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福緬甸，親切笑容，時光倒流，大街小巷，傳統食材

曼德勒(烏本柚木大橋)
蒲甘(城內及城外佛塔巡禮) 首都(內比都-大金塔 仰光(坐日本舊版JR列車-看盡仰光居民的百態)
八天直航團(團號USS-8-D1) (航空公司UB定期航班)
神秘面紗的國度~緬甸
緬甸是一個極度閉關自守的國家，外界難以一窺究竟，近年來逐漸朝
向開放之路，神秘面紗下的天然神韻才略顯一二。此地景緻渾然天成，
隨處皆有蒼翠的森林，清幽的山澗溪流，敦厚的民風，數不清的文化
古蹟及藝術品，俯拾所見的都是一樸拙的畫面。

優選出 6 種緬甸旅行不可缺少的環節
01 安排當地的服飾，做一天緬甸人做的，穿著緬甸傳統沙籠，女士臉
上抺上木香粉【德娜卡】，寺廟內享用是早上午有眾小沙彌們化緣得
來的【百福飯】，精彩的緬甸生活體驗，絕對讓您往後事事順心如意。
02 蒲甘農村采風探密社區感受真正農村生活，觀賞純古法手工棕櫚糖製做和棕櫚酒的釀造，看看區內保留的原始風貌。
用心感受玉石的天然之美-帶您去玉石市場感受小攤販買賣濃郁的氣息，分辨真正的玉石！
03 蒲甘現存的 2000 多座佛塔，仍與柬埔寨吳哥窟、印尼佛羅浮屠並列東南亞三大佛教遺址，成為世界遺產。在成千上
萬的佛塔中，以建築和佛像聞名的 6 座佛塔，則是朝聖的首要焦點。
04 【曼德勒山】沿著 1739 級石階，赤足登山；可鳥瞰曼德勒市全景和滾滾而來的伊洛瓦底江 和美麗的【夕陽】令人
心曠神怡！
05 曼德勒烏本柚木大橋-約有二百年歷史，全長 1.2 公里，是世界最長的柚木建成的橋。橋上可見當地居民和僧侶川流
不息地走過，是觀察和拍攝人文生活的理想地點。
06 仰光(坐日本舊版 JR 列車)-敬請如不接受沒有座位及沒有空調的尊貴客人建議不要上車參加
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報價：所有優惠不適用於此團。
出發日期：2018年12月9，16日 / 2019年1月6，13，20，27日 / 2月10，17，24日 / 3月3，10，17，24，31日 / 4月7，28日
原價錢$12999現在按首10位：$8999 / 11至15位：$9499 / 16位或以上：$9999
小童收費：$10699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1900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如有需要)：
出發日期：聖誕節及新年期間 2018年12月19，21，23，24，26，28，30日
春節期間
2019年 2月1，3，4，6日
復活節期間
2019年 4月15，17，19日
原價錢$13999現在按首10位：$10999 / 11至15位：$11499 / 16位或以上：$11999
小童收費：$8999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2300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如有需要)：
出發日期： 2019年 5月5，12，19，26日/ 6月2，9，16，23，30日 / 7月7，14，21，28日 / 8月4，11，18，25日 /
9月1，8，15，22日
原價錢$11999現在按首10位：$7999 / 11至15位：$8599 / 16位或以上：$8999
小童收費：$7099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 單人房附加費：$1900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如有需要)：
天數

行程
生效日期： 01-DEC-2018 / DW / 10-OCT-2018 / USS-8-D1

香港  仰光(或曼德勒或內比都)

1

請於指定時間到香港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緬甸首都仰光(可能需要經停曼德勒)(如晚抵白玉佛改為之
後行程遊)。抵達後由當地專業親切的導遊，迎接各位貴賓的蒞臨，隨後安排參觀【嶠多吉白玉佛】此佛寺佛高
37 英尺、寬 24 英尺、厚 11 英尺，此白玉原石係產於瓦城馬德雅山區，號稱世界最大的白玉原石，總重為 670 噸，
2000 年 5 月從瓦城運抵仰光，數十位工匠嘔心瀝血歷時 3 年多，方雕琢完成此一任務。前往下榻酒店略事休息。
晚宿 RGN Hotel Yangon 或同級
早X
午X
晚-
或晚宿 MDL Victoria Palace Hotel 或 Great Wall Hotel 或同級
或晚宿 NYT Mingalar Thiri Holtel 或同級

仰光(六層寺臥佛，市政府廣場，獨立紀念碑，百年歷史火車站--坐日本舊版 JR 列車) 首都-內比都
(國會大樓-只能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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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車前往【六層寺】，臥佛長達 72 公尺的世界第一大臥佛。接著安排
參觀仰光【市政府廣場】
、緬甸【獨立紀代碑】和【百年歷史火車站外
觀】坐日本舊版 JR 列車，看盡仰光居民的百態。午餐後專車前往
自 2005 年起遷往位於仰光以北 320 公里、曼德勒(瓦城)以南 250 公里處
的新首都，2008 年 5 月新憲法公投確立定都、命名"【內比都】"
【Naypyidaw】。在唯一的高速公路公路上,車程大約 5 小時。抵達後，
前往瀏覽內比都現代化【國會大樓】
（只能外觀，不能入內）和寬敞的
內比都現在代建設 、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晚宿 NYT Mingalar Thiri Holtel 或同級

早

午-

晚-

內比都  曼德勒(佛學院，庫克多佛塔，曼德勒山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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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專車前往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勒】的故宮所在地。曼德勒位
於緬甸心臟地帶，距離仰光約 620 公里，是緬甸末代王朝的都城，也是
緬甸第二大都市，不僅是通往上緬甸的門戶，更是內陸交通的樞紐和
全國貨物的集散地，地理位置十分扼要，是緬甸商業和文化的重鎮。
1857 年敏東國王建立曼德勒，迄今已超過 150 多年，在此之前曼德勒
被稱為＂耶德納崩＂或＂多寶之城＂。曼德勒不僅是緬甸研究佛教文
化的中心，也是多項傳統手工藝品的發源地。抵達後繼續前往有 3000
多位僧侶，緬甸最大的【佛學院】
，參觀千名僧侶一起用餐的壯觀景象。
先享用午餐，接著前往【庫克多佛塔】參觀世界最大之石刻經書，接
著前往【曼德勒山】（登山遊覽。沿著 1739 級石階，赤足登山（約 45
分鐘），抵達山頂後，參觀白色佛塔、佛像及一尊鍍金之柚木佛陀雕像；可鳥瞰曼德勒市全景和滾滾而來的伊洛
瓦底江 和美麗的【夕陽】令人心曠神怡！ 晚餐後入住酒店
晚宿 MDL Victoria Palace Hotel 或 Great Wall Hotel 或同級
早-
午-
晚-

曼德勒(烏本柚木大橋晨曦，玉石切割商業街，瑪哈牟尼大金佛寺，雕刻街)  佛塔之城-『浦甘』
(傳統木偶神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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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數

早上前往【烏本柚木大橋】
，此橋全長 1200 公尺，已有 160 年的歷史，該橋由 1086
支柚木豎立河,中橫越東德曼的兩岸，極為壯觀。專車前往早市參觀曼德勒著名的
【玉石市場】市場劃分為毛料交易區、片料（半成品）交易區、珠子（蛋面）交
易區、手鐲交易區，成品交易檔以及現場切割加工檔口。客戶可以在不同區域尋
找自己喜歡的玉石材料。市場裡還有一些簡單的加工作坊，就地加工就地銷售。
接著前往【瑪哈牟尼大金佛寺】此佛塔內供奉 Mahamuni 佛像 有著和仰光【瑞德
貢大金塔】一樣的崇高地位 後前往參觀當地著名的【雕刻街】
，參觀刺繡、雕刻、
金箔及玉石工廠。午餐後專車前往有【四百萬佛塔之城】美稱及緬甸第一個王朝
【蒲甘王朝】的首都－ 【蒲甘】
，浦甘王朝古皇城建於西元 849 年，曾是第一王
朝首都，有“四百萬佛塔＂之稱。佛塔之城-『浦甘』(Bagan City)，自西元 1 世紀
起便有建築，當時是孟族的居住地，1044 年，Bamar 族阿奴律陀取得王位，即將
浦甘王朝進前到前所未有輝煌時期，並將國教改為小乘佛教的重大變革，阿奴律陀的兒子奇安紀薩(Kyanzittha)更
使浦甘成為傳說中的「四百萬佛塔之城」，將國力達到頂峰。【緬甸傳統木偶神話劇場表演】：晚上依傍著伊洛瓦
底江，在燈光優美氣氛悠閒的環境下，享用一頓豐盛的緬國風味晚餐，並欣賞緬甸傳統舞蹈及木偶神話劇場表演。
晚宿於 NYU Famous Bagan Hotel 或 Gracious Bagan Hotel 或同級
早-
午-
晚-

行程
生效日期： 01-DEC-2018 / DW / 10-OCT-2018 / USS-8-D1

蒲甘(佛塔巡禮-觀賞世界十大落日美景-蒲甘日落) +團員們穿著緬甸傳統沙籠，精彩的緬甸生活體驗，
百福飯，及 純古法手工棕櫚糖製做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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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阿南達佛塔 Ananda】
（城外）：蒲甘最美的塔，最能代表緬甸早
期的佛塔建築，精巧對稱的設計敷著白泥雕飾，令人讚歎！Ananda 公
認是浦甘平原上最美的佛殿，精巧對稱的設計敷著白灰，不論牆內、
外的灰泥雕飾，或是經典的 Chinthe 都讓人讚歎。相傳 1105 年奇安紀薩
國王在 8 位印度聖人幫助下，完成這座平原上最傑出的佛殿。從 Ananda
的平面圖可以發現，這是希臘十字(Greek Cross)建築，這是之前不曾出
現的設計，同時還結合了孟族佛殿風格，令專家訝異。Ananda 是四方
對稱的設計，4 個大殿面對四方，各有一尊高 9.5 公尺的立佛，目前只
剩南、北兩面的佛像是原造的，設計者在廊壁上開有圓型天窗，使光
線可照在佛面，極具巧思。接著前往【古彪基佛塔 Gubyaukgyi】
（城外）
：
以精美壁畫聞名的佛塔，此塔讚頌佛祖五百五十輪迴的動人事蹟。學
者只能從 Gubyaukgyi 頂上和 Mahabodi 造型相似的塔頂，推斷它應也屬 13 世紀的建築。Gubyaukgyi 以內部 544 幅
精美的壁畫聞名，所以又被稱為「Great Painted Cave Temple」
，這 544 幅佛生圖以一格格長寬約 12 公分的小格排
列，內以線描勾勒出輪廓，雖然年代久遠，依然可以看出令人驚歎的精細工夫，可惜許多壁畫被一個 Dr.Thomann
在 1899 年給偷走了。繼續參觀【瑞西貢 Shwezigon】
（城外）
：浦甘的地標，香火最盛，最靈驗的佛塔。造型簡單，
3 層方平臺為基座，上接一八角形平臺連接鐘型塔，也為後來浦甘平原許多佛塔的建築範本。據說斯裡蘭卡國王
曾向阿奴律陀進獻一顆佛牙，阿奴律陀讓一隻白象載著佛牙，最後在白象停住處蓋塔收藏佛牙。(團體達 10 人或
以才安排)上午 10 點 30 分左右，團員們穿著緬甸傳統沙籠（男士和女士穿法不同，導遊會現場示範），女士們臉
上抺上木香粉【德娜卡】，專車前往【瑞藏達寺廟】體驗當地緬甸人民生活模式，並在瑞藏達寺廟內(如有興趣)
享用是早上午有眾小沙彌們化緣得來的【百福飯】，精彩的緬甸生活體驗，絕對讓您往後事事順心如意。備註：
傳統沙籠和木香粉由當地旅行社提供。
午餐後，前往蒲甘郊區的農村采風探密。美麗婆娑的棕櫚樹不僅是蒲甘平原上美麗的點輟，也是蒲甘人民經濟來
源之一。遊客們悠閒地在農村棕櫚樹下，觀賞純古法手工棕櫚糖製做和棕櫚酒的釀造；並品嚐棕櫚酒和美味的傳
統小吃茶葉涼拌等。爾後觀賞當地人徒手攀爬棕櫚樹，採集棕櫚汁液的神奇美技。運氣好的話還可以觀賞到當地
人以牛隻推磨，古法製做花生油的精彩過程。下午繼續遊覽【瑞山都佛塔】是蒲甘允許遊人攀登的最高佛塔。是
觀賞萬塔之城的最理想之地，是觀看日出日落的最佳之處。可將萬塔盡收眼底。也可自費：遊覽【伊洛瓦底江上
漁周唱晚】傍晚坐遊船行使到緬甸境內第一大江、緬甸的母親江——伊洛瓦底江，您可以靜靜地觀看江天一色、
欣賞亞州最浪漫的日落（10 人一艘 RMB120）。遊覽結束前往餐廳享用晚餐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晚宿於 NYU Famous Bagan Hotel 或 Gracious Bagan Hotel 或同級
早-
午-
晚-

蒲甘(佛塔巡禮)  内比都(內比都大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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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數

早餐後前往【大比紐佛塔 Thatbyinnyu】
（城內）：蒲甘最高的佛塔－，
此塔並有『神廟』之譽，Thatbyinnyu 名稱源自佛陀無所不知，學問精
深之意，由 Alaungsithu 國王建於 12 世紀，為浦甘中期成熟技術的代表
作。【狄瑪揚意佛塔 Dhammayangyi Pahto】
（城外）：平原最大佛塔，面
積最大、城牆最厚。 根據科學儀器測量，Dhammayangyi 建於 1165 年，
當地人認為是 Narathu 為贖殺父之罪而蓋的，他的要求十分嚴苛，若磚
塊之間插進一根針，就砍斷工人手指，吸引參觀者莫不仔細觸摸緊密
的接縫。另一派學者認為是 Alaungsithu 國王所蓋，只是工程直到他去
世尚未完成。Dhammayangyi 的建造原理是模仿 Ananda，所以主殿裡理
當有兩道迴廊，但最裡面那道迴廊卻以磚塊、石頭封死，只留下東殿
及佛像，讓專家不解。經由盜墓者挖出的小通道，專家得以見到迴廊裡居然藏有灰泥雕飾和剝落的壁畫，顯示此
迴廊是在完工後才封起，但原因不明。現參觀 Dhammayangyi 內部只能沿外圍走廊，要注意裡面有很多蝙蝠，需
閉氣疾行。午餐後專車返回內比都抵達後前往首都最大的【內比都大金塔】參觀(請著長褲或傳統沙龍)，內有別
於一般大金塔為實心建築，內比都大金塔為空心建築，富麗堂皇，內有 4 尊價值不斐的玉佛恭奉於此，突顯出首
都對於佛教文化尊崇的地位。
晚宿 NYT Mingalar Thiri Holtel 或同級
早-
午-
晚-

行程
生效日期： 01-DEC-2018 / DW / 10-OCT-2018 / USS-8-D1

内比都  仰光(雪達根大金塔，佛教歷史博物館，皇家湖，翁山市場，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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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專車返回仰光參觀緬甸最具歷史性的建築物，可媲美印度著名的
泰姬瑪哈陵；同時也是仰光市的地標【雪達根大金塔】，塔頂鑲有七千
多夥鑽石及一夥世界最大的紅寶石，價值連城，寶塔四周用純金鑄成，
金光閃閃有如黃金城一般地耀眼，塔周環立著 68 座各式小塔，簇擁著大
金塔而形成金塔之林，尤其當夕陽西下時場面更加壯麗。參觀【佛教歷
史博物館】歷代高僧遺留下來的法器，舍粒子及各種佛經。參觀【翁山
市場】，也是仰光最大的開放市場，旅客可自由隨如意的購買紀念品。
接著前往仰光華人聚集最多且最熱鬧的街道【唐人街】參觀，揭開貴賓
們緬甸之旅的序幕，在此您可以實際瞭解緬甸華人的生活實況。讓您回
味 50 年代的中國特色，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晚宿 RGN Hotel Yangon 或同級
早-
或晚宿 MDL Victoria Palace Hotel 或 Great Wall Hotel 或同級
或晚宿 NYT Mingalar Thiri Holtel 或同級

午-

晚-

午-X

晚-X

仰光(或曼德勒或內比都) 香港機場散團 仰光至香港(可能需要經停曼德勒)
***行程至此完滿結速，祝君旅行愉快***

早-

***行程至此完滿結速，祝君旅行愉快***
簽證所需資料：香港特區護照(HKSAR)、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CI、DI 及澳門特區護照，有效期六個月或以上旅遊
證件正本、1.5 X 2 寸彩色(需要白底+6 個月內相片)照片 3 張、簽證需時 3 個工作天、香港身份證副本一份、地址、在職證
明(名片或公司放假信亦可)、簽證費$550。若透過本社代辦簽證，請於交尾數時或出發前 10 天簽證:)，把以上資料連同一式
兩份已填的簽証申請表交回本社。
地區

自費專案

成人

十二歲以下/小童

大約活動時間

不參加者安排

大約前往時間

RMB200/人

RMB150/人

1 小時

自由活動

15-30 分鐘

蒲甘

日出塔
伊洛瓦底江上渔周唱晚
傍晚坐遊船

RMB220/人

RMB120/人

1 小時

自由活動

15-30 分鐘

1.
2.

安排時間：到達該地區期間進行。
此非硬性參加自費項目，團員可以自行決定是否參加及了解自己的保險是否包含保障這活動，不參加者可以自由活
動。由於部分自費活動地點會在城巿與城巿之間，所以此類項目請客人見諒，盡量取得雙方平衡，使旅遊更充實融
洽，敬請注意。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數、高度等。上述之價目表只供參考用途，價錢及自費活動內容如有任何更改，則以當
地接待為最終標準，客人亦可自行衡量是否參加。
4.
如客人欲參與自費活動時，應衡量身體狀況是否適合，如有任何意外責任，則由參加者自行承擔。
自費活動收費按照活動性質而定，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門券、工作人員的超時工作等，請向導
遊查詢。如活動需額外導遊或其他職員，小費則隨心打賞。日出塔自費項目一般達 10 人或以上才可成行(日出塔是需要早
上約 5 點出發去等6 點左右日出。
【伊洛瓦底江上漁周唱晚】傍晚坐遊船行使到緬甸境內第一大江（一般 10 人或以上才可
成行）
。

注意事項：

(1)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2)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機票服務費及燃油附加費、行李保險、相機稅約(500-800KS/人/景點) 、
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一間房建議給 1 至 2 美元/次、酒店床頭小費一間房一天建議給 1 至 2 美元)等。
(3) 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航班
時間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4) 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旅客參考。
(5) 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是以仰光及曼德勒作調動，香港至仰光往返航班可能需要經停曼德勒再飛及出入
境口岸/航班只供參考，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準。
(6) 去程如採用零晨班機，客人需要提前一晚深夜集合，回程班機可能會採用深夜或零晨班機，如是這行程
的第 9 天早上才能抵達關口散團(機上過夜)。
(7) 餐廳、廁所、休息站，可能會出現買絲綢字畫、雕刻品茶壺、茶葉…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
定購物點，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8)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9)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
作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本公司
恕不負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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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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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旅行社處理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 供應商 (即航空公司、郵輪公
司、火車公司)等等因應旅行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金額以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及本
社在處理團員退款時容許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2000/人(以上所述是本公司所收取之手續
費, 並不包括以下所述有關交通服務供應商所徵收之有關手續費)；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
的網站(www.tichk.org)。
(11) 如受塌坊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需支付之超公里費，由各團友分擔。
(12)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回機
場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如稅項減少，
將會出發前向客人退回差額)，因此必須按數額支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金及
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3) 如人數不足 2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隨行，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
例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普通話或英語/司機一般只會當地語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
言/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會說英語(導遊不跟客人乘機)/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言/餐館
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 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言，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
客人。
(14)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2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
本、機票及酒店能否確認)，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不會再另行通知。
(15)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
認識(或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16) 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了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僅供
參考!
(17)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18) 日出日落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19) 此行程為深度之旅。因地處偏遠，部分地區餐食、住宿條件有限，路途艱辛遙遠，有數日需於途中餐館
用簡餐，用餐條件較差，旅客須有心理準備，但沿途美麗的風光，絕對值回票價。
(20) 行程途中如遇天災、氣候等不可抗力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致使無法完成行程，有權變更旅程、遊覽
項目或更換食宿。
(21) 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的，一般我社是先付門票費，之後再退款給公司，優惠團費絕對沒有
計算您們門票收費，所以請(長者/殘疾)不要提出退門票差價(出示證件買票是登記程序，約貴客不配合
出示有效證件，所有門票由客人自理)。
(22) 若單人報名，不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23) 若行程的酒店遇到客房滿或政府徵用，會安排同級酒店內住，不另作通知。
(24) 遊覽(基本是中小型車及沒行李箱)狀況絕不能與東南亞線（如泰國、馬來西亞、新加坡…等）相提並論，
因當地對旅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不足請旅客旅遊時，先調適自己，這樣一來相信您會
有美好的旅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
(25)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步分貴賓是遲於
30個工作天報名的)。
(26) 一般安排商務酒店(大堂小一點)。
(27)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
門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
諒解與配合!
(28) 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29) 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臨時取消細則、個人資料私隱政策聲明》
。
亦需要將以上資料轉述給其所有同行之人士。
(30) 優惠團報團時全額付清，本社恕不接受，所繳付之費用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出發日期。
(31) 優惠團如私人事故取消訂位或要求改期、扣除團費之100%。團員如在旅途中突然退出或不參予任何團
體活動（如膳食、觀光、住宿等）
，均當作自動放棄論，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32)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成行出發(因部分貴賓遲報
名，所有做成不便)。
(33) 日出及日落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34)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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