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1$23298 起 $22598 起

3-5

頁數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免收服務費 8-9

$47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免收服務費

維也納音樂表演晚會

$23298 起 $22598 起

成人佔半房

(首十名原價)
小童佔半房

單人房

附加費
壹剔系列包/不包括項目

PBEHL $65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注意：此團須另繳服務費$2100
$24498 起 $23798 起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免收服務費 6-7

PBERL $4998

PBECL $4998$23298 起 $22598 起

邁向三十週年

早報名優惠

最高可達

-$3000

-$2000

-$2000

-$2000

團別

PBEFL

12天東歐德國、捷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十六湖、匈牙利、奧地利世界文化遺產

音樂之旅~PBEFL

出發日期：10月15、23日

優惠價

$21498 起

$21298 起

$21298 起

$21298 起

15天東歐巴爾幹半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阿爾巴尼亞、黑山共和國、

克羅地亞十六湖、波斯尼亞]尊貴之旅 ~ PBEHL

出發日期：10月18日

12天東歐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黑山共和國、克羅地亞十六湖、斯洛文尼亞]

特選遊 ~ PBECL

出發日期：10月16、23日

12天東歐(匈牙利)、巴爾幹半島六國【塞爾維亞、馬其頓、阿爾巴尼亞、

波斯尼亞、黑山共和國、克羅地亞】

深度遊 ~ PBERL

出發日期：10月16、23、28日

凡報名參加10月11日至10月31日
出發之以下指定歐洲團別，

每位可享優惠最高可達HK$3000
注意︰以上優惠不適用於澳洲及新西蘭團，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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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98起 $21498 起

PAHPL $5098

免收服務費   英國溫莎古堡

法國梵爾賽花園

注意：此團須另繳機場稅：成人約$2646、小童約$2526

(香港離境稅(成人)HK$120、保安稅$50、燃油附加費$778、

各地機場稅$1508、認可行政費$30及香港機場建設稅$160)

26-27$24498 起 $23798 起-$2000 $22498 起

PAHDL $6298

免收服務費

注意：此團須另繳機場稅：成人約$2646、小童約$2526

(香港離境稅(成人)HK$120、保安稅$50、燃油附加費$778、

各地機場稅$1508、認可行政費$30及香港機場建設稅$160)

23-25$23798 起$24498 起-$2000 $22498 起

PBSCL $53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免收服務費
20-22$23898 起 $23198 起-$2000 $21898起

PBSEL $47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免收服務費

佛蘭明高歌舞表演

18-19$23298 起 $22598 起-$2000 $21298 起

10天意大利城鄉、湖區薈萃深度遊~PITCL

出發日期：10月14、20、29日

PBSBL $43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免收服務費

佛蘭明高歌舞表演
16-17$23298 起 $22598 起-$2000 $21298 起

PITCL $43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免收服務費
14-15$23298 起 $22598 起-$2000 $21298起

PBEWL $5998

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免收服務費

柏林佩加蒙博物館(入內參觀)

12-13$23298 起 $22598 起-$2000 $21298 起

12天東歐波蘭、捷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十六湖、匈牙利、德國、奧地利豪華遊~PBEWL

出發日期：10月15日

團別
成人佔半房

(首十名原價)
小童佔半房

單人房

附加費
壹剔系列包/不包括項目 頁數

邁向三十週年

早報名優惠

最高可達

PRUKL -$2000

9天俄羅斯尊貴系列之旅~PRUKL

出發日期：10月14、21日

$7698 30-31
包機場稅及各地稅項

注意：此團須另繳服務費$1260
$22898起

優惠價

12天西班牙、葡萄牙、直布羅陀、太陽海岸區精選遊 ~ PBSBL

出發日期：10月13、23、30日

12天葡萄牙、西班牙、波爾圖、直布羅陀、太陽海岸區精彩遊~PBSEL

出發日期：10月19日

13天葡萄牙、西班牙、波爾圖、直布羅陀、太陽海岸區精彩遊~PBSCL

出發日期：10月15日

13天歐洲[意、梵、奧、列、瑞、德、荷、比、法、英]精選遊~PAHDL

出發日期：10月15日

11天歐洲[意、梵、瑞、法、英]精選遊~PAHPL

出發日期：10月14、19、21、26、28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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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以上個別團別，行程內設有自費節目，詳情請參閱壹口價系列單張行程及瀏覽翠明假期網頁，敬請留意！
2) 以上稅金為8月份價目(此稅項包括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只適用於PAHDL、PAHPL 及 PAHKL)
** 注意：因應近月油價急瀉，民航處公布由二月一日起，航空公司不可就本港出發的航班徵收客運燃油附加費，直至另行通知。
     



所以由二月一日起所發出的有效機票只是刪除本港的燃油附加費，其他各地的燃油費及機場稅仍會照常收取。敬請留意﹗**
3) 以上團別之指定旅行團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服務費包括領隊服務費、當地導遊服務費及旅遊車司機服務費。
4) 客人所持有之護照進入以上之國家，如需本公司代辦簽證，客人須繳付簽證費用，詳情請查詢翠明假期或各大特約旅行社。

5) 以上所有歐洲、國度、東歐、西葡、巴爾幹半島、俄羅斯、澳洲、新西蘭之團別行程內容，請參閱2016-17壹剔系列行程書，敬請留意!
6) 單人房之附加費為單人床房比雙人房之房間較細小，敬請留意。
7) 1人參加者必須補單人房價錢。3人或以上如有單男或單女，本公司將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夾房，如未能安排將會如下：

i)如單人房附加費5仟元以下，將免收單人房附加費。
ii)如單人房附加費5仟元以上，必須收取客人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價錢，敬請留意。

8) 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
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9) 如乘坐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由香港飛往法蘭法福或慕尼黑//法蘭法福或慕尼黑飛返香港(來回客機)，可選擇升級至
(優選經濟客艙Premium Economy Class - 國際線)，優選經濟客艙額外附加費HKD$7500起。
優選經濟客艙網址：http://premium-economy.lufthansa.com

10) 機場建設稅：如乘經濟客艙收費為HK$160，若選乘商務客艙收費為HK$180，敬請留意。
10) 報名前請參閱翠明2016-17壹剔系列行程書之細則及責任條款。

P-16-ONE TICK-002-Farelist-OCT-NOV-Effective on 04 AUG 2016                                                                                                                  

頁數

$5998$21598 起

$5698
包機場稅及各地稅項

注意：此團須另繳服務費$1400
38-39$22798 起

包機場稅及各地稅項

免收服務費
34-35$20598 起 $5398

PQSNL

團別 小童佔半房
單人房

附加費
壹剔系列包/不包括項目

PQMSL

PQLNL

包機場稅及各地稅項

免收服務費

團費已包於第四天參加晚上螢火蟲之旅

第四天晚餐每位享用中式原隻鮑魚一隻

9天澳洲東岸精選之旅[墨爾本、黃金海岸、開恩茲、悉尼]~PQMSL

出發日期：10月【7】、【14】、21、【28】日；11月4、11、18、24日

8天澳洲塔斯曼尼亞深度之旅~PQLNL

出發日期：10月2、(9)日

32-33

10天澳洲、新西蘭[北島]寫意之旅~PQSNL

出發日期：10月(13)日；11月13日

$24498 起

$22198 起

$23198 起

成人佔半房

(首十名)

                        04 AUG 2016

溫 馨 提 示

精明貼士，五大優點《重質、重量、重口碑》

服務至上 ~ 提供酒店行李生服務，不減成本，另西歐團，歐洲之星亦提供行李托運(每人一件)
領隊質素保證 ~ 非一般將貨就價。本公司不須領隊大額回扣補貼成本，保障領隊收入，從而提供優質服務
物有所值 ~ 包入場觀光點多，非一般走馬看花團，每每在門外拍照
絕不取巧 ~ 自費項目少，減低隨團時之額外開支，本公司不存在一條龍(多項)自費項目推銷手法
以客為專 ~ 為照顧團友完團後之個別需要，如繼續停留當地探親、代訂酒店、更改機票或要求提升機艙級別等額外費用，
本公司會協助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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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團友於旅程中增廣見聞，在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可安排其他額外自選節目供團友自費參加。其費用包括額外之
交通費、入場費、導遊及司機工資等，如因天氣或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之情況下而導致取消，領隊將另行通知。 

(註：以下之自費節目安排、進行時間及車程來回之時間，以到達該地區時間、交通情況及住宿酒店位為準) 
 

 
翠明假期致力提供盡善盡美的服務，在旅程中精選各項精采的自費活動供旅客參加，而旅客參加任何自費活動時，應明白會面對不同程度的（高、
中、低）風險，尤其旅客參加具危險性的活動時，除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外，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 
**以上自費節目，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以到達該地區其間進行。  
**部份自費項目已包括在壹剔系列旅行團，請參照中文行程為準。 
**以上自費節目價目只供參考，價目如有更改，最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F-16-001-2016-17 壹剔系列自費節目簡介-FOR FAIRLIST (EFFECTIVE ON 17 MAY 2016)(REV1)                       19 MAY 2016 

地區 自費節目 
費用 

節目時間 車程來回時間 參加人數 如不參加者之安排 
成人 小童 

歐洲、國度 

荷蘭 玻璃頂船運河暢遊 歐元約：15 歐元約：10 約 40 分鐘 約 15 – 30 分鐘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梵蒂崗 梵蒂崗博物館 歐元約：45 約 1 小時 3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意大利 
威尼斯貢多拉 歐元約：25 約 3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比薩 歐元約：45 約 1 小時 約 2 小時 30 分鐘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瑞士 日間船河 瑞郎約：30 瑞郎約：25 約 45 分鐘 約 15 – 20 分鐘 
20 人或以上 
(獨立包船)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法國 

凡爾賽皇宮 
歐元約：50 歐元約：40 

約 1 小時 30 分鐘 約 1.5 – 2 小時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包門票及國、英語電子導遊-
耳筒接收機) 

羅浮宮博物館 歐元約：50 歐元約：40 約 1 小時 30 分鐘 約 30 – 45 分鐘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巴黎夜遊 
歐元約：35 歐元約：30 

約 3 小時 
(包括酒店至景點所需時間)  

20 人或以上 在酒店內休息 (包括專車接送及蒙巴納斯 
大樓 56 層之入場費) 

麗都 /  
紅磨坊夜總會 

歐元約：150 
約 1 小時 45 分鐘 約 30 – 60 分鐘 20 人或以上 在酒店內休息 (包括專車往返接送， 

入場費連飲品) 
中式午餐六菜一湯

於中國餐館 
歐元約：15 約 1 小時 行程內必經站 10 人或以上 可自由選擇餐食 

英國 

中式晚餐六菜一湯
於中國餐館 

英磅約：15 約 1 小時 
於唐人街中國餐
館，不包來回接送 

10 人或以上 可自由選擇餐食 

温莎古堡半自遊 英磅約：50 英磅約：40 約 1 小時 30 分鐘 約 2 小時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東歐、西班牙 

匈牙利 多瑙河船河 歐元約：20 約 45 分鐘 約 30 分鐘 15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奧地利 
遜布倫宮殿 
(入內參觀) 

歐元約：40 歐元約：35 約 45 分鐘 約 30 分鐘 15 人或以上 
可在遜布倫花園自由活動及

拍照 

西班牙 
費明高 歐元約：45 約 1 小時 30 分鐘 約 30 – 40 分鐘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鬥牛表演 歐元約：70 約 1 小時 30 分鐘 約 1 小時 20 人或以上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自由活動 

俄羅斯 

俄羅斯 芭蕾舞劇 美元約：160-180 約 1 小時 15 分鐘 約 30 – 45 分鐘 15 人或以上 在酒店內休息 

澳洲、新西蘭 

開恩茲 

冒險號 
體驗潛水 澳元 162 約 3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海底 
摩托車 

澳元 165 約 2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太陽 
戀人號 

體驗潛水 澳元 139 約 3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海底漫步 
頭盔式潛水 

澳元 145 約 2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珊瑚 
魔幻號 

體驗潛水 澳元 125 約 2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海底漫步 
頭盔式潛水 

澳元 125 約 2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直昇機 
澳元 175 約 1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在船上自由活動 
澳元 395 約 25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乘大堡礁遊船返回開恩茲 

騎馬 澳元 125 澳元 95 約 75 分鐘 約 1 小時 15 分鐘 4 人或以上 於酒店內自由活動 

四輪電單車 ATV 
(ATV / ATV Buggy) 

澳元 130 澳元 80 約 75 分鐘 約 1 小時 15 分鐘 4 人或以上 於酒店內自由活動 

跳降落傘 
(只適合 18 歲或以上團員) 

*高空拍攝 DVD 及相片 
*另加澳元 160 

*客人可自由選擇購買澳
元 30 額外保險 

澳元 334 約 1 小時 約 1 小時 1 人或以上 於酒店內自由活動 

新西蘭 

南島米爾福德峽灣 
一天遊 

紐元約 230 紐元約 115 
約 4 小時 約 8 小時 1 人或以上 於皇后鎮自由活動 

乘豪華觀光巴士往返 

紐元約 625 紐元約 372 

約 4 小時 

車程單程 
約 4 小時 

小型飛機單程 
約 30 分鐘 

1 人或以上 於皇后鎮自由活動 回程若改乘小型 
飛機飛返皇后城 

噴射艇急流旅程 紐元約 135 紐元約 75 約 30 分鐘 約 1 小時 5 人或以上 於酒店內自由活動 

直升機俯瞰冰川及降
落於雪地/山上草地 

(*視乎季節) 

紐元約 355 紐元約 248.5 約 35 分鐘 
約 1 小時 4 人或以上 於酒店內自由活動 

紐元約 750 紐元約 525 約 60 分鐘 

綁緊跳 
澳元 195 

(小童不適宜參加) 
約 30 分鐘 行程內必經站 1 人或以上 於觀光點等候或購物 

*費用包括紀念 T-SHIRT 

(2016 年 5 月 19 日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