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通知#
由即日起，入境英國需要持有核酸呈陰性檢測報告證明
Important notices Additional Entry Requirement of
COVID-19 PCR Test for England
可代辦預約香港特區政府認可本地醫療檢測化驗機構
進行 PCR 檢測

每位$585 起

英國倫敦移居考察團
【遊英倫‧倍安心】免費新冠肺炎全球保險
Fly safe and fly well with free Covid-19 insurance
保險覆蓋整個旅程中因新冠肺炎而產生的影響，包括：
•

最高 500,000 英鎊的緊急醫療費用

•

拒絕登機或被要求隔離之額外費用，包括住宿、交通費等。

•

保險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按此

Round Trip Air ticket

1Day itinerary

小團一天包車
來回香港至倫敦機票

(適用出發日期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

探索倫敦周邊熱門居住地區

經濟客位

=

HK$4,599起

自選(一)路線:伯明翰/

(6人同行價)

謝菲爾德市/諾丁漢

理想移居地
英國擁有高生活品質，城市地區現代化，成為熱門移居地之一!
英國由四個國家組成，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每個國家都擁有自己
獨特的行政制度，倫敦是英國首都。
英國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 擁有多種族的國家。當地獨特文化和生活模式融合了英國傳

小團一天包車 探索倫敦周邊熱門居住地區


距離倫敦市中心車程不到 3 小時，自選(1) 路線:
伯明翰 Birmingham City /謝菲爾德 Sheffield/
諾丁漢 Nottingham



當地導遊介紹英國生活真實點滴



了解英倫的風土人情 – 生活、飲食、文化



參觀熱門居住社區，實地考察居住環境



行程適合打算移居英國的您



行程更可針對您的所需，靈活變動

統及外地傳入的文化，可以體驗多元化的國際食物、音樂、藝術、體育、科技和文學。
並設有完善交通網絡，航空、水路、陸路、鐵路貫穿整個國家，同時更可通往其他歐洲
城市。

風景秀麗‧濃厚文化氣息
英國有著秀麗的自然風光，熱鬧的城市及恬靜的小鎮，是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英國也
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古今交錯的文化藝術，慼受完全不同的文化
氛圍。

教育制度歷史悠久
英國的學校在國際上極富盛名，多數英國學校都經由品管機構嚴格的標準審查。教育方
式具有特色，十分重視和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和能力。英國更是英語的發源地，留學英國
可以學習到最純正的英語。

【更靈活及舒適的服務】提升至“經濟客位-優越 Economy Delight”
優惠價每位每程+$580起
 坐享伸腿空間長達34英吋的座位│ 尊尚櫃枱辦理登機手續│ 優先登機
訂位代號：V ($580為最低顯示價“VO”；未包括旺季機票附加費，見後表)。

【特級經濟客位 Premium Class】優惠價每位每程+$5100
座椅使用高貴的紫色真皮，更顯豪華氣派。寬闊的腿部伸展空間（椅距多達 38 英寸）及增加了 2 度的後傾度，讓您可以享受額外
舒適。利用最新的技術，設計可調節的腰部充氣靠墊、靈巧的枕頭及新款腳墊、令您的旅途有更高享受。加上筆記本電腦電源及重
新設計的小桌板，給您足夠的工作及休息空間。
訂位代號：“K”30天機票有效期。
Operated by Travel Resources Limited│Licence No. 352634│Updated on 18Jan21│VS-LON21-40(25June)│AC300/EN100

Valid for outbound & inbound travel until 25June2021 適用於2021年6月25日內完成旅程
Booking Class: O

Eff: for booking from 18Jan21

Price per person (included Air ticket + 1 Day Coach service)
價格每人HK$

獨立包車種類
2人同行

4 人同行

3人同行

5 人同行

6 人同行

Important Notice: Price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subject to re-confirmation upon reservation
重要備註：價格只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改，以訂購時更新的資料及價格為準。 #最低價格未包括附加費、機票旺季附加費及稅項

7-9 座 (BENZ , 車齡 5 年) + 1 位華語司機導遊

6,299 +

5,499 +

4,999+

4,599 +

4,799+

~同行小童價格 歡迎查詢
額外加購 倫敦住宿每房每晚 HK$ Optional London Hotel per room per night (未包括酒店附加費 Surcharge is not included)
雙/單人房 Twin/Single

三人房Triple

Royal National London / 3*Standard (連早餐)

酒店及房間種類 click hotel name for details

980 +

1830 +

Ibis London Earls Court/ 3*Standard (連早餐)
Service Apartment
Citadines Trafalgar Square / 4* Studio
Service Apartment
Dolphin House Serviced Apartments / 4* Studio

1340 +

1820 +

1690 +

-

1360 +

-

Room Occupancy: Room capacity for max. 3 adults or 2 adults and 1 children per room (max. 1 extra bed and subject to hotel confirmation).
Single room price is applicable to min 2 persons traveling together and each will be staying in one single room. Child rate apply for sharing room with 2 adults only.
If hotel stay involves both high & low selling prices, the high selling price will be applied for entire stay. Hotel surcharge applies for special events, price is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upon reservation. # All bonus are subject to hotel’s availability.
房間人數為最多三位成人或兩位成人及一位小童共佔一房(最多一張加床及視乎酒店確定)。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與兩位成人同房。
單人房價目為最少二人同行並各佔一單人房。倘若酒店入住跨越兩個或以上價格，旅客須以較高價目繳付全程費用。特別節日須繳旺季附加費，價錢以酒店確定後為準。
# 所有額外優惠須視乎酒店供應情況而定。

PACKAGE INCLUDES 套票包括：
維珍航空直航來回香港至倫敦經濟客位機票



Round-trip economy class ticket direct from Hong Kong to London on Virgin Atlantic



1 Day coach with driver guide service 1 天包車連司機導遊



HK$100,000 Group Holiday Insurance (for period up to 31Days and 6 weeks & above years of age only)旅遊平安保險(年齡 6 星期或以上人仕適用，有效期最長為 31 日)
旺季機票附加費-每位每程 High Season Air Ticket Surcharge, per person per way in HK$ **
機票訂位代號及有效期

Booking Class & Ticket Validity

Surcharge
Adult

Child
基本套票 Basic Package

O (30天)
N (30天)

400

300

X (30天)

700

550

Q (30天)

1000

800

代辦預約香港特區政府認可本地醫療檢測化驗機構進行 PCR 檢測 (每位每次計):
出發前檢測 (必須持有)
香港體檢及醫學診斷中心有限公司: 深喉唾液測試收費(可選擇測試套裝送至府上#不適用偏遠及離島，另設附加費)
標準計劃 – 翌日報告

HK$585 ( $785)

《遞交樣本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 10 時前，可於翌日下午 5 時前獲取電子報告 / *逢星期六遞交樣本，將於下星期一(工作天)獲取》

特快計劃 – 即日報告

HK$1085 ( $1285)

《遞交樣本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 10 時前，可於同日下午 6 時前獲取電子報告》
*有關檢測報名詳情，歡迎向維珍假期查詢*

Operated by Travel Resources Limited│Licence No. 352634│Updated on 18Jan21│VS-LON21-40(25June)│AC300/EN100

1天包車行程

三選一路線 (12小時用車)

路線 1 倫敦至伯明翰 Birmingham City
距離倫敦車程約 2 小時 19 分鐘。
被稱為「歐洲最年輕人口的城市之一」
，擁有多元文化，商業中心繁華程度僅次於倫敦西區。其都會經濟體糸在英國也僅次於倫敦，並
擁有多所高等教育中心。

路線 2 倫敦至謝菲爾德 Sheffield
英格蘭第四大城市，是英國八大核心城市之一，位於北部。距離倫敦車程約 2 小時 40 分鐘。
同是為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交通非常方便，市區的治安極佳，堪稱全英國最安全的城市。

路線 3 倫敦至諾丁漢 Nottingham
距離倫敦車程約 2 小時 30 分鐘。
英國七大城市之一。由工業為主轉變到現在以服務業為主，金融、商務、物流及商業是現在諾丁漢主要的產業。
擁有電車系統的城市，便利交通及基礎設施 ; 平均每年均有新建成房屋以供需求，並擁有英國著名的大學城，學術研究中心。
REMARKS 備註
 Package is valid for outbound & inbound travel

until 25Jun2021. 套票適用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內之行程

 Ticket validity: 30 Days, Booking class: “O” (“N”, “X” or “Q” class surcharge applies ), ELIGIBLE for flying club miles. Ticket is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and non-refundable.

機票有

效期: 30 日，機票級別: O (可補附加費訂 N, X 或 Q class﹞，可累積飛行哩數。機票不能轉讓、更改目的地及退款。
 Valid on Electronic Ticket (ET) only. All segments must be confirmed; open date return is not permitted. 只適用於電子機票。必須於出發前確定回程日期。
 Package is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and non-refundable once documents are issued. 套票發出後不能轉讓、更改及退款。
 All taxes and $30 service fee are not included in package price. 費用不包括所有稅項及$30 服務費。
 This offer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promotional offers and discounted vouchers. 不可與其他優惠及折扣券同時使用。
 Hotel Room Type is only used to specify the maximum number of persons that can be accommodated. Number of bedding and extra bed policy may vary at different hotels. Sofa bed or
day bed may be provided. 酒店房間種類以每房最多可容納之人數計算，床位、加床服務及規條因應酒店有所不同，部份酒店可能提供沙發床種類。
 Hotel Grading and room type are served as reference only.以上酒店星級及房種資料只供參考。
 The group holiday insurance does not cover such important areas as personal injuries, medical expenses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services. The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K
recommends that all traveler to purchase comprehensive travel insurance that meets his/her needs before journey.

套票包括的旅遊平安保險不包括個人意外受傷、醫療費用及緊急

援助服務；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Other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Package prices and remark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套票受其他細則及條款限制。價目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100% of package price is required at time of booking. This package is only refundable when flights or hotel accommodation cannot be confirmed. 訂位
時需繳付不設退款之套票全費，有關費用只會於機位或酒店未能確定時方獲退還。
‧ No amendment or cancellation is allowed once booking is confirmed. 已確定之機票及酒店套票，將不能更改或取消。
‧ Ticket must be issued within 3 working days upon package confirmation. 訂位確定後必須於 3 個工作天內出票。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2870 8733 | Email: info@londoncalling.com.hk│Website: www.londoncalling.com.hk
2/F, Yes & Right House, 1-3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1-3 號德拓大廈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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