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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教育中心、尖沙咀全新星光大道 

                壽桃牌鮑魚麵食館、君怡酒店自助餐一天遊 

出發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09:00AM / 車開 09:15AM ~(逾時不侯) 
集合地點：貴客指定地點集合 

團    費：$ 298 元 (大小同價) 
返抵時間：下午五時正 
包團電話：2323 7997  / (旅遊巴抵達時間為集合時間之後十分鐘)            轉載圖片僅供參考! 
團費包括：冷氣旅遊專車環遊 61 座(2+3 座位)、自助午餐、導遊服務小費(每車派 1 名專業導遊)、每位團友 
           贈送十萬元旅遊平安保險(適用於 1-75 歲之參加者)，五萬元旅遊平安保險(適用於 76-85歲之參加者)。 

(1) 每車按 52 人一車計，必須滿 52 位可免 2 位工作人員，如不足 52 位，須補差額每位$65 元。 

(2) 如集合時間前二小時，天文台懸掛三號或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當天團隊將取消出發。團費 

保留半年內使用。另，團費需於出發前 30 天先付酒店訂金每車$6000 元，團費需於出發前 7 天內清付。 

(3)  出發當天團友因個人理由，而不能出席該項活動者，不退回團費，當作自動放棄論。 
(4) 【水資源教育中心】，因場館需控制人流關係，如 2 車可能分上下時段參觀，敬希垂注! 
精彩行程：  
09: 15AM 導遊於貴客指定地點接團，乘冷氣旅遊專車出發，開始當天行程。 
※ 遊覽【全新星光大道】，為方便遊人更瞭解巨星背後的故事，掌印及銅像(包括梅豔芳、李小龍、 

   麥兜及金像獎女神)均會注入數碼元素，與遊人互動，屆時遊人通過智能手機，掃瞄二維碼，瀏覽巨 

   星簡介並觀看其電影短片，也能通過 AR 擴增實境技術，與梅豔芳、李小龍、麥兜等“明星”互動合照。 

※ 午餐於尖沙咀【君怡酒店】享用『自助餐』~ (用膳時間待定)。 

※ 參觀元朗【壽桃鮑魚麵食館】，講解壽桃鮑魚麵的歷史及製造過程。壽桃牌於 1960 年在香港成 

   立，獲獎無數，獲頒為香港卓越名牌，奠定中華麵食的品牌地位。(每位贈送鮑魚麵一個) 

※ 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設有十二個展區及五十多項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展品，以更有效地 

   向參觀人士傳遞水資源和節約用水的資訊。其中立體球幕影院利用立體影像，將有關水資源的資 

   訊以富動感的形式呈現於觀眾眼前。市民亦可透過遊戲親身體驗水循環過程，及參觀運作中的循 

   環再用水系統，加深對水資源和循環再用水的認識。(因場館需控制人流關係，可能分時段參觀，敬希垂注!) 

※ 17:00pm 前乘冷氣旅遊專車，送返出發地點解散。 
多謝選擇富澤，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行程之先後次序及用膳時間僅供參考，以當天導遊為準)  

君怡酒店自助餐餐單 
冷盆：藍青口、蝦、白蛤、日式雜錦刺身、日式雜錦壽司及加州卷  
開胃菜 : 意大利凍肉碟、水牛芝士蕃茄沙律伴香草汁、芥末子、甜辣、咖喱醬  
沙律：煙三文魚意式粉沙律、德國薯仔三文魚沙律、北海道豆腐三文魚崧沙律、 
      香辣三文魚沙律、三文魚甜粟沙律  
沙律吧 : 凱撒沙律、田園雜菜、巴瑪芝士碎、法式邊豆、鮮白菌、甜椒、青瓜  
湯類：挪威三文魚忌廉湯、三文魚雜菜/意米湯、三文魚薯仔忌廉湯、三文魚周打湯、三文魚甜粟羹 
燒烤：燒豬柳 或 蜜糖燒火腿  / 麵檔：小棠菜、娃娃菜、芽菜、豆腐卜、脆蒜、辣椒  
熱主菜(每日 3 款)：咖哩牛腩、咖哩豬扒、香草魚柳、咕嚕肉、白切雞、蒜蓉炒時蔬、蒸三文魚、洋蔥薯仔片(其
中 

3 款)   / 飯麵 : 磨菇意式粉或湯麵、炒飯 
甜品：美式芝士餅、檸檬芝士餅、拿破侖餅、意大利奶凍、紅豆布甸、芒果西米露、暖牛油面飽布甸、栗子蛋糕、 
      鮮果忌廉蛋糕、蘋果酥批、法式香梨撻、荔枝黑草莓忌廉、蓮子紅豆沙、椰汁紫米露  

(以上菜譜僅供參考，菜式或會因時令而轉變，一切以當日供應為準) 

##如確實此行程，請蓋印傳真回本社 36210668，此報價單才正式生效。## 

    包團部聯絡人梁小姐電話 : 2323 7997  

http://www.fulltrust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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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遊條款和細則 

1. 本地旅行團只接受持香港身份證之顧客報名，參加者報名須提供香港身份證登記，姓名須與身份證相同，並提供聯絡電

話。 

2. 18 歲以下報名人士，必須與父或母或監護人同行。 

3. 每名團員可獲本公司提供最高 10 萬元平安保險。(或依行程表上所列)* 

4.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5. 團員如報名後不論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日期或參加者姓名等，一律視作取消訂位論，有關團費恕不退回。 

6. 團員登車 / 登船前須進行體溫檢測，如團員出現發燒等症狀，則不能登車 / 登船，發燒者將被拒絕隨團出發，有關團

費恕不退回。 

7. 團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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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須簽署『團員離團通

知書』，有關團費恕不退回。及後人身安全亦自行負責並與本公司無關。 

8.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參加者出發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以獲得全面保障。另參加者因自行參加行程以外之節目而引致意

外，一概與本公司無關。 

9. 團員請於出發當日指定時間提早十五分鐘到達指定集合地點，逾時不候，而團員所繳付之所有費用將不予退回。 

10. 本公司提供廣東話領隊 / 導遊服務。 

11. 所有本地旅行團，團員一律不得攜帶竉物。 

12. 如兒童年齡超過景點規定，須現場補回正常門票費用時，由團員自行負責。 

13. 每檯用餐人數以酒家或餐廳規定安排為準。 

14. 團員於出發當天，所出席之人數如超過報名時之人數，不管是成人，小童，或嬰兒，領隊有權不讓超額的人數上車或上

船。 

15. 出發當天請穿著輕便衣服、運動鞋、自備雨具、防曬裝備，平安藥物及自備足夠飲料。 

16. 當日行程可能會因應交通工具、天氣、景點及導賞時間所需而有調動，均以當日領隊 / 導遊安排為準，團員不得異議。 

17. 團員於活動中應時常注意自身安全。敬請衡量個人體能狀況，並遵從當日領隊或導遊指示。 

18. 團員必須遵守領隊的指示，若有團員藉故擾攘，領隊有權要求團員退出此團，有關團費恕不退回。 

19. 行程上所列載的圖片、資料、餐單及價目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出發當日安排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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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

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

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 / 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

目的地政府 / 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 / 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

客外遊的情況。如遇上述「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將扣除有關旅行團的一切開支包括交通工具、餐費、

門票等費用，餘款按旅客的付款方式退回。 

21. 暴雨或颱風訊號及特殊情況安排： 

(a)  出發當天如集合時間前兩小時，天文臺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當天出發的旅行團將改期或

取消。如掛一號風球或黃色、紅色暴雨警告，則按原先安排照常出發，若團員自行退出，有關團費恕不退回。 

(b)  車線 - 出發當天如集合時間前兩小時，天文臺懸掛一號、三號風球或黃色、紅色暴雨警告，則按原先安排照常

出發，若團員自行退出，有關團費恕不退回。如懸掛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颱風信唬，該旅行團將改期或取

消。如於旅程途中，天文臺懸掛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基於團員安全問題，旅行團或將改期或取

消，而有關團費恕不退回。 

http://www.fulltrust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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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船線 – 於出發當天集合時間前兩小時，如天文台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上，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該旅行團將改期

或取消。如懸掛一號風球或黃色、紅色暴雨警告，將由船公司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照常出團，再由領隊 /導

遊盡快通知團員。若因天氣惡劣而改期或取消，有關團費恕不退回。 

(d)  旅行團如遇天氣、海面情況恐惡劣，道路阻塞，交通工具發生之技術問題或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情況下，本公司

有權根據當時情況，以安全理由更改或調動或取消行程或改乘其他交通工具，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如有更改

或調動，以領隊 / 導遊當日安排為準，團員不能藉故要求退款或減收費用。 

22. 參加其合資格綠色生活本地遊的每名團員需提供正確姓名及其有效之香港身份證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以供符合「綠

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有需要時檢測。 

23. 有關「私隱政策聲明」，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Website: www.fulltrusty.com.hk 

24. 上列細則若有未詳盡之處，本公司有權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 

25. 本條款及細則只備有中文版本。此最終解釋權歸本公司所有及保留最終一切決定權。 

 

 

 

 

 

 

 

 

 

 

 

 

 

 

 

 

 

 

 

 

 

 

 

 

FT Local Tour T&C_ Jul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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