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里裘斯Mauritius7 日 5 夜自由行
套票包括：

‧

‧‧

‧毛里裘斯

毛里裘斯毛里裘斯

毛里裘斯航空(MK)來回香港至毛里裘斯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

‧‧

‧住宿3 晚Veranda Palmar Beach Resort 

www.veranda-resorts.com/hotel-mauritius/palmar-beach/hotel.htm

‧

‧‧

‧每天早餐

‧

‧‧

‧ 0.15%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條款及細則:
‧套票一經確認，概不可更改日期、航線及退款。

‧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並以港幣計算。以上價目只適用於香港居民。

‧以上價格不包括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及當地離境稅及燃油附加費。

‧所有套餐價錢只適用於至少二位成人同行，行程、航班必須相同，並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記手續。

‧機票不可轉其他航空公司、不可更改日期、航班、行程及不可退票。旅遊套餐發出後，

任何未使用之服務(如機票、酒店住宿或任何膳食等)，恕不退還。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

查詢及訂立熱線:23013067

MK-MRU-270516-PKG-HKTOURS

*酒店的雙人房間以一張雙人床(Doble Bed)為主,床型最終由酒店決定。

*以上價格不包括任何適用之稅款及附加費；以上旅遊套票為以淡季為主。

*以上內容只適用於指定產品及出發日，各產品不同出發日期之價格會有所不同，一切以報名時為準。

http://www.hktours.com.hk

與獅同樂

與獅同樂與獅同樂

與獅同樂

毛里裘斯跟非洲大陸接近，野生動物不少，當地便有一個與獅同

行的遊玩團（Walking With Lions Tour）。參加者除了可以近距離

欣賞獅子外，更可以番獅子互動。

Safari Adventures

地址：Casela Nature and Leisure Park, Royal Road, Cascavelle, 

Mauritius

同行時間：上午8時、9時、10時30分、下午2時及3時30分

費用：Walk with Lions每人Rs2,000（約HK$513）；Encounter with 

Cheetahs每人Rs500（約HK$128）。

網址：www.safari-adventures-mauritius.com

躺在藍泡泡印度洋

躺在藍泡泡印度洋躺在藍泡泡印度洋

躺在藍泡泡印度洋 Beau Rivage

遠看晶瑩剔透的印度洋，忍不著馬上跳

進去，海島東岸曲線最迷人，貼近Belle 

Mare沙灘的Beau Rivage，最能滿足想與

藍海為伴的遊人，傳統蘑菇草頂建築配

合五星級水漾享受，被選為全球最好的

五十間度假酒店之一。走到近在咫尺的

海灘，盡情玩滑浪、風帆、獨木舟或水

上單車，全天候玩盡冰藍印度洋。

地址：Coastal Road, Belle Mare, 

Mauritius

全天候米芝蓮

全天候米芝蓮全天候米芝蓮

全天候米芝蓮 One & Only Le 

Saint Geran

既然蔗田處處，是否天天咬

蔗無啖好食？非也！島上五

星級豪華度假村One & Only Le 

Saint Geran長駐兩間米芝蓮星

級食府，曾獲選為「全球最

佳餐廳第五位」難怪猛人如

尊特拉華特、藤原紀香、南

非前總統曼德拉也來大飽口

福。

One & Only Le Saint Geran

地址：Pointe de Flacq, 

Mauritius

風箏滑浪收費：兩小時私人

教授班150歐羅（約HK$1,695）

網址：

www.oneandonlyresorts.com

七色土

七色土七色土

七色土幻彩詠天堂

幻彩詠天堂幻彩詠天堂

幻彩詠天堂

別以為天堂裏只有藍與綠，島上黑人、白沙、

綠林及國寶級的七色土（Chamarel Coloured

Earths），構成地上最奪目色盤。七色土，一直

是心中最神往之地，能在山坡出現紅、橙、黃、

綠、青、啡、紫漸變色，何其壯觀！

Chamarel Coloured Earths

入場費：Rs100（HK$26）

開放時間：每天上午7時至下午5時30分

毛里裘斯首都

毛里裘斯首都毛里裘斯首都

毛里裘斯首都Port Louis(路易斯
路易斯路易斯

路易斯港

港港

港)的中央市場

開放時間:周一至六上午5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周日上

午5時30分至11時30分

餵巨龜抱鱷魚

餵巨龜抱鱷魚餵巨龜抱鱷魚

餵巨龜抱鱷魚仔

仔仔

仔

La Vanille Reserve

地址：Riviere des Anguilles, Mauritius

入場費：Rs230（約HK$59）

時間︰每天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

網址︰www.lavanille-reserve.com

毛毛毛毛里裘斯里裘斯里裘斯里裘斯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20樓H2室 熱線：2301 3318

Copyright (C)2014 Hongkong Tours.,LTD.All Righs Reserved.Licence No:351519

直航來回直航來回直航來回直航來回

$10980起

Flight Time 航班時間

去程 Hong Kong – Mauritius TUE, SAT 0130/0715

回程Mauritius– Hong Kong THUR, SUN 2045/1030(+1)

(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毛里裘斯位處印度洋，距離非洲旁邊的馬達加斯加島東海岸五百英哩，

全島面積 1,865 平方公里，約是香港的兩倍。由於毛里裘斯島是由火山

熔岩形成，故海岸四周均是珊瑚礁； 島上平坦的蔗田中，聳立著幾座

因火山爆發而形成的尖削山頭，形成奇特的自然地貌。 毛里裘斯先後

被荷蘭、法國、英國統治，現時島上的居民主要來自印度、非洲、歐

洲等地，華人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五，以客家人居多。毛里裘斯的官方

語言雖為英語，但民間日常生 活多以混合法語、英語、印度語、巴基

斯坦語的土話(Creole)及法語溝通，華人則以客家 話為日常語言。

氣溫：毛里裘斯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只有 夏、冬兩季，夏季 (11-5 

月)約攝氏 22 度至 29 度，冬季 (5 月-11 月)沿海平均氣溫約攝氏 24 度。

簽證：持特區護照或 BNO 者均毋須簽證，入境時必須出示回程機票。

貨幣：盧比（Mauritius Rupee, Rs），HK$1 約兌 Rs8.4，可在當地機場

或銀行以美金、歐羅或港幣兌換。 時差：慢香港 4 小時

出發日期: 即日至 9 月 30 日

【

【【

【機票

機票機票

機票不適

不適不適

不適用於

用於用於

用於】

】】

】 3 月 24 日至 28 日、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5 月 14 日至

15 日、 6 月 8 日至 10 日、7 月 1 日至 2 日、7 月 13 日至 8 月 28 日、9 月 15 至 16 日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