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與我 ‧ 傷健共融系列

嘉勳教育傷健徒步新疆籌款之旅 2013
出發日期：2013 年 5 月 11 至 17 日 (團號: OT13-05-001)
行程特點


體驗新的旅行方式 - 向低視力/失明朋友學習以身體感官欣賞新疆美景



傷健人士一起完成徒步 42 公里籌款之旅



紮營 : 野外煮食、沙漠紮營、觀想日出日落星星



民宿 : 入住回族農家體驗新疆民族風情



品嚐新疆美食

以不一樣的旅遊方式感受真正的新疆!

行程
5 月 11 日

香港(旅遊巴專車) - 深圳 - 烏魯木齊

5 月 12 日

烏魯木齊市 - 達阪城

酒店
農家樂/蒙古包

博格達南坡徒步 10 公里
5 月 13 日

達阪城 - 鄯善

酒店

徒步 10 公里穿越白楊樹麻扎綠洲
5 月 14 日

鄯善 - 迪坎爾

沙漠紮營

沙漠徒步 10 公里
5 月 15 日

迪坎爾 - 吐峪溝 - 吐魯番

酒店

徒步 10 公里穿越火焰山大峽谷
5 月 16 日

吐魯番 - 烏魯木齊

酒店

風力發電站徒步 2 公里
5 月 17 日

烏魯木齊 - 深圳(旅遊巴專車) - 香港
早上遊覽國際大巴扎，下午飛回深圳乘旅遊巴專車回香港

團費 HK$10,500

[全包食宿、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服務費] (額滿即止)

參加者:
 嚴重視障或將完全失明人士
(獲贊助參與徒步新疆籌款之旅的視障或失明人士*將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轉介)
 招募 30 位自費志工*與殘障人士一起感受新疆；並提供適當的照顧和協助
*(每位志工的最低籌款額為 HK$1,000)


步行善款將全數撥入「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為全港 13 萬名視障人士開展的服務籌募所需經費。

主辦機構: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電話: 852-2339 0666

協辦機構:
新疆與我有限公司

電話: 852-29590289

承辦機構:

東方旅業有限公司(牌照編號: 351842)
電話: 852-2312 6622

截止報名日期: 2013 年 4 月 10 日

東方旅業有限公司 Licence No.: 351842
ＨONG KONG ORIENTAL TRAVEL LTD
香港九龍尖沙咀河內道3-4號世紀商業大厦13樓C室

團名：

新疆與我 ‧ 傷健共融系列
旅行團報名表格(請以正楷填寫)
電話：2312 6622 傳真：2312 6618 電郵：hkotl@netvigator.com

嘉勳教育傷健徒步新疆籌款之旅 2013

團號：

出發日期： 2013 年 5 月 11 日
中文姓名

專科病歷

顧客可選擇親臨本公司以現金/支票付款

心臟病
糖尿病
聽障

透過銀行轉賬/入數/網上銀行過數
銀行戶口名稱 : 東方旅業有限公司
匯豐銀行帳號 : 636-388696-838
請將入數紙連同報名表及所要求的證件
副本 傳真至 2312 6618 及致電 2312
6622 以作資料確認

繳費須知


請於報名後三天內繳付全數團費，
以確認參加此團。



顧客報名及付款後，如因私人理由
取消訂位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性別

出生日期
DD/MM/YYYY

身份證號碼

通訊地址

付款方法

或

OT13-05-001

報名日期：

英文姓名 (必須與旅遊證件相同)

聯絡電話

**填寫此表格前請先參閱「報名細則」

□
□
□

回鄉/旅遊證件號碼

電郵地址

旅遊證件有效期
DD/MM/YYYY

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聯絡電話)

參加者個人聲明

□
視障 (弱視/嚴重/失明) □
哮喘

□

血壓高/低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1. 安排單人房？(是 / 否) *需付單人房補差
2. 購買個人旅遊保險？(有 / 否)
保險公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單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成功報名者，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將以電郵確
認其參加資格並會發出一份步行籌款表格以便
向親友募捐 (基本籌款額 1,000 元)。
 請於 2013 年 4 月 27 日或之前交回籌得善款

我已詳細閱讀及清楚明白所有資料，並願意參加是次活
動及遵守所訂之規則。我謹代表我本人、我的繼承人、
遺囑執行人及遺囑管理人表明願意受法律約束：如果主
辦機構接受我的參與，而我在是次活動中因任何原因(包
括疏忽)而受傷、死亡，蒙受損失及須承擔經濟後果，該
公司、其所有贊助商、推廣人、支持者及其他所有工作
人員均無須負任何責任。我證明自己體格適合參與是次
活動。另外，我准許主辦協辦機構或其代理人，使用是
次活動的任何相片、錄影帶或其他任何紀錄作合法用途。
主辦機構: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Hong Kong Blind Union
電話: 852-2339 0666
電郵: info@hkbu.org.hk
協辦機構:
新疆與我有限公司
Xinjiang and Me Limited
電話: 852-2959 0289
電郵: info@xinjiangandme.com

東方旅業有限公司 Licence No.: 351842
ＨONG KONG ORIENTAL TRAVEL LTD

新疆與我 ‧ 傷健共融系列
旅行團報名細則

香港九龍尖沙咀河內道3-4號世紀商業大厦13樓C室 電話：2312 6622 傳真：2312 6618 電郵：hkotl@netvigator.com
費用包括
機票


經濟客位來回團體機票。



各地機場離境稅、保安費及燃油附加費、航機保險等雜項。

酒店住宿


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酒店房間以兩人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單人
房附加費見各團價目表上。如客人單人報名，而旅行社最後未能安排客人與
其他單人團友夾房，客人須另付單人房附加費。



農家樂、毡房、蒙古包則以 6 人或以上共用一房



野外紮營為兩人一帳幕



小童之收費，必需為 12 歲以下、與父母同房及不佔床位者計算。



12 歲以下小童與父母同房，如需要求額外床位，收費則與成人收費相同。

膳食 - 每日早、午、晚膳 (以行程表內所列為根據)。
遊覽 - 行程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及其門票。

報名手續
 報名後 3 天內繳付訂金每位港幣 3 仟元或全數團費，餘款須於起程前 15 天
全數付清。
 各團友須持有效旅遊證件，如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証、香港身份證明書、回鄉
咭及有效的個人旅遊護照。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1.

在此情況下，所繳交費用悉數退回，因此而引致團友之其餘種種不便，本公
司將不負責任。
2.

專業領隊隨團出發。當地導遊、司機及領隊服務賞金。

交通工具 - 採用空調遊覽巴士及行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行李


每人限寄艙行李一件，重量不得超過 20 公斤（44 磅）及手提行李一件，
規格以不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為準。

參加者如在機票簽發前要求退出，本公司將扣除手續費後退回部份團費；
如在機票簽發後退出，已繳付之團費將不獲退回。機票簽發日期一般在出
發前 20 日，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3.

若在出發前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天災人禍、疫症)或基於安全考慮，本公司保
留可取消或延期的權利，而已繳付的團費，將在扣除必要開支和已預繳的

領隊服務


鑑於可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有權於啟程前取消任何一項旅遊項目。

訂金後才退回參加者。
4.

行程上一切食住交通及節目安排，均交由新疆當地接待旅行社負責，如遇
有改變行程，食住交通，即視當時情況靈活處理。

5.

即使參加者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旅遊證件，而於入境時被當值之移民局
海關人員拒絕入境。本公司亦無須負任何責任。

旅遊保險 - 奉送每位團友 HK$100,000 之團體旅遊平安保險。

6.

費用不包括

7.

參加者如在旅程中自行放棄行程，餘下費用概不退回，該團友離團後之一
切行動責任自負，一切與本公司無關。
任何參加者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時，本公司領隊得視具體



各地酒店之行李腳伕小賬

情況而取消其隨團之資格，其未完成部份之旅程之餘數，將不會退回。該



個人行李超逾 20 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團友離團後之一切行動責任自負，一切與本公司無關。



在非人力所能控制之情況下，如罷工、颱風及交通延誤等等，而引致之額外

8.

參加者應對自身及財物之安全負責，本公司不負上有關責任及並不會作出
任何賠償。

支出。


各處酒店之洗熨、咖啡、茶、酒水、電話及其他私人開支。

9.

本公司建議參加者出發前自行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保險。



旅行平安、醫療、行李等保險；旅遊簽證、入境簽證。

10. 本公司非常尊重個人私隱，所有個人資料只用於安排行程及出團事宜。



在行程內所加插之自費活動項目。

11. 凡參加者即自動同意以上聲明，不得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