的交界。18 世紀因板塊運動造成的火山和地震而摧毀，仍可
見擴大中的板塊裂隙，體驗腳踏兩洲的奇妙！

I 間歇噴泉：大大小小的間歇噴泉散落各處，噴發高達數十公尺之
蒸氣噴泉，蔚成奇觀。

I 黃金瀑布：著名的斷層峽谷瀑布。經冰川溶化而成的河水如萬馬
奔騰，傾瀉而下，壯觀非常。

I 火山湖：橢圓形的火山湖，約 6,500 年前形成，四周是紅色岩石，
由雨水和融雪積存而成的湖水，像是一顆碧綠的寶石。
( 註：冰島全國夏天為旅遊旺季，而南部城市酒店供應非常緊張。如維克酒店客滿，
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

Kria 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驅車前往史卡法特國家公園。及後乘觀光船暢遊傑古沙龍
冰河湖。遊畢，返回維克。

I 史卡法特國家公園：天然景致聞名。可以欣賞到潔白晶瑩的冰川、
碧綠的灌木叢以及漆黑的火山熔岩山。
 傑古沙龍冰河湖：位於冰島最大，僅次於南極和格陵蘭冰川的瓦
特納冰原的前緣。隨著全球暖化，冰原也日漸融化，前端部分形成

了冰河湖。雪白山峰和岸邊黑色的沙岩形成強烈對比；湖中漂浮的冰
雪在日光折射下，散發出冰藍的光芒。
( 註：冰島全國夏天為旅遊旺季，而南部城市酒店供應非常緊張。如維克酒店客滿，
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

Kria 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遊覽著名的達卡城堡。及後前往海濱城市帕蘭加。
 達卡城堡：古堡由橙紅色磚頭建成的歌德式建築，坐落於 Galve
湖的小島上，故又名「水中城堡」，由小木橋連接兩岸，如詩般的
景致與童話般的古堡，構成一幅絕色美景 。
帕蘭加：位於波羅的海海岸，是立陶宛著名的海濱度假勝地。
 琥珀博物館：了解具有五千年歷史的琥珀。館內陳列了琥珀原石
及琳琅滿目的琥珀飾品及藝術品。

Gradiali Palanga 酒店或同級
( 註︰如旺季帕蘭加未能提供足夠團體房間，將安排住宿於鄰近城市。)

早餐後，驅車前往遊覽十字架山。及後續往拉脫維亞首都 ~ 里加，
中途參觀華麗的雲達里皇宮及御花園。

I 十字架山：天主教教宗若望 ‧ 保祿二世曾到此為世界祝願，宣布
這是一個盼望、和平、愛與犧牲的地方。
 雲達里皇宮及御花園：由意大利天才大師，也是俄羅斯聖彼得堡
冬宮的設計師 Bartolomro Rastrelli 所設計。宮殿裡裝飾奢華，極具
氣派，其法式風情的御花園華麗典雅。

5 星級 Grand Kempinski 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於里加舊城區漫遊。及後，前往戈雅國家公園參觀圖拉達城堡。

I 里加舊城漫遊：1997 年列為世界遺產。舊城裡保存了完整的中世
紀建築，可說是一座建築博物館。遊覽里加城堡、市政廣場、三兄
弟屋、火藥塔、瑞典門、聖彼德教堂。

I 戈雅國家公園：位於戈雅河谷。自然風光綺麗動人，被譽為拉脫
維亞的小瑞士。
 圖拉達城堡：城堡建於 1214 年，以紅磚堆砌而成的哥德式建築，
於塔頂觀看城堡全景及戈雅河峽谷的壯麗景觀。

5 星級 Grand Kempinski 酒店或同級

第2天 維爾紐斯 ~ 達卡城堡 ~ 帕蘭加 ~ 琥珀博物館
Vilnius ~ Trakai Island Castle ~ Palanga ~ Amber Museum

第3天 
帕蘭加 ~ 十字架山 ~ 
雲達里皇宮及御花園 ( 拉脫維亞 ) ~ 里加
Palanga ~ Hill of Crosses ~ Rundale Palace & Garden (Latvia) ~ Riga

早餐後，途經有「波羅的海明珠」美譽的派爾努，及後前往愛沙尼
亞首都 ~ 塔林。

I 派爾努舊城區：從市政廳開始都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到達
舊城區主要街道 ~ 騎士街暢遊，兩旁散落 17-20 世紀悠久歷史建築，
街道設計為昔日碼頭的景象。

I 塔林舊城區：1997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歐洲保存最完整中世
紀風貌的城市之一。遊覽維魯城門、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市政
廳廣場、圓頂教堂、通比亞城堡。

Radisson Blu Olumpia 酒店或同級

雷克雅未克 香港
Reykjavik  Hong Kong

第10/11天 

維克 ~ 玄武岩黑沙灘 ~ 史可卡瀑布 ~ 塞里雅蘭瀑布 ~
雷克雅未克 ~ 赫格瑞斯亞大教堂
Vik ~ Reynisdrangar ~ Skogafoss Waterfall ~ Seljalandsfoss ~ 
Reykjavik ~ Hallgrimskirkja Church

第9天 

由於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因此集合時間為出發前一天晚上。

第4天 
里加 ~ 市內觀光 ~ 戈雅國家公園 ~ 圖拉達城堡
Riga ~ City Tour ~ Gauja National Park ~Turaida Castle

第5天 
里加 ~ 派爾努 ( 愛沙尼亞 )~ 塔林 ~ 市內觀光
Riga ~ Parnu (Estonia) ~ Tallinn ~ City Tour

第7天 

雷克雅未克 ~ 金環風景之旅 ( 國會山國家公園 ~
間歇噴泉 ~ 黃金瀑布 ~ 火山湖 ) ~ 維克
Reykjavik ~ Golden Circle Tour (Thingvellir National Park ~ 
Strokkur Geyser ~ Gullfoss Waterfall ~ Kerid Volcano Crater) ~ Vik

第8天 

維克 ~ 史卡法特國家公園 ~ 
傑古沙龍冰河湖 ( 包乘水陸兩用觀光船 ) ~ 維克
Vik ~ Skaftafell National Park ~ 
Jokulsarlon Glacier (Amphibian boat tour) ~ Vik

Northern Europe

第1天 香港     維爾紐斯 ( 立陶宛 ) ~ 市內觀光
Hong Kong  Vilnius (Lithuania) ~ City Tour

第6天 塔林              雷克雅未克 ( 冰島 ) ~ 藍湖溫泉
Tallinn                Reykjavik (Iceland) ~ Blue Lagoon

 藍湖溫泉：冰島著名的地熱溫泉。藍湖附近的發電廠將發電後的熱
水排出至低窪的火山岩地，熱水溶解了岩層裡的礦物質，形成終年煙
霧嬝嬝的藍色溫泉水。湖水溫度介於攝氏 37~39 度之間，含礦物質，
具有護膚功效，是個溫泉天堂。（註：包浴巾及飲品一杯，敬請自備泳裝）

Grand Reykjavik 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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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