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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環文青潮玩遊    團號：269
出發日期: 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6月28日(星期二)/ 7月2日(星期六)/7月9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 早上09:00  (全日行程大約 6.5 小時)

集合及解散地點: 九龍塘地鐵站D出口

行程 : 

早上09:00在(九龍塘港鐵站D出口)集合，由資深導遊帶領暢遊參觀 中環街市、大館 及 香港醫學博物館，

午餐在灣景酒店享用90分鐘午市自助餐， 在灣仔港鐵站解散 (大約 15:30)

80年歷史的三級歷史建築物 ~ 中環街市

香港少數在戰前落成的室內街市，現已蛻變成為一個與眾同樂的
地方 "Playground for All"。

打卡點推介 : 復古街市紅燈大堂、水磨石樓梯、中庭的日光庭園 、
                     舊標語、舊檔口

香港法定古蹟－大館

逾170年的歷史的歷史建築群 - 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
域多利監獄。

大館按照文物保育的最高規格，致力保留歷史建築原貌，透過
互動展品將讓訪客有如置身舊日時光

香港法定古蹟－香港醫學博物館

博物館前身是病理檢驗所，是香港罕有現存的二十世紀早期融合
愛德華式及中式建築風格的歷史建築。 

從博物館能欣賞到香港豐富的傳統中醫及西方醫學遺產，介紹香
港開埠以來的醫科學術的發展歷史。

景點的名稱及簡介

防疫措施：
1.每位團友必須佩帶上口罩，否則拒絕登車
2.出發前請測量體溫，如體溫超過37.5℃，不能隨團出發
3.保證客人登車前已全面消毒，行程期間提供60%-80%酒精消毒搓手液、濕紙巾、備用口罩、溫度計等用品
4.旅行團當天出發前客人需自行進行快速測試，並獲得陰性結果填寫健康申報表。

備註 :
1.  賞你遊香港是由香港旅游發展局主辦，香港旅游發展局持有最終決定權。
2.  若未能成團，將於出發前三個工作天下午三時前致電通知；
3.  為保障顧客利益，本公司會為參加者購買平安保險，報名時必須提供：每一位參加者的身份證上之姓名、性別、年齡及身份證號碼頭四個位，如A123，及聯絡電話，以便聯絡及
作購買保險用途，否則本公司有權拒絕報名；
4.  當天導遊只提供(粵語導遊服務) ，出發前一天下午三時前，工作人員會致電團友核對團隊的集合時間及地點，如未有收到工作人員的聯絡，歡迎致電 55450003 或 whatsapp 
55450003 查詢 ；
5.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最新條例，旅行團參加者(15 歲或以下或65 歲或以上未能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參加者除外)，全程隨身攜帶已安裝「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智
能手機，並在登上交通工具(包括旅遊巴(包車)、船隻(包船))和進入所有已展示特定二維碼的場所(包括景點、食肆)時，掃描二維碼以作紀錄和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所有參團之旅客
，均必須滿足『疫苗通行證』下當時適用的要求（詳細資料請查看以下政府網站(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6.  遊覽參觀各景點時的小組人數及用餐時每枱人數會以政府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為準。
7.  為了保障各位團友的健康安全為最大要點，每位團友除了在用餐時間外敬請必須戴上口罩，包括各個景點及旅遊巴，如有不適症狀(如發燒、咳嗽、感冒等) 本公司將拒絕該團友
隨團出發，$100 之按金不設退款。
8.  景點部份設施及活動或因天氣及其它因素影響而暫停開放，恕不另行通告。 
9. 客人請自備晴、雨用具，防曬裝備，輕便服裝及自備水樽及飲用水，提高警覺注意安全及衡量個人體能及身體狀況，並遵照當日導遊的指引。 
10. 如遇上天氣或其他因素影響，行程有機會更改或取消，參觀遊玩時間有機會減少，本公司保留一切決定權。 
11. 參加者全程必須一直佩戴標記物品如旅行社貼紙。
12.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行程最終解釋權。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以上行程次序只供參考，以當天導遊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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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你遊3.0 - Travel Mama 蜜蜜遊旅行團報名程序 
只限 6 月 8 日 上午10:00 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前請細閱第三、四頁之旅行團條款及細則、收據驗證指南**

步驟1 - 

在網站報名及付款，請選擇旅行團首選出發日期及報名人數， 並支付報名人數之按金，每位港幣$100

**為了更容易快捷成功報名，如旅行團出發日期多於一個志願，可以在備註欄內提供 (如次選6月28日，三選

7月2日)。每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步驟2 - 

收到訂單後，我們會以 whatsapp 55450003 回覆可確認之出發日期， 請於6月8日18:00前經 whatsapp 

55450003 提供以下之文件: 

1. 每位出發者之香港身份證截圖、

2. 疫苗接種記錄及康復記錄(如有)截圖、

3.  所有消費單收據截圖

**所有截圖必須是正面之截圖及清晰，否則無法受理，敬請必須於6月8日18:00前經 whatsapp 55450003 提

供文件及不設後補文件，逾時不侯，敬請留意。

步驟3 - 

本公司收到步驟 2 所有文件才會發出確認留位通知 ** 如未能成功報名之訂單，  我們會在3天內退回報名之

按金

步驟4 - 

收到確認留位後必須於6月10日前提交收據正本 **參加者遞交收據正本安排可參考第三頁之條款及細則。

步驟5 - 

本公司收到所有所需文件後會發出確認報名通知  *** 成功報名之訂單，旅行社將於當天行程結束後退回港幣

$100按金 (現金)

步驟6 -  出發前一天會收到導遊通知當日安排

**所有確認通知最終以 whatsapp  55450003 回覆作準

旅行社確認留位後客人需於6月10日18:00前提供收據正本，
如名額已滿旅行社將於3天內退回已繳付之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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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你遊3.0旅行團條款及細則

旅行團參加者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提交疫苗接種記錄(所有賞你遊旅行團參加者均滿足「疫苗通行證」下當時適用的要求(詳情可參考第四頁及有關網址*)，18歲以
下報名人士，必須與父或母或監護人同行)。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169e/cgn202226169497.pdf
-提供港幣$800或以上收據正本(每個名額最多由兩張機印收據組成，而相關收據只可供一人換領一個名額;所有收據一經提交後，
將不獲發還)。

參加者報名時須提供以下資料：
在步驟1 - 在網站報名及付款
-提供聯絡電話號碼
-人數
-如出發日期多於一個志願, 請在備註欄內提供(如次選6月28日，三選7月2日)
-支付報名人數之按金，每位港幣$100
在步驟2 - 收到訂單後, 經 whatsapp 提供
-提供香港身份證副本或截圖(必須與針卡相符)
-提供港幣$800或以上收據截圖
-提供香港政府衛生署發出的新冠疫苗接種記錄正本或電子記錄截圖，必須須滿足「疫苗通行證」的最新疫苗接種要求
**所有截圖必須是正面之截圖及清晰，否則無法受理，敬請必須於6月8日18:00前經 whatsapp 提供文件及不設後補文件，逾時不
侯，敬請留意。
在步驟4 - 收到確認留位後必須於6月10日18:00前提供港幣$800 或 以上收據正本
**如參加者未能於限期前遞交，則作放棄論，所繳按金均不獲退還而不獲任何補償

參加者遞交收據正本安排 :
6月8日至6月10日之公司服務時間: 早上十時至下午七時正;  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登打士街56號家樂坊21樓01室V02
1.可自行安排速遞到本公司
2.親身遞交到本公司，前往前必須經whatsapp 預約
-旅行社確認留位後(步驟3)，客人需於6月10日18:00前提交收據正本(步驟4)，如參加者未能於限期前遞交，則作放棄論，所繳按
金均不獲退還而不獲任何補償
-旅行團當天出發前客人需自行進行快速測試，並獲得陰性結果及填寫健康申報表。
-所有旅行團參加者(15歲或以下或65歲或以上未能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參加者除外)，全程須用已安裝「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的智能手機在登上交通工具(包括旅遊巴(包車)、船隻(包船))和進入所有已展示特定二維碼的場所(包括景點、食肆)時，
掃描二維碼以作紀錄。若客人拒絕使用，旅行社可拒絕客人繼續行程，及不會退回按金。

疫苗接種紀錄分為 :
1) 接種紀錄正本
2) iAMSmart Electronic Record (智方便)電子針卡
3)「安心出行」電子針卡
4)「醫健通」電子針卡
5)「Apple錢包」電子針卡
**客人須出示圖像版電子針卡作核對資料之用，文字檔或文字版本並不適用

惡劣天氣暴雨或颱風信號及特殊情況安排：
旅行團出發當天如集合時間前兩小時，或預期於出發時間之後的兩小時內，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當天出發的旅行團將改期出發。如天文台發出一號、三號熱帶氣旋或黃色、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旅行團照常出發。如於旅程途
中，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基於參加者安全問題，行程或將取消，且不會作任何補償。
取消政策
-參加者報名後，若因任何理由取消訂位或更改日期或旅客姓名等，將一律視作取消訂位，所繳按金及收據正本均不獲退還。
-以下2個情況，參加者可選擇其他出發日期(須視乎名額情況而定)或取回已提交的機印收據正本及按金，全數按金將於旅行團取
消後的30天內退還:1.如遇人數不足，交通工具或旅遊景點出現問題等情況，參與旅行社將在出發前2天（出發日不計）通知參加
者取消旅行團2.如隨團/接待團隊的工作人員於出發當天進行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或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
測並取得陽性檢測結果。
-若出現身體不適，包括發燒、乾咳及呼吸困難等症狀以上症狀，或進行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或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
反應核酸檢測取得陽性檢測結果, 參加者不可參加當天行程。已提交機印收據正本及HK$100按金將獲退回，參加者須提交醫生證
明書/ 2019 冠狀病毒陽性檢測結果予參與旅行社。而參加者應立即求醫。

旅行團出發日期: (每團名額約50個，每人每次最多可為4名人士於每個出發日期報名)

出發日期:
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6月28日(星期二)/ 7月2日(星期六)/7月9日(星期六)

**每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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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驗證指南
**收據發出日期必須是2021年12月10日或之後**

**於香港實體零售或餐飲商戶消費滿港幣$800或以上收據正及
每個旅行團名額最多由兩張機印收據組成，而相關收據只可供一人換領一個名額**

不適用之收據(零售)
-重印及副本的機印收據一概不接受作報名及參加旅行團之用
-購買門票、餅券、現金券、禮券、禮品卡、儲值卡、郵票、購買或增值商戶會員卡、享用洗車、入油、電訊服務、醫療服務、美
容及按摩服務、報讀課程、使用銀行服務、保險服務、投資服務、香港賽馬會投注項目、慈善捐款、使用停車場服務、零售或餐
飲商戶之訂金、八達通增值、繳費靈、律師費、樓宇買賣佣金及租金之收據均不適用於此活動
-於網上購物收據寫明「網上訂購」(“web order＂)之類字眼總消費金額為HK$0 的換貨收據
-沒有列明消費項目的收據: 卡拉OK 收據/ 雀局收據/ 冒險樂園收據(冒險樂園屬於公眾娛樂場所，而非實體零售或餐飲商戶，因此
遊戲代幣單據並不符合資格。)
-入住酒店(Staycation) 收據上的消費項目為套餐價
註：以上列表並不包括所有例子。如有疑問，請致熱線 28076100 查詢

不適用之收據(餐飲)
-由沒有食物業牌照食肆發出的收據，餐飲商戶必須持有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的有效食物業牌照，牌照類別包括普通食肆、小食食
肆或工廠註：食物環境衞生署持牌食肆及工廠食堂名單網頁連結: 持牌食肆及工廠食堂名單(fehd.gov.hk)

https://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licence-foodPremises-r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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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 Pass 疫苗通行證指示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169e/cgn202226169497.pdf

「疫苗通行證」接種時間表

附註:
1.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將被視作符合第二針的要求，前提是疫苗種類被包括在政府的新冠病毒專題網站「就指明用途認可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列表」(列表) 上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covid19_vaccines.pdf)，而相關人士
 已接種列表上的所需針數。相關人士如要滿足第三針的要求，他 / 她應在「完成接種」後額外接種一針列表上的疫苗。就任何完成或部分接種了非列表上疫苗的人士，他 / 她須根據
本地的建議時間表重新接種在香港提供的疫苗。
2. 如相關人士即將年滿18歲，他 / 她將可享有由18歲生日起計的3個月寬限期，期間他 / 她的資格將跟從適用於12至17歲人士的類別；其後他 / 她的資格將跟從適用於18歲或以上人
士的類別。
3. 如相關人士即將年滿12歲，他 / 她將可享有由12歲生日起計的3個月寬限期，期間他 / 她將被豁免於疫苗通行證要求；其後他/她的資格將跟從適用於12至17歲人士的類別。
4. 「康復後」是指最近一次備有文件紀錄的陽性檢測結果日期的14天後。
5. 就疫苗通行證而言，所有在感染前已接種疫苗劑數將被計算在內，不論接種疫苗日期及最近一次備有文件紀錄的陽性檢測結果日期之間距。在疫苗接種時間表而言，建議康復者仍
應根據衞生署轄下的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和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的建議，只計算在最近一次備有文件紀錄的陽性檢測結果前至少14天接種的疫苗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