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澳門玩樂威尼斯人三日遊(2019.07.28-07.30) 

 

 
 
 

※ A、B二團總數限 150個席位，依報名先後順序 A團額滿→Ｂ團，敬請儘快報名，以免向隅。 

※ A、B二團去、回程為固定，不可指定搭配，須以航空公司配班為原則。 

擇 A或 B 去/回 航空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A 團 

80 席位 

去程 澳門航空 NX619 桃園機場 09：20 澳門 11：25 

回程 澳門航空 NX620 澳門 20：40 桃園機場 22：30 

B團 

70 席位 

去程 澳門航空 NX9611 桃園機場 09：45 澳門 12：05 

回程 澳門航空 NX9626 澳門 21：15 桃園機場 23：00 

※以上航班時間僅供參考，請依實際取得為準。 

【行程特色】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 

澳門歷史城區是一片以

澳門舊城區為核心的歷

史街區，包括 20多座歷

史建築，並由相鄰的廣

場和街道連接而成，於

2005年獲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名錄。澳門歷史城

區保留至今，見證了

400多年來東西文化在

澳門融合，和諧共存。

悠閒漫步澳門歷史城區，

你會發現多處精彩的世遺古跡，並了解這些建築和廣場蘊藏的豐富歷史。 

 
【購物安排】~特別安排無購物，讓您玩得開心~ 



行程內容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天 

07/28 

(日) 

桃園機場 澳門機場 午餐 世界文化遺產半日遊《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民政署、

仁慈堂、玫瑰堂、大堂、郵政總局、盧家大屋) ─澳門博物館─大砲台》 媽閣廟 晚餐~

晚宴 飯店  
●【大三巴牌坊】 
即「聖保羅教堂」的遺跡，位於澳門大巴街附近的小山丘上。1835 年聖保羅教堂被一場大火燒毀，僅
殘存了現在的前壁部分。因為它的形狀與中國傳統牌坊相似，所以取名為「大三巴碑坊」。 
●【議事亭前地】 
廣場由當年來自葡萄牙偉大水手所建設而成的歷史舊城區，2005 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議事亭前地廣場形狀如漏斗，前寬後窄，兩側盡是 19、20 世紀的古典歐式建築；廣場中央
有噴水池，四麵包圍著不同的歷史建築，地面鋪著黑白色的碎石砌成波浪形線條讓地面充滿藝術及南
歐風情。沿途不少著名的食府和購物商店，依然保存原有的面貌，新與舊的東西方文化互相融合形成
獨特的文化氛圍。 
●【民政總局】 
澳門民政總署大樓的位置在歷史上原為一座中式亭樓建築的議事亭，為明朝政府宣讀政府命令和作為
中葡官員會面的場所。1784 年（清乾隆四十九年），葡萄牙人購買了該地皮，並興建具葡萄牙風格的
議事公局大樓，成為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地方政治心臟，一切市政事宜，以至葡萄牙的集會和慶典，都
會在此舉行。後曾多次重修，現規模是 1874年重修時形成的，具明顯的南歐建築藝術特色。 
●【仁慈堂大樓】 

仁慈堂大樓是位於議事亭前地旁邊的磚石建築物，於 1569年由澳門首任主教賈尼路創立，為負責慈
善救濟的工作，故名“仁慈堂”。成立後，仁慈堂開辦了中國第一間西式醫院白馬行醫院，並設育嬰
堂、痲瘋院、老人院、孤兒院等機構。現有建築修建於十八世紀中，展現強烈新古典主義風格，整體
建築除花崗石柱基外，均以色粉刷。 
●【玫瑰堂】 
玫瑰堂玫瑰堂正名為玫瑰聖母堂及聖多明我教堂，位於澳門的市中心。教堂於 1587 年由西班牙聖多
明我會所建，以玫瑰聖母(Our Lady of theRosary)為主保，次年由該會的葡萄牙神父所接管。由於起
初只由木板搭建，故被華人稱為「板樟堂」，直至 17 世紀方改為磚石的結構。1874 年曾因火災而焚
毀，當年重建後則成現在的規模。 
●【澳門郵政總局】 
澳門郵政總局位於新馬路議事亭前地旁，提供郵寄與儲匯等一般郵政業務與集郵櫃台，因興建於 1929
年，造型復古的外觀也讓郵政總局成為議事亭廣場中重要的景點之一。澳門郵政總局為三層樓式建築，
整體設計帶有濃厚的古典主義風格，是由澳門華人建築師陳焜培先生所設計，將近有 100年歷史的建
築目前仍設置有郵政處理櫃台。 
●【盧家大屋】 
盧家大屋於 1889 年落成，是澳門二十世紀初商人盧華紹（盧九）住宅（其私家花園盧廉若公園為澳
門名勝之一），現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份。盧家大屋是用厚青磚建造的中式兩層建築，主力面入
口設計巷內凹，有著粵中建築常見的磁磚、灰塑、橫披、掛落、蠔殼窗等，展現中式建築特色，但又
有西式的假天花、滿州窗、鑄鐵欄杆。 
●【澳門博物館】 
此景點已於 2005年 7月列入世界遺產，成為中國第卅一處世界遺產 位於大砲台，總造價一億三千萬
元。建築物分三層，總面積 2800 平方公尺，展品超過三千件，包括介紹澳門地區起源、澳門民間藝
術與傳統及澳門當代特色。 
●【媽閣廟】 
原稱媽祖閣，俗稱天后廟，存在至今已逾五百年，是澳門三大禪院中最古者。背山面海，沿崖建築，
古木參天，風光優美。整座廟宇包括大殿、弘仁殿、觀音閣等四座主要建築，石獅鎮門、飛簷凌空，
是一座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古建築裝飾，讓您仿佛置身於古老的歐洲宮殿前。 

餐 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粵式料理 HKD80     晚餐／萬豪軒 中式風味餐 HKD 250 

旅 館：澳門威尼斯人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313332&POIID=ACT1904000667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313332&POIID=ACT1904000669


第 2天 

07/29 

(一) 

澳門全日自由活動 (全日不派車) 

建議自費行程 A：  自費：NT$3,600/人(報名人數：20~40 人/車) 

快閃香江 ( 搭船前往香港 砵典乍街(石板街) 大館 百年歷史懷舊香港電車體驗

天星小輪 1881Heritage、尖沙咀鐘樓、星光大道 天際 100 體驗港珠澳大橋風

光 澳門)  / 午餐：港式燒鵝餐 HKD100  晚餐：大排檔 HKD100  
 
★【中環石板街】 
印象中總是時尚、繁華、國際化氣息交融的香港市區中，有一處見證香港早期歷史與人文的懷舊老街，
就是位於中環的砵典乍街，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環石板街」。砵典乍是香港殖民時代第一任總督姓
名，紀念香港一路走來關鍵的歷史年代、見證過往的繁華回憶，現今也被香港政府評為一級古蹟建築，
是相當珍貴的香港景點之一。若要選出最能代表香港中環古今交錯特色的景點，香港當地民眾絕對推
薦您走訪一趟中環石板街。 
◎【大館】 
對於古蹟保存不遺餘力的香港，近日最具話題的拍照勝地就是由舊中環警署活化而成的大」。超過 170
年的大館建築群，不僅能讓民眾探索香港的法治歷史，如今更將化身藝術新匯點，提供一連串當代藝
術節目，讓古蹟用嶄新的面貌重新走入生活裡 
★【百年歷史懷舊香港電車叮叮車】 
香港有一種迷人的交通工具來到香港一定要去搭看看，就是已經有百年歷史懷舊的叮叮車，可不要小
看這些比你我年紀還大的叮叮車唷，雖然現在香港交通地鐵發達，可是還好好的被保存下來，更是全
球現存唯一全數採用雙層電車的電車系統。香港電車在 1904 年投入服務，是香港歷史最為悠久的交
通工具之一。香港電車不僅是港島區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成為外地旅客觀光的著名景點。經歷百
年來的變遷，香港電車現由法國威立雅運輸集團旗下的香港電車有限公司經營。 
●【維多利亞港(天星小輪)】 
喜愛維港的人，或許也會愛上天星小輪，因為乘小輪漫遊維港，可以真正感受維港的美。美國的《國
家地理旅遊雜誌》就曾將乘搭天星小輪遊覽維港，列為「人生 50 個必遊項目」之一。自 1888 年起，
天星小輪已開始接載香港市民穿梭維港，即使現在已有多條海底隧道及地下鐵貫通維港，每天仍有很
多市民選擇乘搭天星小輪。 
★【1881】 
於古蹟內逛街購物、品嚐美食？在「1881」商場就做得到！這座維多利亞式建築物由古蹟改建，現址
自 1880 年代起至 1996 年，一直是香港水警的總部。如今，商場保留了數座主要古蹟並加以改建，原
來的水警總部主樓，變成了一所風格華麗高貴的酒店；馬廐變成了餐廳；消防局則改建為高級時裝店。 
●【星光花園】 
電影主題的景點「星光大道」目前正在整修，但您仍可以看到有關香港電影的展覽、明星的手印和簽
名，並與國際功夫巨星李小龍、香港卡通角色麥兜的銅像合照！ 
★【天際 100】 
香港天際 100 觀景台除了提供香港最美的 360 度景觀及懾人景致，「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更設有大
型的多媒體互動展覽及設備完善的訪客中心。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為香港最高的室內觀景台！ 
坐落在全港最高大廈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的「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讓訪客可 360 度鳥瞰世界聞名
的日夜繁華景致。 
◆【港珠澳大橋】 
粵港澳大橋因為連接珠海、香港、澳門三地又被香港方面稱為港珠澳大橋。由於粵港澳大橋所經過的
水域 95%以上都在珠海水域內，大橋的建設以珠海地區為主，港澳配合為輔，所以廣東省的規劃和政
策是最重要。大橋於今年 10 月 24 日正式通車，全長 55 公里，包含海底隧道約 6.7 公里及四個人工
島，現為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英國《衛報》更稱之為「現代
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建議自費行程 B：   自費：NT$2,600/人(報名人數：20~40 人/車) 
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一日遊(安排來回接駁車) 
★【橫琴長隆海洋王國】 
海洋奇觀(鯨鯊館)，魅力水底世界，大是特點！多是特色！全世界最大的水族館，超大玻璃屏幕讓人仿
佛身在海洋世界，魚一群群在我面前游來游去，嘆為觀止的畫面令人傾倒。長隆集團耗資 200 億，
要打造成 120 萬公頃的海洋度假區。當中最有看頭的是海洋王國，而王國的明珠是海洋奇觀區，超
寬屏幕的玻璃下，由德國引進的海底互動船，如潛艇般將遊客潛行於絢麗的海底世界，各種珍稀海底
動物在身邊暢游。  
到橫琴長隆除了觀看海洋動物，還可以體驗鸚鵡過山車等多個刺激等遊樂項目：海洋奇觀、海像城堡、
海豚公館、親親水世界、水獺之家、白鯨全接觸、飛越雨林、海底互動船、勇奪海盜島、歡樂海豚、
極速戰船等等。 
飛越雨林：在海洋王國外圍看，最搶眼的就是過山車飛越雨林，過程會 360 度反轉，離心力超勁！ 
超級激流：全亞洲首個獨特式的軌道，將過山車和滑浪漂流結合，一次過體驗旋轉、倒後、高速俯衝
之旅！ 
冰川歷險：坐極地破冰船進入雪川探北極熊，在冰山之間忽然急劇下滑，忽然又盤山高速轉彎。 
劇場匯演：海獅劇場、白鯨劇場、海豚劇場，輕鬆表演精彩。 
花車巡遊：世界最長的花車巡遊路線，主題故事豐富多樣，其中包括美人魚、海龜、章魚、巨鯨、極
地遊戲、潛水艇… 
★烟花幻彩：最震撼獨特的中心湖表演，水、燈光、投影、激光、煙花……共同創造出一個令人眼花繚
亂、激動人心的壯觀場面。這樣精采的大型匯演榮獲「澳洲盛事大獎」(Australian Event Awards)頒
發的「最佳國際盛事成就獎」，怎能錯過~ 
澳門當地票券自費加購項目： 
(1) 新濠天地【水舞間】 

自費：A 區：NT$3,300 元/人；B區：NT$2,650元/人；C 區：NT$2,100元/人 
水舞間由世界享負盛名的靈感創作大師 Franco Dragone 為新濠天地特別製作，由來自多於全球 25
個國家約 80 個國際滙演演員、以及約 130 個製作和技術人員組成。劇院内設全球最壯觀宏偉的商用
舞台泳池，容量達约 370 萬加侖，相當於五個奧林匹克標準泳池的容量，同時糅合了前所未有的高難
度特技表演，配上絢爛炫目的服裝及匠心獨韻的空間設計，完美演繹出一個穿越時空的浪漫傳奇，為
目前大型的以水為題的劇院之一。 
(2) 澳門巴黎人 巴黎鐵塔觀景台門票          自費：NT$270元/人 
(3) 新濠影匯 影匯之星-8字型摩天輪         自費：NT$350 元/人 
(4)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貢多拉船票           自費：NT$400 元/人 
(5) 新濠影匯 蝙蝠俠夜神飛馳 4D 動感電影     自費：NT$510元/人 
(6) 澳門義順鮮奶公司餐卷                    自費：NT$170元/人 
(7) JANICE WONG MGM外賣點心套餐兌換卷 自費：NT$450 元/張  
(一張可兌換 2 杯咖啡及 2 份精緻甜點)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 ~ 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 ~ 敬請自理 

旅 館：澳門威尼斯人 

第 3天 

07/30 

(二) 

上午自由活動 【回歸紀念館、望海觀音】 澳門【澳門旅遊塔 (加贈每人澳門旅遊塔 58 

及 61 層觀光門票及旅遊塔 旋轉餐廳自助午餐)】 晚餐【龍環葡式建築─澳門老街(豬扒包

+奶茶+蛋塔】 澳門機場 桃園機場 

◎【澳門旅遊塔】 
高度達 338 米，名列亞洲區第八及全球第十高，旅遊塔設有玻璃升降機，由地面至觀光主層約 45 秒
左右，可遠眺中國珠江三角洲及部份香港離島的景觀，還可觀賞「笨豬跳」、「高飛跳」、「空中漫步 X
版」及「百步登天」等冒險活動。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澳門旅遊塔自助餐  晚餐／豬扒包+奶茶+葡式蛋塔 

旅 館：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 2019/07/28(日) 

出發天數 三天兩夜 

優惠報價 

旅客參團身份 報價：每車 36名以上成人 

飯店房型 
皇室套房 

(一大床/兩人一室) 
貝麗套房 

(二大床/(兩人一室) 
貝麗套房 

(二大床/三人一室) 
貝麗套房 

(二大床/四人一室) 

飯店佔床 NT$20,700/人 NT$21,590/人 NT$19,500/人 NT$18,200/人 

嬰兒 NT$5,000/人 

「成人」定義：年滿 20歲以上，稱之為「成人」。 
《旅客參團身份備註》 
1. 年滿 12歲以上，飯店住宿皆須佔床。 
2. 年滿 2 歲以上~未滿 12 歲孩童，飯店住宿可選擇不佔床，每房至多 1 名。(與兩名年
滿 12歲旅客同房)  
3. 未滿 2歲，定義為嬰兒，不佔機位、不佔飯店床位、不佔餐。 
※貝麗套房依實際佔床人數計價 

費用包含 

(1) 桃園出發之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2) 行程表列住宿飯店；全程標準房兩人一室住宿 2晚。 
(3) 行程表列行程、交通、住宿、餐食費用。 
(4) 500萬旅遊責任險及 20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依保險條款規定未滿 15歲或 70歲(含)以上[依投保日計算]，依保險公司規定最高投保金
額為 200萬元)。 
(5) 兩地機場稅及燃料稅。 
(6) 3天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 NT$600元/人。 
(7) 台北單一地點(中正紀念堂)至桃園機場來回巴士接送一趟。 

雄獅特別贈送：出發當日機場報到每人一份早餐。 

費用未含 

(1) 新辦護照申請工本費為現金 NT$1,400元/人。 
(2) 純係私人之消費(行李超重、自費餐食、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採購等) 
(3) 全程二人一室，報價無自然單間，若有旅客落單可與領隊同房，或旅客加床為三人一

室(床型依飯店安排沙發床、行軍床或單人床)或補單間差(皇室套房：NT$8,000/人，
貝麗套房：NT$9,000/人)。 

(4) 持非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加價費用。 
(5) 個人機票票價差，依實際訂到之艙等為準。 

付款 

(1) 訂金：請於確認團體成行時，繳付每人 NT$ 5,000訂金，以預訂機位。 
(2) 團費尾款：請於團體出發前 10日內(7/18前)付清。 
(3) 付款方式：刷卡、匯款、ATM 轉帳、即期支票。 
匯款/轉帳/銀存請轉入此帳戶： 
分公司(內湖總公司)：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別：合作金庫-民生分行 
銀行代號：006 
帳號（匯款、ATM 轉帳）：0936-717-156370 
匯款煩請提供匯款水單，若無法提供水單，煩請提供帳號末五碼、戶名、匯款金額及匯款
日期以利後續查帳及對帳作業。 



注意事項 

(1) 本公司保留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行程更改之重新報價之權利。 
(2) 如遇航空公司、酒店，簽證臨時價格調漲，本公司將適時調整團費價格，團費以正式

合約為準。 
(3)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4) 成團人數低於 36人須重新報價。 
(5) 購物站：無，車上有販賣澳門當地土特產(例如：澳門葡式蛋塔 等)。 
(6) 團體旅遊操作，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需脫隊請於出發前提前告知，如未於出發

前提出需求者，恕不接受外站臨時脫隊；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景區門
票、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視同個人放棄，不另行退費。 

(7)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
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 

(8) 本行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車資等成本費用並無兒
童、年長者或其他特殊身份之優惠，亦不適用於上述元件各自推出之針對個別旅客所
進行之優惠活動；詳細售價與特惠方式以各行程標示為準，本公司不再進行任何退費
與折扣。 

(9) 酒店說明： 
部份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港澳地區三人房係指一般標準雙人房（一大床）加一活動摺疊床、沙發床或固定床，均
以各酒店現場安排為主，部份酒店限大床床型方能加床。 

取消／變

更之費用 

如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雄獅旅行社取消及變更，依下列標準賠償： 
(1) 旅遊開始前第 41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5%。 
(2) 旅遊開始前第 31日至第 4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10%。 
(3) 旅遊開始前第 21日至第 3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20%。 
(4) 旅遊開始前第 2日至第 2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30%。 
(5) 旅遊開始前 1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50%。 
(6) 旅客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100%。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 
※旅行社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標準賠償之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新澳門玩樂威尼斯人三日遊】
請注意：因機位有限總數 150個席位，分 A、B 二團出發，依報名先後順序 A團額滿→Ｂ團。 

    報名表每房填寫一張。 

姓 名 特殊餐食 
A- 房型金額 

皇家  貝麗 

B-自費行程
(7/29) 

團費金額(A+B) 

會員: 

 

手機： 

○無   ○全素 
○蛋奶素 
○其他__________ 

 

會員本人參加，補助款$3,500 

○行程A:3,600元 
○行程 B:2,600 元 
○行程 C: 0 元 

 

眷屬: ○無   ○全素 
○蛋奶素 
○其他__________ 

 
○行程A:3,600元 
○行程 B:2,600 元 
○行程 C: 0 元 

 

 
○無   ○全素 
○蛋奶素 
○其他__________ 

 
○行程A:3,600元 
○行程 B:2,600 元 
○行程 C: 0 元 

 

 
○無   ○全素 
○蛋奶素 
○其他__________ 

 
○行程A:3,600元 
○行程 B:2,600 元 
○行程 C: 0 元 

 

 搭乘台北（中正紀念堂站 5 號出口）    桃園機場 

 單點接泊車。7/28上午 06:1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總 金 額:  

自強活動會員旅遊優惠辦法：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主辦之會員自強活動，一年可使用一次優惠。 
2019 年會員本人親自出席活動補助款為$3,500，會員本人未克出席，參加

人員費用均以實際團費全額計費。 
報名請填具報名表傳真:02-23140577公會 02-23143456#3湯小姐確認報名成功。 

             報名後請掃 QR-CORD 加入澳門三日旅遊群組→  
 

房型確認 費 用 備  註 

皇室套房(一大床，兩人一室) NT$20,700 元/人 
大人及小孩佔床 
套房面積 70 平方米 
床尺寸約寬 180 公分/長 200 公分 

貝麗套房(二大床，兩人一室) NT$21,590 元/人 
大人及小孩佔床 
套房面積 70 平方米 
床尺寸約寬 150 公分/長 200 公分                           

貝麗套房(二大床，三人一室) NT$19,500 元/人 

貝麗套房(二大床，四人一室) NT$18,200 元/人 

未滿 2 歲之嬰兒 NT$5,000 元/人 至回國日期（7/30）當日未滿 2 歲 
(不佔機位、床位、餐食) 

 7/29（第二天）自費行程項目勾選 
 以下請三方案視個人需求擇一勾選 費 用 備 註 
行程 A：快閃香江 NT$3,600 元/人 費用已含午、晚餐 
行程 B： 

珠海海洋王國一日遊 NT$2,600 元/人 費用未含午、晚餐；費用未含台胞

新辦 NT$1,500 元/人 
行程 C：全日自由活動 X 費用未含午、晚餐 

 



自費票券參考項目 
 (視個人需求做填寫) 

費 用 
 (行前雄獅代購價) 金 額 備     註 

07/29 水舞間 
  17:00 場次 
 
07/29 水舞間 
  20:00 場次 

A 區：NT$3,300 元/人 
  NT$3,300 元   人                                
B 區：NT$2,650 元/人 
   NT$2,650 元   人 
C 區：NT$2,100 元/人 
   NT$2,100 元   人 

 

分兩場次：17:00 / 20:00 
週二、週三停演 
表演時間長度：85 分鐘 

○澳門巴黎人/巴黎鐵

塔觀景台門票____人 NT$270 元/人    人 
 

適用於 7 樓、37 樓觀景台 

○新濠影匯 影匯之星

-8 字型摩天輪____人 NT$350 元/人    人 

 12 歲以下孩童需由成人陪

同搭乘；3-11 歲孩童可自

行現場購買兒童票；2 歲以

下嬰兒免費入場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貢多拉船票______人 NT$400 元/人    人 

 開放時間：大運河

-11:00~22:00；馬可孛羅運

河-11:00~19:00；聖路卡運

河-11:00~19:00                                                                                                                        
每艘貢多拉船可供 4 位旅

客共乘 (不可單獨搭乘貢

多拉船)                   
2 歲以下嬰兒無法搭乘貢

多拉船 

○新濠影匯 蝙蝠俠夜

神飛馳 4D 動感電影

____人 
NT$510 元/人    人 

 身高需介於 100 公分~195
公分，方能搭乘；身高介

於 100 公分~140 公分，需

由成人陪同搭乘。                                                                                                                              
3-11 歲孩童可自行現場購

買兒童票；2 歲以下嬰兒免

費入場，體重超出 136 公

斤、孕婦、心臟病、高血

壓等症狀無法搭乘。                                                                                                  

○澳門義順鮮奶公司

餐卷______人 NT$170 元/人    人 

 可兌換飲品四選一：冷/熱 
馳名雙皮燉奶 或 冷/熱 
紅豆雙皮燉奶 或 熱巧手

薑汁撞奶 或 豬扒包+罐
裝汽水 

○JANICE WONG 
MGM 外賣點心套餐

兌換卷____張 
NT$450 元/張    人 

 可於美獅美高梅酒店視博

廣場，兌換 2 杯咖啡及 2
份精緻甜點    

加價購票券金額總計： 
 

 

 



自費加價升等項目 費用 備註 

○【皇室套房】自費加價升等單人房 NT$8,000 元/人 皇室套房 

○【貝麗套房】自費加價升等單人房 NT$9,000 元/人 貝麗套房 

○自費加價升等商務艙 需依實際費用另外報價   

請於 2019 年 05 月 24 日前繳交報名表，俾利機位保留，同時繳付訂金 NT$5,000 元/人 

 及有效期護照影本（有效期需於 2020 年 01 月 31 日之後），尾款必須於 2019 年 07 月 

 18 日前繳付。 

7/29 (行程第二天)自費行程，請在空格填入 A、B、C 

付款方式：○刷卡 

        ○匯款/轉帳 

匯款戶名：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別：合作金庫-民生分行 銀行代號：006 

帳號( 匯款、ATM轉帳) ：0936717156370             
自費行程 A：快閃香江 ( 搭船前往香港→砵典乍街(石板街)、大館、百年歷史香港電車體驗→

天星小輪→1881Heritage、尖沙咀鐘樓、星光大道→天際 100→體驗港珠澳大橋風光→澳門) 

含：午餐- 港式燒鵝餐  /  晚餐-大排檔 /   費用-NT$3,600/人 

自費行程 B：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一日遊 

  午餐- 方便遊玩 ~ 敬請自理 / 晚餐-方便遊玩 ~ 敬請自理  /  費用-NT$2,600/人 

※注意：參團旅客同意由雄獅旅遊代收機票及本次旅遊款項。如取消參加此活動，將依合約收
取消費用，比例如下： 
一、旅遊開始前第 41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5%。 
二、旅遊開始前第 31日至第 40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10%。 
三、旅遊開始前第 21日至第 30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20%。 
四、旅遊開始前第 2-20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30%。 
五、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 50%。 
六、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100%。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旅行社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標準賠償之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一、機票開票後，若有取消或更改情事，將產生退票費用 NT$ 3,000 元/人起，依航空公司回   
  復為準。 
二、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於 108 年 06 月 21 日後為保證入住，一經飯店通知保證入住，則無法 
  取消，若有取消情事，將產生飯店取消費用皇室套房 NT$16,000 元/間；貝麗套房 
  NT$18,000 元/間。 

  旅客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請於填寫完畢後回傳至傳真號碼：02-6607-1518，並來電確認是否收到。 

報名完成後，雄獅旅遊將以簡訊通知報名成功，若報名隔日仍未收到簡訊，請來電洽詢。 



傳真刷卡授權書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雄獅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簽立傳真刷卡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請以傳真或電子郵件，請勿使用 LINE、微信、WA 等通訊軟體傳輸本授權書。☆☆☆ 

表格內資料全部必填 
訂單編號  持卡人姓名  

產品名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2019 海外自強

活動-澳門 3日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消費刷卡日 民國 108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發卡銀行  聯絡電話  

分 期 

□不分期；訂金不可分期 我要申請  
□分期_____期 (請跟業務索取分期 DM) 

國旅卡補助 

 
□單筆滿 3 千元(含)以上，方可分 3 期 

□單筆滿 6 千元(含)以上，方可分 5~6 期 

□單筆滿 3 萬元(含)以上，方可分 10~12 期 

持卡人卡號      
卡 別 VISA  MAST  JCB  AE 卡片效期 月／年 

消費金額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上簽名相同) 

☆因應個資法，傳真刷卡交易授權作業，您同意本公司以上述資料，向發卡銀行與持卡人進行照會。 

☆偽冒或偽造信用卡資料均應負擔刑事及民事責任。 

☆銀行禁止持卡人以信用卡交易換取現金，如辦理退款，只能以信用卡辦理退款。 

☆訂金不可分期，依銀行規定：分期交易不能部分銷退，只能全額銷退，退款作業時間約 7-14 個工作天。 

備註： 

□持卡人代____________________支付旅遊產品費用，請註明刷卡人與旅客之關係： 

旅客姓名：                           旅客：(同團旅客)：           

代收轉付：                                服務員：丁鈴、林佑庭 

單據抬頭：                                電話：02-8793-2615 

統一編號：                                E-MAIL：youtinglin@liontravel.com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   授權號碼：        

E-MAIL：                         銀行照會時間：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 151 號 8 樓 

專案業務：丁 鈴／專線：02-8793-2614。傳真：02-6607-1224 

專案業務：林佑庭／專線：02-8793-2615。傳真：02-6607-1518 

 


	◎【大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