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数 早�餐 午�餐 晚�餐

1天 鯉⿂⾨海鮮宴

    東龍洲 果洲群島

特⾊品嚐《鯉⿂⾨海鮮宴午餐》��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玩⾨市地址

⾹港⾹港⾹港
團號：HK10006-1D

集合時間
0 9 : 1 5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尖沙咀公眾碼頭

    (舊鐘樓旁)

尖沙咀集合由 生態地質導遊帶領出發 。

果洲群島 又名九針群島，主島包括北果洲、南果洲和東果洲。各團友從 船上遙望 ，便能看到北果洲

名聞遐邇的奇特六角柱狀火山岩，由黑色基性玄武岩組成火山岩，由肉紅色酸性流紋質火山岩冷卻，

而成的大面積六角柱狀節理火山岩卻是非常罕見。石柱環繞島的中心，形成一座天然的迴旋石梯，甚

為奇觀。(如遇天氣影響船出果州海域、安排遊覽附近景點。)

  

資深 導遊於船上講解 果洲的奇岩名勝，遠觀島上名勝包括虎口大洞、天然石室、天梯洞、迴流洞、

大炮石、銀瓶頸及大灶口等…。透過介紹認識各種地質地貌形成過程，這次體驗旅程為各團友大開眼

界。  （ 於船上觀看一小時半 ）

專船前往鯉魚門酒家 品嚐《鯉魚門海鮮宴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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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南北果洲群島、東⿓洲暢遊南北果洲群島、東⿓洲暢遊南北果洲群島、東⿓洲
綠⾊⽣活地質觀摩遊綠⾊⽣活地質觀摩遊

東龍洲 是香港西貢區最南端的島嶼，位於清水灣半島以南，香港島小西灣之東南，島嶼面積達 2.42 

平方公里。 由於東龍洲位於佛堂門以南，古時被稱為南佛堂或者南堂島。島嶼西南的南堂海峽也是

因為南堂島的名稱而得名。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8.生效日期:2022年4月25日-12月30日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出發⽇期 成人價

$239⼀⾄五

$30未包含服務費

$259六及⽇

上船/車前需測量體溫，發燒者不得上船/車；團友出入景點/餐廳/上車/上船需掃描【安心出行】需滿足【疫苗通行證】要求接種2針疫苗



天�数 早�餐 午�餐

1天 東涌海鲜宴

牌 照 號 碼 ：3 5 3 1 7 9

       

心
報名
熱線 3721  3211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玩⾨市地址

⾹港⾹港⾹港
團號：HK10070-1D

        

         

        

Day1 欣賞沿海風光 )→踏上『沙州島』拍攝全港唯一『西方明珠-雷達站』- 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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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王榴槤、奶凍、⾶碟】
【潮派網紅點⼼宴】

集合時間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出發⽇期 成人價

一至五

六至日

$30未包含服務費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09:15
  荃灣碼頭(西鐵站C1出口)

近觀港珠澳大橋、龍鼓沙州海岸公園、西方明珠-雷達站、追蹤中華白海豚

 

《東涌海鲜宴》

09:15荃灣碼頭集合後轉乘遊覽專船出發→近觀港珠澳大橋宏觀建設 ( 禁區前

雁背頂→龍鼓沙州海岸公園（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海域面積約1,200公頃）

→午餐《東涌海鲜宴》→大小磨刀海岸公園→追蹤中華白海豚 ( 中華白海豚屬

國家一級重點保護海洋哺乳動物，自港珠澳大橋施工以來，中華白海豚的數量

有增無減，從2010年的1200頭增加到如今的2000多頭。在這片海域，越來越多

 的人與中華白海豚驚喜邂逅）→專船返扺荃灣碼頭解散

連島沙洲 雁背頂 海岸保護區

乘船近觀港珠澳大橋 一天團

$238

$248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8.生效日期:2022年4月25日-12月30日

上船/車前需測量體溫，發燒者不得上船/車；團友出入景點/餐廳/上車/上船需掃描【安心出行】需滿足【疫苗通行證】要求接種2針疫苗



天�数 早�餐 午�餐 晚�餐

1天 蛋家灣風味宴

    深涌大草原 船望鬼手岩

溢洪壩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玩⾨市地址

⾹港⾹港⾹港
團號：HK10119-1D

集合時間

0 8 : 4 5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08:45  集合指定地點，步行往碼頭轉乘遊覽專船出發

      大學火車站

  ( 美心快餐門前 )

      10:00 

11:45       

12:4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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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期 成人價

⼀⾄五

$30未包含服務費

遊深涌⼤草原、鴨州沉積岩、⼸州獅⼦球
綠⾊⽣活⽣態地質遊綠⾊⽣活⽣態地質遊

      

      
遊覽專船返抵碼頭散團 ( 行程之先後次序及用餐時間只作參考 當天導遊安排為準 )。17:00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8.生效日期:2022年4月25日-12月30日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六⾄日 $268

船灣淡水湖 溢洪壩 鬼手岩 高流灣

 深涌大草原一天團
溢洪壩 鬼手岩 高流灣 深涌大草原

《蛋家灣風味宴》

溢洪壩又名滾水壩，於高点欣賞船灣淡水湖副壩雄偉建築，觀賞蓄水庫內+太陽能發熱裝備。 ( 大約
停留一小時多 來回步行30多分鐘 )

專船遊覽黃竹角咀最古老的岩石鬼手岩、龍爪出海 石景奇觀。 ( 船上觀賞 導遊介紹 )

午餐《蛋家灣風味宴》– 餐後遊覽蛋家灣，遠觀蚺蛇尖登山路線。(登蚺蛇尖起點之一)

登岸深涌世外大草原，深涌被石屋山、石芽頭、畫眉山環抱着，是一條客家村落，擁有一大片大草原，
有清溪、淡水沼澤、濕地等多種生態環境。( 如當天陽光充配 可拍到至美的天空之鏡 )  大約停留一
小時

248$

上船/車前需測量體溫，發燒者不得上船/車；團友出入景點/餐廳/上車/上船需掃描【安心出行】需滿足【疫苗通行證】要求接種2針疫苗



天�数 早�餐 午�餐 晚�餐

1天 塔門風味宴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港⾹港⾹港

08:45          

10:00

12:00

專船返抵馬料水碼頭散團，客人需步行往火車站或轉乘交通工具離團。

集合點名之後，由資深 地質生態導遊 帶領乘船出發。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 行程之先後次序及用餐時間只作參考 以當天導遊安排為準 )

出發⽇期 成人價

$249

$269

⼀⾄五

$30未包含服務費

六及⽇

資深⽣態資深⽣態
�地質導遊�地質導遊

資深⽣態
�地質導遊

遊吉澳��東平洲海岸公園�
品嚐吉澳特式海鮮餐�

11:00

集合時間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團號：HK10120-1D

0 8 : 4 5
      大學火車站

  ( 美心快餐門前 )

@導遊於船上詳細介紹赤門、印州塘、大鵬、塔門、東坪等⋯著名景點

17:00

A線 B線

  

上船/車前需測量體溫，發燒者不得上船/車；團友出入景點/餐廳/上車/上船需掃描【安心出行】需滿足【疫苗通行證】要求接種2針疫苗

8.生效日期:2022年4月25日-12月30日

乘專船前往東平洲 - 香港第4個海岸公園之一，擁有品種豐富的珊瑚群落，其多變的海岸地貌也造就多
個外形獨特的觀光名勝，如更樓石、龍落水、斬頸洲等，其千變萬化的頁岩更被喻為「香港四大自然奇
景」之一

龍落水步行徑 ( 來回大約步行1小時半 )@如不去龍落水，亦可以自由活動於更樓石。

午餐《塔門灣風味宴》

後遊覽蛋家灣，遠觀蚺蛇尖登山路線。(登蚺蛇尖起點之一)13:30

上船/車前需測量體溫，發燒者不得上船/車；團友出入景點/餐廳/上車/上船需掃描【安心出行】需滿足【疫苗通行證】要求接種2針疫苗

探索東平洲 龍落水

 高流灣一天



天�数 早�餐

1天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玩⾨市地址

⾹港⾹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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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王榴槤、奶凍、⾶碟】
【潮派網紅點⼼宴】

集合時間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出發⽇期 成人價

一至五

六至日

$30未包含服務費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午�餐

  

 

晚餐

九龍塘火車站D出口

 

 

 

   
 

 

09:15

8.生效日期:2022年4月28日-12月30日

  

  

 

  

      

 

 

  

Day1

團號：HK10128-1D

$329
$359《帝都酒店中西自助餐》

棕櫚樹大草地、沙田公園、東南亞特式OUTLET

帝都酒店中西自助餐

  《帝都酒店中西自助餐》

"澳州墨爾本"沙田公園一天團

當天菜款出品 以酒店供應為準0

9:15香港九龍塘火車站D出口集合→遊覽"澳州墨爾"本棕櫚樹大草（從

低角度拍攝，可以拍出美國邁亞美感覺構圖。 臨海燈塔無敵海景看台 

可遠眺大嶼山和飛機升降區）→午餐《帝都酒店中西式自助午餐》→餐

後可自由閒逛一田百貨公司→沙田公園→全新裝修大型直銷中心東南亞

特式OUTLET（東南亞國家特產，贈送每位客人1杯檸檬茶特飲）→尖沙

咀地鐵站解散。



天�数 早�餐

1天

牌 照 號 碼 ：3 5 3 1 7 9

       

心
報名
熱線 3721  3211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玩⾨市地址

⾹港⾹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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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王榴槤、奶凍、⾶碟】
【潮派網紅點⼼宴】

集合時間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出發⽇期 成人價

一至五

六至日

$30未包含服務費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午�餐 晚餐

  

 

九龍塘火車站D出口

 

 

 

   
 

 

09:15

8.生效日期:2022年5月10日-12月30日

Day1

  

  

 

  

      

 

 

  

團號：HK10133-1D

$199
$229《東南亞美食自助餐》

   

酒店内享用東南亞美食自助餐

將軍澳海濱長廊 跨海大橋

《東南亞美食自助餐》休閑一天遊

9:15香港九龍塘D集合出發--將軍澳海濱長廊--將軍澳跨海

大橋【步行來回約半小時】--午餐《酒店内享用東南亞美食

自助餐》--大型直銷中心東南亞特式OUTLET（東南亞國家特

產，贈送每位客人100ML檸檬特飲）--尖沙咀地鐵站解散

將軍澳海濱長廊、將軍澳跨海大橋、直銷中心東南亞特式OUTLET



天�数 早�餐

1天

牌 照 號 碼 ：3 5 3 1 7 9

       

心
報名
熱線 3721  3211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玩⾨市地址

⾹港⾹港⾹港

        

         

����

����

������������������������

��������������槤�������
�

��品嚐【⼭王榴槤、奶凍、⾶碟】
【潮派網紅點⼼宴】

集合時間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出發⽇期 成人價

一至五

六至日

$30未包含服務費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午�餐 晚餐

  

 

九龍塘火車站D出口

 

 

 

   
 

 

09:15

8.生效日期:2022年5月10日-12月30日

Day1

  

  

 

  

      

 

 

  

團號：HK10136-1D

$279
$289《任食潮式點心放題-100分鐘》

   

任食潮式點心放題-100分鐘

 東岸海堤公園“藍色情人橋"

任食潮式點心放題(100分鐘) 一天團

東岸海堤公園、石澳大頭洲、魔術兔曲奇專門店、九龍公園

09:15香港九龍塘火車站D出發集合→ 東岸海堤公園→北角

天后炮台山→石澳大頭洲“藍色情人橋"（來回步行45分鐘

）→午餐《任食潮式點心放題-100分鐘》→魔術兔曲奇專門

店→九龍公園→尖沙咀地鐵站解散



天�数 早�餐 午�餐 晚�餐

1天 地道海鮮宴

牌 照 號 碼 ：3 5 3 1 7 9

       

心
報名
熱線 3721  3211 包團

熱線 2137 1928

關注查詢
最新資訊

本港本港
1天1天
本港
1天

⾹港⾹港⾹港

          09:00

10:00

      

13:00

15:15  專船返尖沙咀碼頭 大約 16：30解散碼頭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中國短線行程單頁或中3.

1.行程次序如有改動，均以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行程內所有圖片只供參考。車

座位位置以當天本公司安排作準客人不得異議。

有所更改確實團費以報名時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團費可能因外幣、交通、酒店或市場價格浮動而

國短線行程書；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旅遊服務費: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

5.於公眾假期出發之團隊為避免集合地點海關過於擠迫集合

時間將可能提早或延後,最後以本公司通知客人作準敬請留意。

員服務費全程合共HK$3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6.香港集散一天遊不受旅遊業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

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

7.團費包含：十萬平安保

( 行程之先後次序及用餐時間只作參考 以當天導遊安排為準 )

東西壩��破邊洲��太空館天⽂公園
⽩腊灣��⽊棉拱��海路漫遊
⾹港聯合國世界地質公園

資深⽣態資深⽣態
�地質導遊�地質導遊

深⽣態資
�地質導遊

11:45

集合時間
0 9 : 0 0

注意：敬請準時集合  逾時不候

     尖沙咀公眾碼頭

          近舊鐘樓

團號：HK10138-1D

集合點名之後，由資深地質導遊帶領出發。

出發⽇期

⼀⾄五

$30未包含服務費

六及⽇

⾷玩⾨市地址

  

 

上船/車前需測量體溫，發燒者不得上船/車；團友出入景點/餐廳/上車/上船需掃描【安心出行】,需滿足【疫苗通行證】要求

 

成人價

$269

$299

8.生效日期:2022年5月25日-12月30日

 

乘專船經佛堂門出海口、清水灣半島、吊鐘州、牛尾海、出鎖匙門欣賞國家地質公園最壯
觀之景色、遠觀近觀西貢東海六角柱群、沙塘口山、伙頭墳州，萬柱海岸、破邊洲東壩石

 

 

錨，橫洲角洞等⋯大自然風景 ,特別加遊綠蛋島 西貢青洲 ( 導遊沿途講解 客人船上拍照 )

  

    

香港聯合國 世界地質公園 東西壩

破邊洲 萬宜水庫 海蝕洞 綠蛋島

木棉拱吊鐘拱 萬柱海岸 漫遊一天團

午餐《地道海鮮宴 》(週一至五糧船灣用餐，餐后觀賞經典漁村風景,週六至日布袋澳用
餐，餐后觀賞布袋澳漁村

專船於西壩附近登岸遊覽。( 來回步行約45分鐘 )遠觀太空館天文公園、近觀創興水上活
動中心月明亭湖景山色。步行西壩近觀萬宜水庫，於壩頂觀賞南風灣..大自然景色，西壩
登岸觀賞( 某些日子可能風浪過大，水位問題不能登岸，會選擇附近的景觀。)



團號：HK100604-1D 大埔海濱公園-信芯園農莊-校長燒肉自助午餐-美味棧一日遊  

 

 
 

行程： 
09:00 順安邨路天停車場集合 (安排上車出發) 

09:30 大埔海濱公園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最大的海濱公園，佔地約 22 公頃。於海濱長廊漫步，欣賞吐露港迷人 

的風景。公園内設有多個題花園，動靜傑皆宜。 
    11:30 午餐安排在大埔廣場校長燒肉自助日韓料理，享用豐富美味的午膳。(任吃任飲 90 分鐘) – 餐后前往元朗信芯園。 

 

    14:00 參觀元朗信芯園農莊賞花兼打卡！農莊有 35000 呎向日葵太陽花場！偌大的花海內花兒千姿百態，除了欣賞園 

太陽花，還有黃色和紅色的百合花田，波斯菊花田，散發陣陣幽香，花場日系場景仿似偽河內藤原的紫藤隧道 

大小鳥居都點綴令農場更富詩意，讓人感覺舒坦，讓你覺得如身處在歐洲的某地而令人流蓮忘返。拍照之餘又 

可在場內選購太陽花或農產品。 

     16:00 前往河上鄉美味棧參觀，之后啟程返回集合地點。  (行程完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 )  
 

 
 

團費每位：HKD260 （大小同價） 
 

费用包括：冷氣旅遊車 、專業導遊 、午餐、司機導遊小費、十萬元平安旅遊保險函蓋新冠肺炎。 

費用不包：響應環保請自備杯飲用水 

防疫要求：為保障大家的健康，請嚴格按照政府指引做好防疫。包括：上車前測量體溫，如發燒或有上呼吸症狀

不得隨團（不設退款） 出入景點/餐廳/上車需掃描安心出行 並符合疫苗通行證 要求全程佩戴口罩 

（飲水/食藥/餐廳用膳除外） 

報名方法：請發送參加者中英文全名，香港身份證後四位數字，手機號碼。 

 



團號：HK1000601 大埔海濱公園-信芯園農莊-校長燒肉自助日韓料理一日遊  
 

 
 

行程： 
09:00 順安邨路天停車場集合 (安排上車出發) 

10:00  大埔海濱公園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最大的海濱公園，佔地約 22 公頃。於海濱長廊漫步，欣賞吐露港迷人 

的風景。公園内設有多個題花園，動靜傑皆宜。 
    11:30 午餐安排在大校長燒肉自助日韓料理，享用豐富美味的午膳。(任吃任飲 90 分鐘) –餐后前往元朗壽桃麵專門店。  

    14:00 參觀元朗信芯園農莊賞花兼打卡！農莊有 35000 呎向日葵太陽花場！偌大的花海內花兒千姿百態，除了欣賞園 

太陽花，還有黃色和紅色的百合花田，波斯菊花田，散發陣陣幽香，花場日系場景仿似偽河內藤原的紫藤隧道 

大小鳥居都點綴令農場更富詩意，讓人感覺舒坦，讓你覺得如身處在歐洲的某地而令人流蓮忘返。拍照之餘又 

在場內選購太陽花或農產品。 

     16:00 啟程返回集合地點。  (行程完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 )  
 

 
 

團費每位：HKD260 （大小同價） 
 

费用包括：冷氣旅遊車 、專業導遊 、午餐、司機導遊小費、十萬元平安旅遊保險函蓋新冠肺炎。 

費用不包：響應環保請自備杯飲用水 

防疫要求：為保障大家的健康請嚴格按照政府指引做好防疫。 

包括：上車前測量體溫，發燒或有上呼吸道症狀不得隨團（不設退款） 出入景點/餐廳/上車需掃描 

安心出行 並符合疫苗通行證 要求全程佩戴口罩 （飲水/食藥/餐廳用膳除外） 

 

報名方法：請發送參加者中英文全名，香港身份證後四位數字，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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