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機會！2 晚價錢 3 晚住宿
2+1 晚 HK

$4,999

起

【南澳慢活‧型格品酒體驗】阿德萊德
現代派時尚地標 精品酒莊“黛倫堡魔方”(d’Arenberg Winery)，
可全方位領略葡萄酒的“夢幻”魅力

【已包】阿德萊德山+葡萄酒產區麥拿倫谷+型格酒莊黛倫堡魔方一日遊
逢星期三、六出發│最少 2 人參加│華語團
 探訪著名的葡萄酒產區麥拿倫谷(McLaren Vale)

 品酒體驗：

 前往德國村漢多夫，﹝包﹞德國香腸豬手特色午餐(價值 A$35)
 明星推薦行程：型格酒莊黛倫堡，全方位領略葡萄酒的“夢幻”魅力﹝包﹞門票及基本品酒

送！Jacobs Creek 葡萄酒、阿德萊德食玩買終極天書、袋鼠島蜜糖禮品包及撲克牌

 尊屬禮遇：

送！免費單程澳洲內陸機票 (指定城市)【詳情請

按此】 〔所有優惠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每位+$1899〞加購袋鼠島生態一天遊(華語)，體驗置身於沒有圍欄的動物園 (原價$2000)

 更多體驗 :

 於海豹灣保護公園海灘漫步 、前往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參觀神奇岩石和旗艦拱門

 參觀 Hanson Bay Wildlife Sanctuary 野生動物保護區、於 Vivonne Bay Bistro 享用午餐
訂購生效及出票日期: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去程適用日期: 2019 年 3 月 6 日至 10 月 31 日

最少全程同行人數：2 位成人 (同一 PNR)

基本機票訂位代號：K﹝旺季須繳提升附加費﹞

酒店及房間種類 | 附加費每房每晚 HK$

早

套票價格只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改，以訂購時更新的資料及價格為準。

餐

Grand Chancellor Adelaide / 4* Deluxe
#住宿優惠: (15/4-31/8)
連續住宿 2 晚，第 3 晚免費

6-31/3
1/4-31/8



1-31/10

2 晚套票價錢﹝每人 HK$﹞

延長住宿-每房 HK$

雙人房

單人房

第三位

小童

雙/單人房

三人房

小童

5999

7799

4799

3299

1980

2290

30

4999

5799

4799

3299

960

1260

30

5299

6499

4799

3299

1300

1600

30

房間人數為最多三成人或兩成人及一小童共佔一房(最多一張加床及視乎酒店確定)。
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與兩位成人同房。單人房價目為最少二人同行並各佔一單人房。特別節日須繳旺季附加費，日期及價錢以酒店確定後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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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票包括：


新加坡航空經新加坡來回香港至阿德萊德經濟客位機票（可累積 KrisFlyer 飛行哩數 / 可停留新加坡）



兩晚阿德萊德酒店住宿



阿德萊德山+葡萄酒產區麥拿倫谷+型格酒莊黛倫堡魔方一日遊



HK$100,000 旅遊平安保險 (年齡 6 星期或以上人仕適用，有效期最長為 31 日) // 自選旅遊保險 / 回程香港機場快線：八折

【已包】阿德萊德山+葡萄酒產區麥拿倫谷+型格酒莊黛倫堡魔方一日遊 │最少 2 人參加│華語團






出發日期 : 逢星期三，六出發，全天行程 9:30 出發 17:30 返回
集合/返回地點：阿德萊德中央巴士車站或指定酒店大堂 (以確認書為準)
行程包括：行程導賞、黛倫堡酒莊門票及基本品酒、德國香腸豬手特色午餐午餐(不包飲料)、市區來回接送、
葡萄酒產區麥拿倫谷觀光、洛夫締山觀景台
行程安排：市區指定酒店或阿德萊德中央巴士車站出發-洛夫締山觀景台-德國村漢多夫-葡萄酒產區麥拿倫谷–
酒莊黛倫堡-返回市區指定酒店或阿德萊德中央巴士車站

備註：小童可參加，但不適用行程中品酒活動│導遊小費每人$5，請於現場交付給導遊
行程集合時間、地點、確認與否、導賞語言一併於 2 個工作天確認，如行程不確認，可更改其他日期│建議報名時提供電郵地址，以便發出行程確認書

探索更多‧袋鼠島自選行程﹝每位每行程 HK$計﹞
袋鼠島生態一天遊(華語團) 船去船回│最少 2 人參加






出發日期 : 星期四,日出發
行程時間：全天行程，約 06:30am 出發；約 22:30pm 返回，當日行程約 16 小時
行程包括：入場門票、午餐、往返袋鼠島船票、市區至碼頭往返交通、中文導賞
集合/返回地點：來回酒店接送
行程安排：

優惠價成人 HK$1899/小童$1299
(原價成人$2000/小童$1300)

行程僅供參考，有可能根據當天情況進行調整或增減
袋鼠島(Kangaroo Island)位於阿得雷德西南 113 千米處，為澳洲第三大島，是一個遍布低矮叢林，國家公園及豐富野生動物的旅遊勝
地，此外還有一個存在已久的海豹繁衍區，參加此行程跟隨華語導遊來探索袋鼠島！
清晨在中文導遊的帶領下乘坐豪華巴士經菲爾半島沿澳大利亞海岸線南下，到達傑維斯海角(Cape Jervis)乘坐渡輪前往袋鼠島
(Kangaroo Island)。遊覽著名的海豹灣(Seal Bay Conversation Park)並參加由公園專職導遊帶領的“下海灘親近小海豹之旅“，了解
海豹的習性。特別安排在微風灣(Vivonne Bay)享受燒烤 BBQ 午餐。下午遊覽弗林德斯狩獵國家公園(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觀賞令人稱嘆的神奇岩石(Remarkable Rocks)，戰艦拱門(Admirals Arch)以及新西蘭海獅(Sea lions)棲息地。晚餐自理(可選擇批薩或炸
魚排加薯條)。乘坐渡輪和巴士返回。約晚上 10:30pm 送回酒店住宿。
備註：早餐及晚餐自費│導遊小費每人$5，請於現場交付給導遊
行程集合時間、地點、確認與否、導賞語言一併於 2 個工作天確認，如行程不確認，可更改其他日期│建議報名時提供電郵地址，
以便發出行程確認書

新加坡過境隨意行

按此﹞住宿日期：現在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訂購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

價目請﹝

受其他條款及細則限制，詳情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 新加坡過境隨意行﹝每位+HK$232 起﹞：1 晚酒店住宿 + 新航隨意行巴士
2) 新加坡過境隨意行升級玩樂﹝每位+HK$319 起 ﹞：1 晚酒店住宿 + 新航隨意行巴士 + 24 項景點入場及美食劵

送你購物樂趣！新加坡樟宜機場購物券 S$20
適用:

適用於新加坡航空/勝安航空旅客，於樟宜機場內 24 小時內轉機換領一次

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旅遊可獲 S$20 (購物券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受條款及細則限制﹝按此﹞。

換領：出示護照、電子機票及登機證，於樟宜機場 Terminal 2/3 轉機區 iShopChangi Collection Centre 換領
使用：只限單次使用，適用於指定 Terminal 1/2/3 公共及轉機區商店、餐廳及設施 (入境行李領取區及指定商店除外) 或
Terminal 2/3 過境貴賓室(Ambassador Transit Lounge) 最高 2 小時使用。

機票類別提升附加費﹝單程每位HK$﹞
如來回程訂購不同訂位代號，有效期或其他機票細則以較低類別之條款為準。以下資料只供參考，以新加坡航空訂立之細則及條款為準。
機票訂位代號及有效期

成人

小童

可選擇從澳洲其他城市返港並無須繳附加費。
V (3 個月)- 套票基本訂位代號

-

-

N (3 個月)

200

150

Q (3 個月)

400

300

W (6 個月)

850

650

U (1 年) [60 天或以上出票]

14500

11100

U (1 年)

18000

13700

商務客位 提升附加費﹝來回程每位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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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造訪澳洲內陸優惠: 自選維珍澳洲航空澳洲內陸機票﹝單程每位 HK$﹞ 須與套票一同訂購及與國際航段一同出票
< 不適用: VA4000-4999 / VA5000-5399 / VA5900-5999 / VA6000-6999 / VA7000-7999 / VA8000-8999 之航班 | 維珍澳洲航空行李額為 30kg >
客艙

地區一

地區二

地區三

T (經濟)

480

540

760

地區四
1210

V (經濟)

610

740

990

1520

E (經濟)

860

1050

1370

2020

﹝只適用澳洲以外之永久居民﹞ 持澳洲護照之旅客辦理內陸航段登機時須出示香港身份證。同一個城市限停留一次，每個航段同一方向不可重複，最多訂購十段。
地區一

地區二

地區三

地區四

奧伯立(ABX)

– 悉尼 (SYD)

阿得萊德 (ADL)

– 坎培拉 (CBR)

阿得萊德 (ADL)

– 布里斯本 (BNE)

阿得萊德 (ADL)

– 愛麗斯泉 (ASP)

阿得萊德 (ADL)

– 墨爾本 (MEL)

布里斯本 (BNE)

– 坎培拉 (CBR)

阿得萊德 (ADL)

– 黃金海岸 (OOL)

阿得萊德 (ADL)

– 達爾文 (DRW)

布里斯本 (BNE)

– 紐卡素(NTL)

布里斯本 (BNE)

– 翡翠 (EMD)

阿得萊德 (ADL)

– 悉尼 (SYD)

阿得萊德 (ADL)

– 珀斯 (PER)

布里斯本 (BNE)

– 洛漢普頓(ROK)

布里斯本 (BNE)

– 漢密爾頓島 (HTI) 布魯姆 (BME)

– 珀斯 (PER)

愛麗斯泉 (ASP)

– 達爾文 (DRW)

巴利納 (BNK)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麥基 (MKY)

布里斯本 (BNE)

– 開恩茲 (CNS)

艾爾斯岩 (AYQ)

– 悉尼 (SYD)

坎培拉 (CBR)

– 墨爾本 (MEL)

布里斯本 (BNE)

– 普羅瑟派恩 (PPP) 布里斯本 (BNE)

– 荷伯特 (HBA)

布里斯本 (BNE)

– 克朗克里 (CNJ)

坎培拉 (CBR)

– 黃金海岸 (OOL)

布里斯本 (BNE)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墨爾本 (MEL)

布里斯本 (BNE)

– 達爾文 (DRW)

坎培拉 (CBR)

– 悉尼 (SYD)

朗塞斯頓 (LST)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敦士維爾 (TSV)

布里斯本 (BNE)

– 伊薩山 (ISA)

科夫斯港 (CFS)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悉尼 (SYD)

開恩茲 (CNS)

– 悉尼 (SYD)

布里斯本 (BNE)

– 珀斯 (PER)

荷伯特 (HBA)

– 墨爾本 (MEL)

荷伯特 (HBA)

– 悉尼 (SYD)

坎培拉 (CBR)

– 珀斯 (PER)

赫威灣 (HVB)

– 悉尼 (SYD)

漢密爾頓島 (HTI)

– 悉尼 (SYD)

開恩茲 (CNS)

– 墨爾本 (MEL)

朗塞斯頓 (LST)

– 墨爾本 (MEL)

漢密爾頓島 (HTI)

– 墨爾本 (MEL)

達爾文 (DRW)

– 墨爾本 (MEL)

陽光海岸 (MCY)

– 悉尼 (SYD)

卡爾古利 (KGI)

– 珀斯 (PER)

達爾文 (DRW)

– 珀斯 (PER)

墨爾本 (MEL)

– 米都拉(MQL)

卡拉瑟 (KTA)

– 珀斯 (PER)

達爾文 (DRW)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紐卡素(NTL)

陽光海岸 (MCY)

– 墨爾本 (MEL)

卡爾古利 (KGI)

– 墨爾本 (MEL)

黃金海岸 (OOL)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黃金海岸 (OOL)

庫努納拉 (KNX)

– 珀斯 (PER)

麥考利港(PQQ)

– 悉尼 (SYD)

麥基 (MKY)

– 悉尼 (SYD)

墨爾本 (MEL)

– 珀斯 (PER)

洛漢普頓(ROK)

– 敦士維爾 (TSV)

珀斯 (PER)

– 希蘭港 (PHE)

珀斯 (PER)

– 悉尼 (SYD)

珀斯 (PER)

– 紐曼 (ZNE)

珀斯 (PER)

– 帕拉伯杜 (PBO)

悉尼 (SYD)

– 敦士維爾 (TSV)

備註：


套票適用於最少 2 成人全程同行及一同辦理登機手續。航班編號、時間及機種如有更改，將不另行通知。費用不包括所有稅項及 HK$30 服務費。



房間種類以每房最多可容納之人數計算，床位、加床服務及規條因應酒店有所不同，部份可能提供沙發床。酒店星級及房種資料只供參考。



此優惠套票不可與任何優惠及折扣券同時使用。



套票包括的旅遊平安保險不包括個人意外受傷、醫療費用及緊急援助服務；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套票受其他細則及條款限制。價目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訂位時需繳付不設退款之套票全費，有關費用只會於機位或酒店未能確定時方獲退還。已確定之機票及酒店套票，將不能更改或取消。

查詢及報名：2870 8788 │ info@singaporeair-holidays.com │ www.singaporeair-holidays.com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1-3 號德拓大廈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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