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 

                香港參訪+迪士尼樂園五日 
 

為了台灣報名學員之便利性，辦理單位台灣天主教長期照顧機構協會委由翔順旅行社

辦理研討會團體行程(四天與五天)，可選從台北或高雄出發，歡迎報名，達 32 人以上

可開團： 

台北出發  ** 本航班表僅提供參考  ** 航班號及航班時間依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地/時間 抵達地/時間 

11/28(週三) 
中華航空 

CI-641 
桃園國際機場 

08:55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0:55 

12/02(週日) CI-920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9:55 
桃園國際機場 

21:50 

11/28(週三) 
國泰航空 

CX-403 
桃園國際機場 

09:10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1:10 

12/02(週日) CX-464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9:30 
桃園國際機場 

21:20 

11/28(週三) 
長榮航空 

BR-851 
桃園國際機場 

08:15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0:050 

12/02(週日) BR-872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9:30 
桃園國際機場 

21:15 

高雄出發  ** 本航班表僅提供參考  ** 航班號及航班時間依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地/時間 抵達地/時間 

11/28(週三) 
中華航空 

CI-929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09:00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0:35 

12/02(週日) CI-936 
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19:45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21:10 
 

飯店介紹 :  
 

龍堡國際酒店 B. P. INTERNATIONAL HOUSE 

交通資訊：  距尖沙咀站及佐敦站步行約 8 分鐘  <地鐡站：佐敦> 

飯店網址：http://www.bpih.com.hk/tch/Default.aspx 

酒店坐落在熱鬧的尖沙咀，鄰近佐敦地鐵站，周邊商業發達，交通網絡密集，超市、商店及餐飲

娛樂場所齊備，位置便利。客房內均設有現代化的家具，配備有無線網路連接及其他必要的基本

設施，大部分客房都享有維多利亞港或九龍公園的景緻。Café By The Park 咖啡廳全天供應亞洲

和西式菜餚。Flamingo Lounge 酒廊供應小吃和雞尾酒，每晚呈獻現場娛樂節目，另提供多樣貼

心實用的服務，為您的旅途提供一切便利。  

 

 

 

http://www.bpih.com.hk/tch/Default.aspx


 

 

 

 

 

 

 

 

 

 

 

 
 

香港彩鴻酒店  TRAVELODGE KOWLOON HONG KONG 

交通資訊：  距佐敦站步行約 5 分鐘  <地鐡站：佐敦> 

飯店網址：https://www.travelodgehotels.asia/zh-tw/travelodge/hongkong/kowloon 

2013 年 06 月 01 日開業。酒店位於靜中帶旺的市中心，鄰近著名香港景點及購物地區，如廟街、

海港城和栢麗大道 ..等等，只需步行約兩分鐘即可到達佐敦地鐵站，附近還有巴士及中國客運碼

頭，客人往返各處均相當便利。簡單舒適的客房配備了無線網路連接及其他必要的基本設施，配

上香港城市景色，營造愉悅的住宿體驗。24 小時接待櫃檯，可提供一切必要的服務，為您的旅途

提供一切便利。  

香港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DISNEY EXPLORERS LODGE  

飯店網址：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hotels/disney-explorers-lodge/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第三間酒店，將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隆重開幕！   

來到這個為探索家專設的歇息之所，沉醉於奇妙的自然景致和多國文化之中。   

房間裝飾極具 4 個不同的地區的特色─亞洲、大洋洲、南美洲及非洲，凸顯探險氣息；酒店餐廳網

羅來自世界五大洲的美食，加上寬闊的室外游泳池，歡迎世界各地賓客到此加入探索家的行列，

實踐酒店的座右銘：“ad explorare et somniare ”  「勇於探索．開創夢想」  

https://www.travelodgehotels.asia/zh-tw/travelodge/hongkong/kowloon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hotels/disney-explorers-lodge/


 

香港迪士尼好萊塢酒店 DISNEY’S HOLLYWOOD HOTEL   

飯店網址：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hotels/disneys-hollywood-

hotel/ 

迪士尼好萊塢酒店讓賓客仿如置身時尚而華麗的經典好萊塢時代，而且各種設備齊全，可以滿足

不同的需求。你可以率先品嚐米奇老鼠為你精心炮製的國際美食自助餐；在鋼琴型泳池中輕鬆暢

泳；或者在綠意盎然的花園中散步，看看園內的古董跑車和著名路標。迪士尼好萊塢酒店的建築

風格完美結合各種電影元素和迪士尼的魔法色彩，讓每一位入住的賓客都頓時化身為荷里活巨

星。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hotels/disneys-hollywood-hotel/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hotels/disneys-hollywood-hotel/


行程特色 : 

◎ 暢遊香港精選必走的香港迪士尼樂園，並保留最完整的時間讓您盡情歡

樂。  

◎ 玩瘋香港：昂坪 360 來回纜車、叮叮車、天際 100。  

◎ 風味餐食：洋紫荊自助晚餐／港式風味餐／  

            迪士尼探索家或好萊塢酒店內用早餐。  

◎ 贈送精美香港地圖與旅遊手冊。乙份/房。(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貼心備水：於抵達時貼心的在車上為您準備一瓶礦泉水，雖然只是一瓶

水，但是讓您行程中不需再準備水壺，並於行程結束後丟棄，既貼心又環

保。  

◎ 特別贈送每人一份香港著名美食小吃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11/28(三)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昂坪 360 來回纜車‧

昂坪村‧ 

天壇大佛－天星渡輪+金紫荊廣場－赤柱大街‧美利樓－百

年歷史 

懷舊香港電車叮叮車-洋紫荊維港遊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魅力四射的萬象之都 －『香港』。抵達後帶領各位貴

賓展開奇妙的旅程 

【昂坪 360 纜車】旅客在 25 分鐘愉快的纜車旅程中，可遠眺遼闊的南中國海，亦可俯瞰翠綠的北

大嶼山郊野公園，從繁華鬧市的景象進入寧謐和諧的大自然景緻，坐在舒適寧靜車廂內，香港國際

機場、大嶼山的山光水色、天壇大佛及昂坪高原 360 度秀麗全景一覽無遺。 

【昂坪村‧天壇大佛】座落大嶼山海拔 520 公尺的昂坪，是香港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佛像高 26 

公尺，重 220 公噸，坐於三層祭壇上，是全球最大的青銅座佛。佛像坐在 268 級的石階上，端坐的

佛像莊嚴肅穆，無論遠觀近看，都予人寧靜祥和的感覺。拾級而上，到祭壇上遠眺大嶼山和南中國

海。這個天壇大佛是由青銅造成的，它亦是全球最大的室外大佛。在設計的時候，這座佛像是仿照

唐代的佛教宗師佛陀釋迦牟尼佛像而設計的。 

【天星渡輪】服務香港逾一世紀的天星小輪，曾是香港最便宜的渡海交通工具。渡輪穿梭往來九龍

的尖沙咀、紅磡及香港島的中環、灣仔，乘客可在船上欣賞享譽全球的海港美景。 

【金紫荊廣場】金紫荊廣場位於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人工島上的東北部，是博覽海濱花

園的一部份，臨近灣仔臨時海濱花園及維多利亞港。廣場是為紀念香港主權移交而設立。是著名的

觀光景點。 

【赤柱‧美利樓】以露天市場聞名的赤柱，保留著早期漁港風貌及歐洲風情的古建築、各式情調的餐

飲及熱鬧街攤，讓這裡瀰漫著濃郁異國色彩；被視為赤柱地標的赤柱廣場美利樓，更是香港最古老

建築物之一；穿過寧靜恬淡的鄉村小鎮在酒吧 Jazz 樂音中隨意漫步，吹吹海風，輕鬆感受昔日漁港

風貌及另一種歐陸風情。 

【百年歷史懷舊香港電車叮叮車】叮叮車最大樂趣是全方位欣賞香港風貌；從庶民的市場攤販到摩

登的大型購物商場，上下車，大小聲，買東西、吃東西。充分顯現出道地香港生活！ 

【維多利亞港】日與夜的景致，展現著活力與動感。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出口位於東西兩邊，

在黎明和黃昏均能看到日出和夕陽在海岸線上的景色。入夜後，兩旁矗立著五光十色的高樓大廈，

萬盞明燈的閃爍夜色與維港兩岸互相輝映，夜色中更顯其閃爍生輝之絕色。乘船欣賞兩岸建築物的

璀璨燈火，置身其中，令人著迷。 

【幻彩詠香江】就算您看過世界上無數的表演，也不要錯過「幻彩詠香江」！自 2004 年起，這個

大型燈光音樂匯演在維多利亞港上演，兩岸的地標建築隨著充滿節奏感的音樂，發放繽紛而躍動的

燈光，為無數觀眾帶來聲光盛宴！2017 年 12 月 1 日，匯演推出了全新版本，採用更新、更多元的

燈光效果及 LED 螢幕圖案，配合由香港管弦樂團演奏的全新音樂，帶給您耳目一新的視聽體驗。 

每晚 8:00，您可以到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外的沿海一帶，或灣仔金紫荊廣場海濱長廊，在音樂廣播

的伴奏下，欣賞精采匯演。透過全新的「幻彩詠香江」app 收聽主題音樂，更可享受最佳視聽效

果。 

備註：如香港天文台於匯演當日下午 3:00 或以後，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紅色／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當晚的匯演將會暫停；即使該警告信號於當日晚上 8:00 前解除，當晚匯演亦會暫停舉行。此外，匯演

也可能因緊急事故而需暫停，恕不另行通知。 



 

第二天 

11/29(四) 

全日參加第 15 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綜藝館及蔣震劇院) 

(今日上午於酒店集合派車前往會場 ,回程敬請自理) 
全日於香港理工大學 (賽馬綜藝館及蔣震劇院 )參加第 15 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  

(今日上午於酒店集合派車前往會場 ,回程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大會安排或自理、晚餐：大會安排或自理 

旅館 龍堡國際酒店或彩鴻酒店或逸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11/30(五) 

全日參加第 15 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綜藝館及蔣震劇院) 

(今日上午於酒店集合派車前往會場 ,回程敬請自理) 
全日於香港理工大學 (賽馬綜藝館及蔣震劇院 )參加第 15 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  

(今日上午於酒店集合派車前往會場 ,回程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大會安排或自理、晚餐：大會安排或自理 

旅館 龍堡國際酒店或彩鴻酒店或逸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12/01(六) 

上午 : 大會安排前往當地長照機構參訪或自由活動  

下午 : 天際 100-1881 Heritage-東薈城名店倉

OUTLET 

(今日上午於酒店集合派車前往會場 ,下午會場集合) 

上午前往當地長照機構參訪 ;下午於會場集合 ,前往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於全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 ICC）100 樓，位處海拔 393 米，是

全港唯一能 360 度鳥瞰全香港四方八面不同景觀及維港景色的全天候觀景台。天際 100 是

香港其中一個必遊熱點。項目更配備先進的高速雙層電梯，能以 60 秒直達 100 樓層。我

們精心安排貴賓們在此讓您好好欣賞香港之美。  

【1881 Heritage】在尖沙咀廣東道的 1881 Heritage，由香港警隊水警總區總部改建而

成，結合了維多利亞式的建築風格，是一座超過 130 年的殖民地時期古蹟，經歷六年重新

整建，現今已是一間擁有設計精品酒店和五間特色餐廳，並且也是時下潮流攝影取景場地

的最佳代表處。  

【東薈城名店倉】 是香港最多品牌的特賣場，您可以三至七折的優惠價格，瘋狂血拼！Alfred 

Dunhill、ANTEPRIMA、Aquascutum、Bally、Burberry、Coach、Calvin Klein Jeans 、 

餐食 早餐：機上簡餐、午餐：方便遊玩發餐費、晚餐：港式風味餐 

旅館 龍堡國際酒店或彩鴻酒店或逸酒店或同級 



Guess 、 Juicy Couture 以及 Max Mara 等 80 多個世界品牌的潮流服飾、時尚飾品，都可以在

這裡找得到。東薈城名店倉位於港鐵東涌站，連接諾富特東薈城酒店，往返昂坪 360、香港迪士尼

樂園及香港國際機場也很方便。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長照機構安排或自理、晚餐：百匯軒港式風味餐 

旅館 香港迪士尼探索家酒店或香港迪士尼好萊塢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12/02(日) 

全日遊香港迪士尼樂園(或全日自由活動)-香港赤臘角

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下午於酒店集合派車前往機

場) 

今日一早您可在迪士尼探索家酒店或好萊塢酒店享用【米奇廚師早餐】，帶您前往令亞洲人滿心期待

【香港迪士尼樂園】暢遊（包含一票到底入場券所有遊樂設施），在這世界知名的遊樂王國裡您可造

訪二十世紀初美國小鎮的懷舊之旅，大街不但佈滿各式的店舖及餐廳，更是銀樂隊表演及巡遊匯演

的集中地。走進香港迪士尼樂園各大主題園區，投入驚喜互動節目、大朋友可重溫兒時美夢、體驗

各種挑戰，年輕人和小朋友們可與最愛的迪士尼朋友見面、暢玩機動遊樂設施，這裡為一家大小提

供樂趣無窮的娛樂體驗。 

【美國小鎮大街】走進這個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小鎮，您可在登上老爺車輕鬆遊覽、參加熱鬧的「迪

士尼飛天巡遊」。 

【探險世界】深入神秘刺激的非洲原始森林和亞洲幽深之處，體驗充滿驚喜的探索之旅。沿途您可

以欣賞到「獅子王慶典」大型歌舞劇、攀上懸在百年大樹上的泰山樹屋及坐上小木船展開森林河流

之旅。 

【明日世界】闖進明日世界，登上太空船以極速飛向星際、與巴斯光年一起並肩作戰對付太空侵略

者，還有跟頑皮可愛的史迪仔互動交流﹗還有更多太空歷險，等著您來探秘﹗ 

【幻想世界】穿過城堡大門，走進迪士尼童話世界裡。與迪士尼朋友見面、跟小飛象一同邀遊天

際，還有欣賞目不暇給的百老匯式歌舞表演(目前無金色米奇)，歡樂體驗令您樂而忘返。 

【反斗奇兵大本營】歡迎來到玩具的「大」本營，您會發現自己彷如縮小至玩具般大小，來到安弟

家中的後花園，在巨型的玩具世界中遊走，與《玩具總動員》動畫系列玩具好友包括胡迪、翠絲等

會面及盡情歷險。 

【灰熊山谷】來到這個香港首創的主題園區灰熊山谷, 探索充滿西部風情的尋金小鎮。登上特有創

新的灰熊山極速礦車環繞整個園區，穿越狂野壯麗的西部景緻。快來成為探索狂野西部的先鋒，一

起玩遍整個灰熊山谷﹗ 

【迷離莊園】在迷離莊園，您將有機會拜訪探險家亨利爵士的神祕宅邸，坐上「迷離莊園電磁廂

車」投入擬幻擬真的博物館旅程，並且能與奇幻庭園中遍布的奇型雕像合照！ 



註 1：「星夢奇緣」煙花表演於 2018 年 1 月 2 日起暫停施放。 

註 2：進入迪士尼樂園不能攜帶外食或危險物品， 樂園人員會於門口檢查，敬請原諒。 

註 3：園區內有些遊樂設施有年齡、身高限制才可參加.請遊玩前須再次確認是否符核如有身體不適、高血

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註 4：遇樂園之部分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或表演場次與時間，因維修或其因素而關閉之情形，依當天園區內

所公佈之場次與時間為準，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註 5：若不進香港迪士尼樂園可扣除團費 NTD 2,000/每人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機上簡餐 

旅館 台北溫暖的家 

備 註 :  

★ 本行程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保險雜支及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等； 

不含個人當地私人花費。 

★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

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將於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行程景點

絕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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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壹、 行程：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香港參訪+迪士尼樂園五日 

*團費報價** 

每人費用：NTD 28,900 /人 
*團費報價包含** 

1. 機  票 ： 桃園/香港/桃園全程直飛中華或長榮或國泰航空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款(含機場稅及燃油稅)。 

2. 住  宿 ： 香港彩鴻酒店或龍堡國際酒酒店 3 晚和迪士尼好萊塢酒店 1 晚，二人一室為原則。 

若指定單人房，需補房差 NTD$9,800/每人。        

3. 旅  費 ： 行程表上所列之餐食及車資費用及景點門票費用。 

(其他自由活動及大會安排除外及會議期間車資不包含) 

4. 小  費 ： 全程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5. 雜  支 ： (含分攤領隊費用、保險費、行政操作費…等) 

保險:法定責任險（5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5. 簽  證  :  香港電子簽證(持台胞證者進出香港者,無需辦理香港電子簽證)。 

6. 特別贈送: 香港全日通地鐵券每人一張、每人一份香港著名美食小吃、香港旅遊手冊/每人一份。  
 

*報價內容不包括** 

1. 出國證照工本費。(護照須至少尚有半年以上之效期)(新辦護照工本費 NTD1,400/人)。 

2. 國外飯店之床頭、行李小費，及一切純粹個人性質之開支，如洗衣費、郵電、飲料費、行李超重

費…等係個人之消費。 

3.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來回接送車資。  

4. 第十五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會議註冊費。 
 

*備  註** 
1. 以上報價以成團人數 32 人計算，機票為團體經濟艙優惠票、住宿均為兩人一室、使用一台 40 人座遊覽

車，相關須分攤之費用係以 32 人分攤計算，如須入住單人房、或改訂個人經濟艙機票，均需另補差價。 

2. 團體機票若改訂個人經濟艙機票，正確報價須以實際訂到的機位艙等票價為準。 

※辦理護照所需證件：(1)兩吋白底彩色露耳近照 2 張(須白色底，頭部尺吋為 3.2~3.6 公分之間) 

 (2)身份證正本(3)護照表格需本人簽名 (4)男生需附退伍令正本  

(5)未成年者需附父母親或監護人身份證正本 (6)約需時 5 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 

備註: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首次申請普通護照民眾須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後，始得委託旅行社

續向外交部代為申請護照。戶政事務所不代送(領)護照申請案件。 

※辦理香港電子簽證所需證件：(1)護照影本(有效期限六個月以上) 
  

連絡人：何筱梵 Sofia、賴羿彣 Vicky、朱沛育 Black  

行動電話：0937-090-847、0922-011-664、0953-551-770 

電話：02-2567-9229 分機 21(何筱梵) /分機 32 (賴羿彣)分機 57(朱沛育) 傳真：02-2521-5411 

E-mail：sofia@mirage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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