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 至 5 月 26 日出發航次
 香港 
以下各行程提供英語或普通話導遊
SVHKG01NM
香港半天遊–不含餐
行程時間:約 4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600 人
收費
港幣$
400 成人
港幣$
350 小童
太平山頂





太平山頂－站在海拔 373 公尺的太平山頂上，維港兩岸的九龍半島、香港島北岸，將一一展現在
您的眼前。
香港仔漁村－感受百多年前原為漁民聚居的小村落，窺探漁港濃厚的地方色彩，遊客更可選擇自
費乘坐舢舨暢遊內港，體驗昔日漁家生活。
星光花園 – 重現經典電影場面。星光花園展覽內容包括: 星光大道電影紀念銅像，包括李小龍、梅艷
芳、麥兜、香港電影金像獎女神及電影系列銅像; 明星掌印牌匾; 共 9 支燈柱印有經典電影金句及其他電
影元素。

SVHKG02NM
海洋公園半天遊–不含餐
行程時間:約 4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600 人
收費
港幣$
530 成人
港幣$
370 小童
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海洋公園–是一個世界級的海洋動物主題樂園，集娛樂、教育及保育於一體。自 1977 年開幕以
來，香港海洋公園不斷更新設施，廣受遊客歡迎。到熱帶雨林天地拜會亞馬遜動物；於夢幻水都體驗海
底之旅及觀賞全球首個 360 度水幕表演雙龍奇緣！探訪亞洲動物天地的珍貴動物之餘，乘搭登山纜車飽
覽海天一色的風景，到海洋劇場欣賞海豚、海獅的演出，還有機動世界動感天地！香港老大街將六、七
十年代的絕跡風貌呈現眼前。踏入全新景區冰極天地，讓你一次過盡覽南北兩極珍貴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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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 至 5 月 26 日出發航次
SVHKG03WM
南丫島海鮮晚餐–含晚餐
行程時間:約 3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200 人
收費
港幣$
560 成人
港幣$
540 小童
** 此岸上遊覽團是 SVHKG01NM 及 SVHKG02NM 加長部份。
**

海鮮晚餐

此岸上遊覽團於晚上約 18:00 出發。



海鮮晚餐於南丫天虹海鮮酒家－南丫島是香港的第三大島嶼，這裡擁有秀麗的海灘，多元文化的
小商店及咖啡室，是香港人假日休閒的好去處。南丫天虹海鮮酒家是南丫島上最具規模的海鮮酒
家，屢獲餐飲界殊榮。

備註:
 此岸上遊覽團包括往返渡船由公眾碼頭 ~ 南丫島 ~ 公眾碼頭。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括往返郵輪碼頭至公眾碼頭的交通，乘客需自行往返碼頭 (從碼頭步行至另一公眾碼
頭上船約 10 分鐘)。

SVHKG04NM
香港迪士尼樂園之旅 –不含餐
行程時間:約 7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600 人
收費:
港幣$
890 成人
港幣$
680 小童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迪士尼樂園–置身【香港迪士尼樂園】之中，走訪美國小鎮大街，跟迪士尼朋友拍照留念，或是乘
坐小艇在探險世界窺見各種動物，並投進明日世界進行好玩刺激的太空歷奇，讓充滿歡欣夢幻的國度融
合您的悠閑假期之中！探索 7 大主題園區，展開一段奇妙、驚險刺激的冒險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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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 至 5 月 26 日出發航次
SVHKG05NM
Hop On Hop Off 觀光巴士九龍遊–不含餐
行程時間:約 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80 人
收費:
港幣$
270 成人
港幣$
270 小童

玉器市場



Hop On Hop Off 觀光巴士團 –跟隨我們的 Hop On Hop Off 觀光巴士，捕捉這個精彩城市的多種面貌。隨
時在任何站點輕鬆登車，隨您心意探索城市。觀光巴士團為您介紹香港豐富多姿的中國文化與殖民地歷
史，遊遍香港最精彩的旅遊景點，包括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不含門票)， 女人街，廟街，玉器市場等
等。

備註: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含導遊。

SVHKG06NM
Hop On Hop Off 觀光巴士九龍遊及天際 100–不含餐
行程時間:約 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80 人
收費:
港幣$
400 成人
港幣$
400 小童

玉器市場



Hop On Hop Off 觀光巴士團 –跟隨我們的 Hop On Hop Off 觀光巴士，捕捉這個精彩城市的多種面貌。隨
時在任何站點輕鬆登車，隨您心意探索城市。觀光巴士團為您介紹香港豐富多姿的中國文化與殖民地歷
史，遊遍香港最精彩的旅遊景點，包括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已包含門票)， 女人街，廟街，玉器市場等
等。

備註: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含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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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 至 5 月 26 日出發航次
注意事項:
平安保險保障
年齡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醫療費用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緊急醫護疏散費用
US$5,000
US$5,000
6 個月或以上
1. 此平安保險由美亞保險承保, 所有條款細則及不承保事項，一概以美亞保險所發之保單為準。本公司有權對顧客終止所有
保障而不向外宣佈。
2. 平安保險用途並非取代旅遊保險，本公司強烈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旅遊保險，以獲得更全面的旅遊保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童優惠價適用於 12 歲以下之小童，小童 2 歲以下免費。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菜餐，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部分岸上遊覽團可能需要步行較長路程，消耗較多體力。請乘客在參加該等岸上遊覽團前注意其身體狀況。
部分岸上遊覽團設有最低人數標準，如人數未及標準，可不能成團。
所有岸上遊覽團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報名，並設有最高接待限額；本公司建議閣下儘早報名，以免因滿額帶來不
便。
岸上遊覽團團隊票一經售出，屬不予以退款，也不可以轉讓。
請乘客保護好私人物品，謹防偷盜、搶劫。
乘客在碼頭內外或參加岸上遊覽團期間，請加陪小心，以防造成意外。
乘客外出時注意用餐衛生，請不要在髒亂的環境下飲用及用餐。
岸上遊覽團是由獨立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麗星郵輪集團只為該接待旅行社代售岸上遊覽團的套票。麗星郵輪集團
（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構）將不會為該接待旅行社之行為、疏忽、缺失或遺漏及／或旅客因岸上遊覽團而
引至之損失或傷害承擔任何責任。
接待旅行社有權因應運作上的需要、天氣情況及／或旅客之安全、舒適或享受需要而更改行程（包括，但不限於，觀
光地點、交通、住宿及餐飲安排）。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麗星郵輪集團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就上述變
更而引至旅客之損失、延誤、不便、失望或費用等承擔任何責任。
麗星郵輪集團（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構）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就不可抗力事件而引至旅客之損失、傷害、
索償、費用及支出而承擔任何責任。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或戰爭威脅、動亂、災難、天災（包括，但
不限於，惡劣天氣情況、風暴、海嘯、地震及／或颱風）、恐怖活動、火災、交通工具技術故障、港口關閉、罷工及
其他工業行動、政府部門之行動或決定及其他不受麗星郵輪集團及接待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況。
接待旅行社有權根據以下幾點拒絕乘客參加岸上遊覽團或取消岸上遊覽團: 遲到的乘客; 安全因素; 移民清關; 及超越接
待旅行社管轄範圍之內的因素。
宣傳刊物所載資料在送印時皆為正確，麗星郵輪集團保留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最終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如有任何爭
議，麗星郵輪集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除了麗星郵輪集團船上之岸上觀光櫃檯安排的相關交通服務以外，麗星郵輪集團將不對其他自由行乘客在所停靠港口
的任何活動/交通服務負責，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任何活動/交通服務不在麗星郵輪集團的控制範圍內。
行程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參照船上岸上觀光團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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