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鬆放假 外遊唞下 斐濟套票 

只需約15分鐘車程便可到達丹娜努島碼頭(Port Denarau)， 

出發往外島好方便。 

 3晚住宿連早餐 

來回斐濟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Standard 成人佔半房 
每位 $4890+ 

www.mercure.com/5930 

酒店位近楠迪機場，僅需約12分鐘車程便可到達，
被美麗的熱帶花園圍繞。房間寬敞舒適，可欣賞到
獨具風格的游泳池及美麗的熱帶花園，是情侶和家
庭在斐濟度假的理想選擇。 

限時訂購 
至24/3/2020 

位置方便 經濟型酒店 

Mercure Nadi 

5日3夜套票 5Days 3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9月2日-2021年1月28日  Travel Period : 02Sep2020-28Jan2021 

Room Size:  312ft² Bed Type: 1 Queen Bed + 1 Single Bed 
Extension night: HK$75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Deluxe 成人佔半房 
每位 $5190+ 

Room Size:  484ft² Bed Type: 2 Queen Beds 
Extension night: HK$90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以每位成人計 

享來回機場至酒店 
豪華旅遊巴士接送服務 

只需加$10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 6140+ 

$ 6440+ 



只需約14分鐘車程便可到達丹娜努島碼頭(Port Denarau)， 

出發往外島好方便。 

 3晚住宿連早餐 

來回斐濟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Superior Garden View 成人佔半房 
每位 $5990+ 

all.accor.com/hotel/9741/index.en.shtml 

酒店於2019年4月開幕，坐落於備受當地人喜愛的
維洛艾洛海灘(Wailoaloa Beach)，獨立於僻靜清幽
的角落，地理位置優越，距離楠迪國際機場僅約20
分鐘車程。這片沿海沙灘位於納迪灣(Nadi Bay)上，
尚未經過大規模開發，賓客可在此飽覽無盡海景，
遠眺斐濟名山”沉睡巨人The Sleeping Giant”。 

限時訂購 
至24/3/2020 無盡海景 全新度假村 

Pullman Nadi Bay  
Resort and Spa Fiji Hotel  

Room Size:  377ft² Bed Type: 1 King Bed 
Extension night: HK$141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Deluxe Pool View 成人佔半房 
每位 $6190+ 

Room Size:  377ft² Bed Type: 1 King Bed 
Extension night: HK$157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以每位成人計 

享來回機場至酒店 
豪華旅遊巴士接送服務 

只需加$10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輕鬆放假 外遊唞下 斐濟套票 
5日3夜套票 5Days 3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9月2日-2021年1月28日  Travel Period : 02Sep2020-28Jan2021 

$ 7240+ 

$ 7440+ 



豪華客房均設有露台，可欣賞潟湖或酒店泳池。而潟湖草屋Bure

更設有陽台或中庭，可飽覽潟湖湖景。 

 3晚住宿連早餐 

來回斐濟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Deluxe Lagoon View 成人佔半房 
每位 $7290+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nanmc-fiji-marriott-resort-momi-bay 

酒店位於莫米灣(Momi Bay)湛藍海水中，靠近維
提島(Viti Levu)西海岸的楠迪(Nadi)，到達楠迪國
際機場約51分鐘車程，是斐濟主島唯一擁有水上屋
的度假村，設計感現代時尚豪華客房和別緻斐濟特
色的Bure小屋，讓您在盡享無與倫比的壯麗海景。 

限時訂購 
至24/3/2020 奢華體驗 尊享寧靜 

Fiji Marriott Resort Momi Bay 

Room Size:  409ft² Bed Type: 1 King Bed 
Extension night: HK$213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以每位成人計 

享來回機場至酒店 
豪華旅遊巴士接送服務 

只需加$10 

Deluxe Lagoon Front 成人佔半房 
每位 $7590+ 

Room Size:  409ft² Bed Type: 1 King  Bed 
Extension night: HK$234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Duplex Lagoon Bure 成人佔半房 
每位 $8290+ 

Room Size:  452ft² Bed Type: 1 King Bed 
Extension night: HK$2850+/room/night (incl. breakfast) 

輕鬆放假 外遊唞下 斐濟套票 
5日3夜套票 5Days 3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9月2日-2021年1月28日  Travel Period : 02Sep2020-28Jan2021 

$ 8540+ 

$ 8840+ 

$ 9540+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FJ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852-2886-3977]  

•0.15% TIC Levy 
 

Child price : 
•Twin sharing  adult price less : $830 
•Child sharing room without bed, meals & transfers : $2930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02Sep20-28Jan21  
 (Blackout dates: HKG-NAN 26-30Sep20 / NAN-HKG 01-07Oct20);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28Jan21 
•Booking class  : R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A service fee of HK$3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ticket issued 

費用包括： 
•來回斐濟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2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HK$100,000旅遊保險[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0.15%旅遊業賠償基金 
  

小童價錢： 
•佔床收費按成人減收： $830 
•小童不佔床(不包早餐及交通接送)收費為： $2930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20年9月2日至2021年1月28日 
 (不適用於：香港出發往楠迪 2020年9月26-30日 / 楠迪出發回香港 2020年10月1-7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2021年1月28日或之前完成 
•訂位代號：R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 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限時訂購 
至24/3/2020 

MON/WED/THU/SAT/SUN 
HKG / NAN FJ 392 1655 / 0710 +1 

NAN / HKG FJ 391  0820 / 1450 
Flight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輕鬆放假 外遊唞下 斐濟套票 
5日3夜套票 5Days 3Nights ︳ 
出發日期 : 2020年9月2日-2021年1月28日  Travel Period : 02Sep2020-28Jan2021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