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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需時: 大約7小時 (由出發時間開始)
集合時間: 08:15 am
出發時間: 08:30 am
(天天出發）語言: 廣東話     
集合地點:
[站選] 地鐵東尖沙咀站P1出口，
       九龍香格裡拉大酒店旁邊.

[站選] 客人者指定地點

旅行團編號 : HK122 –  香港文武日遊

行程
淺水灣 
位於港島區東南海岸半島，是受歡迎的海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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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赤柱以前有很多木棉樹，樹上有鮮紅色的花朵，在日出的陽光照耀下，
看起來像赤紅色的柱，因而稱為「赤柱」。赤柱卜公碼頭為香港一座公眾碼頭，
位於香港島南區赤柱赤柱廣場旁，即赤柱灣之北岸，名稱來自香港第十二任香港總督卜力。
赤柱大街市集主要售賣具特色的當地街頭服裝、鞋子、古董、藝術品和玩具.

赤柱

文武廟大仙祠 
文武廟由三幢建築組成，除了文武廟，還包括列聖宮及公所。列聖宮用作供奉諸神列聖，
而公所是為區內華人議事及排難解紛的場所。這裡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廟宇之一，屬於法定古蹟，
廟內保存了兩件有逾百年歷史的文物，包括清朝道光年間（1847年）的銅鐘，
以及一頂造於1862年的官轎.

太平山頂
山頂是香港著名的旅遊景點，可以欣賞到香港的全景。
山頂凌霄閣及山頂廣場位置相鄰，是主要的休閒和購物中心.



直接 入ATM 銀行賬戶

(A)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A/C No. 012-883-0-015366-5

(B)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A/C No. 004-848-835229-001

(C)   所有支票都應劃線並支付給   “TO YO TRAVEL LTD”

(D) PayPal -  pay@toyotravel.com 

(E)  HSBC Pa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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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參加者必須:
    
   I)   口罩 –  全程需配戴口罩, 如沒有口罩或發燒者, 將拒絕登車,
                           不設退款
    
   II)   社交距離 – 在巴士車箱中, 或餐廳坐位, 均要保持一定防疫距離
   
   III)  安心出行 – 參加者 *(15歲或以下, 或65歲或以上未能使用
          “安心出行”除外) 均必須使用此應用程式掃描包括
          (車, 船,及各餐廳, 景點場所) 的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作紀錄 !
   
   IV)  瞭解防疫詳情, 政府官方網站 
             :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eng/index.html

所有參加者必須 :



    參團需知及條款細則

    

    1) 旅行團只適用香港人仕參加, 報名必須出示身份證登記.
    2) 出團當天客人需穿著舒適輕便鞋.
    3) 根據當天氣溫, 及個人需要, 帶備輕便外套, 雨傘, 或防晒用品.
    4) 請客人提早15分鐘到達集合地點, 出發後逾時不侯, 
          當自動取消不設退款. 
    5)客人如有對食物敏感或需要特別安排, 請於報團時提出.
    6) 本團行程內容和團餐以外的任何費用, 如有需要客人可現地自費購買.
    7) 嬰兒不佔坐位, 1-2歲小童佔坐, 但不會提供用餐.
    8) 請自行保管所有私人物品, 如有遺失一切自負.
    9) 報名後, 若參加者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 或 更改日期 或 姓名等, 
         均一律視作取消訂位論, 所繳費用不獲發還.
  10) 出發當天出席的人數如超過報名收據上之人數, 或 與報名不付,
         不論小童或嬰兒, 導遊有權不讓該參加者上車.
  11) 若未能成團, 將於出發前一個工作天下午三時前致電通知.
  12) 本公司會為每名客人購買團體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年齡限制:1至85)
          *請參考 有關保險.       
  13) 本條款及細則只備有中文版本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14) 若有任何爭議, 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5)  18歲以下報名人士，必須與父或母或監護人同行.
  16)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
          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 知書，
         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或賠償，及人身安全亦自行負完全責任
         與本公司無關.
   17) 出發當天旅客憑報名收據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
           並帶備有效的身份證以便核對身份。如旅客沒有帶收據，
          請於集合處提交身份証給領隊兼導遊核對身份. 如旅客未能提供
          收據和有效的身份證明檔，本公司有權取消旅客
          參團的資格,而旅客所繳付之所有費用將不予退回. 
  18) 此最終解釋權歸本公司所有及我社保留最終一切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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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九龍尖沙咀尖東67號麼地道半島中心11/F 1102 - 1103室
網站: www.toyotravel.com
電郵: hq@toyotravel.com

查詢及報名熱線
2311 3263

    惡劣天氣安排:

    
    暴風雨 或 颱風訊號特殊情況安排 : 
    船線 (如有)  – 出發當天, 集合時間前兩小時, 
                                    天文台懸掛3號風球或以上, 或發
                                    出黑色暴雨警告當天出發的旅行團將會改期出發,
                                    如掛1號風球或黃色, 紅色暴雨警告, 則照常出發, 
                                    如客人自行要求退團則該團費用恕不退回

      

有關基本平安保險:
本公司會為每名客人 購買團體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年齡限制:1至85歲) 承保範圍 : 
意外死亡, 最高賠償100,000港幣
意外醫療費用最高為5,000   港幣  
 (包括旅遊期間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導致的住院費用)
            (A) 18 歲或以上人土 - (i) 第二針如接種第二針後未滿6個月.
                                                          (ii) 第三針,如接種第二針後滿6個月.
            (B) 12 至 17 歲人土     - (i) 第二針如接種第二針後未滿6個月.
                                                          (ii) 第三針,如接種第二針後滿6個月. 
有關行程內容資料

行程上所列載之行程內容, 圖片資料、餐單 等, 僅供參考, 
如有變動均以出發當日為準, 將不作另行通知, 本公司保留最终決定權.

    車線               – 出發當天, 集合時間前兩小時, 
                                   天文台懸掛八號風球或以上, 或發
                                   出黑色暴雨警告, 當天出發的旅行團將會改期出發,
                                   如掛1號, 3號風球或黃色, 紅色暴雨警告, 則照常出發, 
                                   如客人自行要求退團則該團費用恕不退回.  

高於37.5℃者為
出發之客人星體溫，
體溫|將不能随圍，
國費不獲退回

旅遊巴/船會提供酒精
搓手液消毒

旅遊巴/船會預留足夠空間，
保距離 領隊經已接受2019冠狀

病毒檢測並結果呈陰性

程戴上口罩客人必須全
（用餐時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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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ronaviru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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