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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天遊 

         

行程安排 

 

: 
 

國君國際旅遊有限公司負責旅遊安排 

費用 : 成人收費:HK$250 【每車 28 人，大小同價】  
 

團費已包括 : ※團費已包括導遊小費、車費、餐費、每人港幣十萬元旅遊平安保險及新

冠肺炎保險。 
 

注意：  1.  全部行程安排均由旅行社負責，協會不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2.  協會建議各參加會員及其家屬自購旅遊平安保險。 

3 .  所有旅遊團參加團友需簽署免責聲明，才可出發 (附件二) 

4.  所有參加團友必須出發前安裝好政府應用程式 (安心出行)，才可

出發。 

 

人數：  歡迎各會員及其家屬報名參加 (會員優先)，暫定 56 人。 

  截止報名 :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下午五時正截止。(名額有限，先到

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 : 報名由即日開始，可直接電郵 

(kinhong.y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或傳真(Fax No:2728 9361)，附頁報名回條致楊健康(ABSI/HNI12)   

成團後將會收到通知，請把費用存入(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香港滙豐

銀行戶口 (A/C 069-000982-001) 及把銀行入數紙傳真或電郵給理事

(楊健康)作實。  

*如有疑問,請致電 楊健康(5131 3934)或 林志明( 9432 7721 )查詢* 

   

義務統籌 : 林志明  (香港 Tel.: 9432 7721) 

 

出發日期 : 2022 年 01 月 07 日(星期五) 

集合地點/時間 : 九龍塘港鐵站 D 出口(上午 9:00) 

行程簡介 : 1、由專業導遊帶領乘豪華冷氣旅遊專車前往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 

2、參觀海下村石灰窯遺址 ; 欣賞香港最美海灣: 這裡棲息超過 60 種珊

瑚和 120 種魚類(可自費乘船觀賞水中珊瑚及珊瑚魚) 

3、午餐於金輝海鮮酒家品嚐西貢海鮮餐 (每席 6 人);  

菜單包括 1. 豉油王海生蝦; 2. 清蒸海上鮮; 3. 西蘭花炒鮮魷; 4. 油鹽

水浸海蜆; 5. 菠蘿咕嚕雞球; 6. 金銀蒜蒸茄子; 7. 絲苗白飯; 8. 奉送

甜品貓山王雪米糍或貓山王冰棒 (每人一支) 

4、參觀火山探知館 

5、參觀佛堂門大廟(香港及廣東最古老天后廟) 

6、乘旅遊車返回九龍塘解散。 

房 屋 署 工 程 職 員 協 會  

Housing Department Technical Staff Association 



 

附件一 

報名表 

 

To : ABSI/HNI12 
Mr. YEUNG KIN HONG 

 (楊健康先生 ) 

From :  
 

 Fax No.:  2728 9361  Date :  
    
No. of Pages :  1  ( including this page )   
    
Please notify :  on Tel. No. :  

If message received is incomplete. 

 

 

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天遊 
 

聯絡人資料 

姓名： 會員號碼： 參加人數: 

辦事處： 電話號碼：  電郵 : 

注意: 請填電郵以便聯絡 

主聯絡人的詳細資料  

No. Eng/Chi-Name 

英文/中文姓名 

Sex 

性別 

身份證號碼頭 4個字 

(包括英文字母, 例如: A123) 

    

1. 陳朝光   

2. 陳朝光   

3. 林志明   

4. 林志明   

5. 劉家倫   

6. 李   

7. 李   

8. 曾啟榮   

 

『若果不便把表格Ａ的個人資料傳真回楊健康先生， 

請將此表格電郵給 楊健康先生 (kinhong.y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報名會員請注意: 請不要預先將團費轉帳到本協會戶口,應待協會通知後才正式繳交團費。 

 

表格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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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iability Disclaimer Form 

This liability disclaimer form is to be completed and signed by the participants to the events of 

Housing Department Technical Staff Association. Please read this liability disclaimer form carefully 

and sign and return it to the Association accordingly. 
Name of event:   

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天遊 
 
  

Date of event:  07/01/2022 
 
Place of event:  Hong Kong 
 

 
 

 
 

Name of participant: Mr. / Ms. *            

         (Name in full and block letters)  

I agree to follow any and all safety instructions given by organizer(s) and/or the owner of the 

premises/sites and to well equip myself with safety gear as request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vent. I 

understand that neither the Housing Department Technical Staff Association ( the “ HDTSA” ) nor the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as stated above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ccidents, injury or illness to me 

and damage or loss to my proper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 I also understand that neither the 

HDTSA nor the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ccidents, injury, damage or 

loss caused by the negligence of me to any other persons or property in any premises/sites where the 

events being held. I agree to identify and hold the HDTSA and the above stated organizer(s) premises 

from and against all claims including any injury, damage or loss to me and my property or caused by 

the negligence of me to any other persons or property in any premises/sites, during or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vent. 

 

I have read this Liability Disclaimer and hereby acknowledge that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its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expressed herein, and will abide by such terms as set forth above. 

 

 

Signature:                            Date: 

 

Please delete where appropriate 

 

 

 



H D T S A                                                      附件三 

免責聲明表格 

該責任免責聲明表格需由參與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的活動者填寫並簽署。請仔細

閱讀此責任免責聲明表格後簽署並交給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代表以作記錄。 

活動名稱：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天遊 
 

活動日期：07/01/2022 

活動地點：香港西貢 

      參加者姓名：       先生/小姐*（完整姓名及正楷） 

我同意遵守舉辦單位或場所/場地擁有人所有安全指示，並會為是次活動準備及配

帶上可保護自己的任何安全裝備。我清楚明白房屋署工程職員協會（“HDTSA”）

或上述活動主辦機構均不對我的意外，傷害或疾病及對我的財產造成損害或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我亦清楚明白無論是 HDTSA 還是活動主辦機構均不用因我的疏忽

而引致在活動舉行期間於任何場所或場所的任何人或財產所造成的事故，傷害，

損害或損失承擔任何責任。倘若因我的疏忽而引致 HDTSA 和舉辦單位或場所/場地

擁有人(包括任何人仕或財產) 所造成的任何傷害、損害或損失，本人願意一力承

擔。 

我已詳細閱讀此責任免責聲明，特此確認我理解並同意其在此表達的條款和條

件，並將遵守上述條款。 

簽名：        日期：             

 

*請刪除不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