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ji Islands Leisure 3-5 Days

斐济享受渡假3-5天
乘坐特色游船穿梭群岛 乘坐玻璃底船出太平洋 维赛赛总统村 参观斐济传统小木屋 传统印度庙 美人花园 商业大
街 睡巨人兰花公园 享受酒店设施：环岛游、降落伞、香蕉船、钓鱼、潜水…

费用说明

$659
中国护照免签证

成人团费 | 3天团费/单房差:$659/$250
4天团费/单房差:$789/$350
5天团费/单房差:$919/$400
小孩团费 | 12岁以下小童(不占床，包早餐): $380/3天、

2017天天出发

$480/4天、$580/5天

费用包含与不含
费用包含 | 酒店: 全程酒店住宿(双人房)
门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点门票
餐饮: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导游: 国、英语导游语导游
交通: 豪华旅游巴士
费用不含 | 机票: 国际航班机票及其产生的燃油税和机场税
签证: 签证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小费: $30/3天、$40/4天、$50/5天
自费项目: 行程上列明的自费项目
保险: 强烈建议购买各种旅游保险如: 医疗、失窃、旅程取消等，保障个人利益

行程简介
出发日期 | 2017天天出发
特别赠送 | 免费提供当地手提电话给每组团友以方便与导游及家人联络
重要事项 | 所有节目安排按当地状况决定，因天气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权适时调整浏览安排 ，并且本公司保留最终决定
和解释权。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订满，本公司有权用 其他同级酒店替换。如因个人原因未能及时会合导游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因个人原因、罢工、天气、政治因素、战争、灾难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额外费用，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天

抵达斐济

行程 | 抵达南迪机场后，导游接往酒店。前往享用晚餐后送回酒店。 (接机时间8am-8pm，酒店2pm后方可入住)
用餐 | 丰富中式海鲜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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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Novotel Hotel / Fiji Gateway或同級-擁有私人泳池

第二天

斐济

行程 | 早餐后乘坐特色游船穿梭群岛。之后乘坐玻璃底船出太平洋(导游只协助办理登机手续，不随行上船)，您可
在太平洋上、享受阳光美景、与各种鱼畅泳、浮潜和欣赏美丽的珊瑚。午餐后可自费参加降落伞、香蕉船及
滑水等活动。亦可返回酒店在海滩/泳池里享受碧海蓝天！
用餐 | 酒店早餐/斐式土著自助午餐/特色晚餐
住宿 | Novotel Hotel / Mercure Hotel 或同级-拥有私人泳池

第三天

离开斐济

行程 | 早餐后前往当地历史最古老的维赛赛总统村，参观斐济传统小木屋、村长居所、手工艺品及斐式教堂。午餐
后参观传统印度庙、美人花园、商业大街。 (3天团行程完，前往南迪机场)之后乘车前往睡巨人兰花公园，园
内种有种类凡多而且生长过千年的热带植物。随后前往渔人码头和岛上最大的购物中心，您可随意挑选购买
精致首饰及纪念品。您亦可自费参加浪漫船游(含晚餐)，一边听着优美的斐济歌曲，一边欣赏太平洋美丽的
日落景色。
用餐 | 酒店早餐/斐济特色午餐
住宿 | Novotel Hotel / Mercure Hotel 或同级-拥有私人泳池

第四天

斐济

行程 | 早餐后全天酒店自由活动。可享受酒店设施，亦可参加其他活动：环岛游、降落伞、香蕉船、钓鱼、潜水
…(4天团行程完，前往南迪机场)
用餐 | 酒店早餐
住宿 | Novotel Hotel / Mercure Hotel 或同级-拥有私人泳池

第五天

离开斐济

行程 | 早上自由活动。前往南迪机场。
用餐 | 酒店早餐

Fiji Islands Leisure 3-5 Days

斐济享受渡假3-5天
乘坐特色游船穿梭群岛 乘坐玻璃底船出太平洋 维赛赛总统村 参观斐济传统小木屋 传统印度庙 美人花园 商业大
街 睡巨人兰花公园 享受酒店设施：环岛游、降落伞、香蕉船、钓鱼、潜水…

预定条款
1.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包括但不僅限於天氣、罷工、停航、政局、戰爭、災難等原因)，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啟程後取消或更改行
程，也有權縮短或延長行程，並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個人原因，而更改行程或滯留，所產生的一切
費用由旅客自行負責，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有見及此，本公司強烈建議旅客儘早購買足夠的旅遊保險以備不時之需。旅客在旅
途中的安全由各交通、酒店、景點、船公司等具體運營商直接負責，與本公司無涉。如在旅途、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導致損失
或傷亡，請恕本公司概不負責。
2.本公司保留拼團的權力，凡拼團之中的旅客萬一因航班延遲或其他原因無法於原定時間抵達旅程出發點，則請自行解決交通以與
團體匯合。行程順序將由司乘服務人員根據當天實際情況具體調整，恕不另行通知。旅客請聽從司乘服務人員的安排，由旅客個人
行為所引致損失的一切後果由旅客個人負責。
3.如需本公司代訂自費項目，請於出發前15個工作日清晰指示本公司客服人員預訂並付清全款。
4.如旅客參加的行程涉及酒店或其他住宿預訂，請留意本公司不負責配房，凡因單人報團則需付單人房費；同時請留意每逢旺季、
體育或民間盛會等時段則不同酒店均有不同程度的加價費用，敬請書面確認具體團費。除非額外書面確認，本公司不會為個別旅客
預訂特殊房型，所有房型由酒店或住宿運營商按入住當日具體分配，如旅客不滿意所分配的房型請自行付費解決。
5.澳洲境內所有酒店均設無菸禁令，凡旅客在房間、衛生間、酒店公眾區間吸煙將被酒店收取高額罰款。取消條款：1.出發30 日前
扣團費50% 2.不足30 天取消行程，團費100%概不退還 3.所有代訂機票不能作任何形式更改、不作任何退款處理 4.出發當天遲
到或未到者，團費100%概不退還
Unde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prior to or after the date of
departure and the right to adjust/change the schedule of the tour.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all tours on this
brochure. Tour operator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the tour operator has no control.
Travel insurance is NOT included.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passengers have their own travel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 injury, loss/damage to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not being able to travel on the confirmed departure date. Full
fare is required for booking.
Cancellation fee: 50% of fare if you cancel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No refund if you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depar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