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天 埃及尊貴遊『尼羅河文明．歷史國度』 

暢遊：開羅、亞斯旺、金安寶、艾德夫、樂蜀、洪加達、莫卡塔姆、亞歷山大港 

 

『閃亮推介』
『世界七大奇蹟』吉薩金字塔 

遊覽屹立超過 4500 年的金字塔群，親睹古埃及人超卓的建築技巧。 

『第一瀑布下最大城市』亞斯旺 

參觀市內多個景點，進一步了解古埃及人的建築智慧。 

『黃金之城』金安寶 

到訪昔日商業活動頻繁的城鎮並參觀埃及僅有，接近完全對稱的雙神廟。 

『世界最大露天博物館』樂蜀 

曾是古埃及首都﹔參觀多個市內古蹟，了解古埃及人的迷信。 

『法老王長眠之地』帝王谷 

參觀多個地下墓穴，親睹地道內手工精緻的壁畫。 

『度假天堂』洪加達 

暢遊難得一見的蔚藍海岸，讓身心於度假天堂盡情放鬆。 

『圖坦卡門黃金面具所在地』埃及博物館 

踏足超過 30 萬件展品的博物館內，細味古埃及皇朝的光輝。 

『中東地區最大基督洞穴教堂』聖西門洞穴教堂 

到訪現時中東地區最大的基督教堂，感受古時基督教徒對信仰的堅定。 

『埃及第二首都』亞歷山大港 

建於古羅馬時代，現時已成為北非其中一個最重要港口。

『極致享受』 
早機出發，同日到達，到埗即晚入住開羅酒店，細心之選！(MECA 適用) 

乘坐埃及航空公司客機，經停曼谷往返埃及，快捷舒適。(MECB 適用) 

安排住宿洪加達及開羅住宿豪華 5 星級酒店。 

連續三晚住宿 5 星級著名品牌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豪華遊船，尊貴之選。 

細意安排多個景點門票，無須額外收費。 

全程餐膳安排四道菜午/晚餐，中餐安排八菜一湯。 

【包】全程午，晚餐汽水飲品，貼心安排。 

Tour Code: MECA/B10 

新西蘭 

吉薩金字塔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MECA10 適用(乘搭阿聯酋航空) 

MECB10 適用(乘搭埃及航空) 



 

 

 

 

 

 

 

 

 

 

 

 

 

 

 

 

 

 

 

 

 

 

 

 

 

 

 

 

 

 

 

 

 

 

 

 

 

 

 

 

 

 

 

 

 

 

 

 

 

 

 

 

 

 

來往亞斯旺及樂蜀的一段尼羅河，除風光優美外，更有不少神廟坐

落於河岸兩旁。嚴選國際 5 星級尼羅河遊船，由登船一刻起，盡享           

船上精選佳餚與貼心服務。 

作為傳統伊斯蘭教國家，基督徒往往會被忽視。大部分信眾被稱為「垃

圾人」，由於該區主要以回收行業為主，再加上被伊斯蘭教徒標籤，

令他們成為社會低層。但這一切反而令位於此區的基督徒更堅定相信

自己的信仰，走進洞穴教堂，體會當地基督徒的點滴。 

 

酒店位於埃及著名的尼羅河畔，擁有多達 540 間房間。酒店設計獨

特，矗立於極具歷史價值的開羅建築群中，酒店頂層更設有游泳池，

於熾熱的天氣，暢泳於此，別樹一格。 

 豪 華 五 星 級 體 驗  

座落於繁華的洪加達市區，由進入酒店範圍一刻起，仿

如走進另一個世界。住客除了可以於私人小島上享受按

摩外，更可於溫水游泳池暢泳，盡情放鬆。 

*以上圖片及酒店只供參考，如遇個別酒店或遊船未能提供團體房間，將改為入住同地區同級酒店或遊船 

打破坊間安排洪加達乘坐旅遊巴士前往開羅(約 6 小時)。尊賞假期細

心安排雙程內陸航班來往開羅~亞斯旺及洪加達~開羅。市場罕有，

匠心獨運，省時尊貴。  



Tour Code : MECA10(乘搭阿聯酋航空)                  
第 1 天 香港開羅(埃及)                                    
Hong Kong  Cairo (Egypt)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飛往埃及首都及最大城市-開羅。航班到
達後，專車返回酒店充分休息，準備其後的精彩旅程。 
：豪華 5 星級 Fairmont Nile City 或 Conrad 或
Steigenberger 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開羅~吉薩金字塔~獅身人面像~階梯金字塔                                                    
Cairo ~ Giza Pyramid ~ Sphinx ~ Sakkara Pyramids &       
Tombs                                                                                    
早餐後，全日於開羅市內觀光。 
I開羅：公元 9 世紀成為首都，阿拉伯語意思為「勝利之都」。
吉薩金字塔：由三座建造於約 4500 年前的金字塔組成，當
中以胡夫金字塔最為著名。它是現存世上最大的金字塔，高 137
米，由 230 萬塊 1.5 至 50 噸的石頭堆砌而成。 
獅身人面像：位於吉薩金字塔群旁邊，亦是世上最著名雕像
之一。儘管如此，這個雕像仍存在許多個不解之謎。 
階梯金字塔：埃及最古老金字塔，亦被稱為「梯形金字塔」。 
：豪華 5 星級 Fairmont Nile City 或 Conrad 或
Steigenberger 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開羅亞斯旺~未完成方尖碑~大水壩~香水店~                
亞斯旺市集                                                  
Cairo  Aswan ~ Unfinished Obelisk ~ High Dam ~       
Perfume shop ~ Aswan Bazaar                                                                                                                  
早餐後，乘坐內陸航班前往亞斯旺，抵達後，市內觀光。稍
後登船，展開 4 日 3 夜尼羅河遊船之旅。 
I亞斯旺：第一瀑布下最大城市，尼羅河水路運輸的終點站。 
未完成方尖碑：位於亞斯旺的花崗石礦場中，由女法老王哈
姬蘇所建造，高達 41 米，重達 1150 噸。可惜方尖碑於建造途
中出現裂痕。若完成的話，將會是全球最大的方尖碑。 
I大水壩：由於古時尼羅河經常氾濫，嚴重影響農民生計。當
地政府於 1970 建成了高 111 米，長達 3.6 公里的大水壩。 
I亞斯旺市集、香水店 
：豪華 5 星級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尼羅河遊船 
第 4 天 亞斯旺~金安寶~鱷魚神廟及鷹神廟                                                     
Aswan ~ Kom Ombo ~ Sobek Temple & Horus Temple                                               
早餐後，遊船停靠金安寶，遊覽鱷魚神廟以及鷹神廟。 
I金安寶：古埃及時代的黃金之城，是商業活動頻繁的城鎮。 
鱷魚神廟及鷹神廟：又被合稱為雙神廟，分別供奉鱷魚神「索
貝克」以及鷹神「荷魯斯」。神廟左右接近完全對稱，絕無僅
有。除了神廟外，更可親一睹難得一見的鱷魚木乃伊。 
是日可安排自費參觀阿布辛貝神廟 

：豪華 5 星級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尼羅河遊船 
第 5 天 艾德夫~馬車(二人一車)~艾德夫神廟~樂蜀~           
卡納克神廟~樂蜀市集                                          
Edfu ~ Horse Carriage ~ Temple of Edfu ~ Luxor ~        
Karnak Temple ~ Luxor Market                                                                             
早餐後，遊船停靠艾德夫，乘坐馬車前往艾德夫神廟參觀。
遊畢，返回遊船，前往樂蜀。抵達後，市內觀光。 
艾德夫神廟：艾德夫可解釋為『復仇』。相傳鷹神荷魯斯於
此地打敗殺父仇人賽特，古人為紀念此事而建成神廟。 
I樂蜀：起源於公元前 14 世紀，是多個古蹟的所在地。 
卡納克神廟：被譽為埃及最壯觀的神廟，神廟內大柱廳佔地
5000 多平方米，有 134 枝高達 21 米的巨石柱豎立於廳內。 
I樂蜀市集 

：豪華 5 星級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尼羅河遊船 
 

第 6天 樂蜀~帝王谷~女王神廟~萬農神像~樂蜀神廟~洪加達                                                 
Luxor ~ Valley of Kings ~ Hatshepsut Temple ~             
Colossi of Memnon ~ Luxor Temple ~ Hurghada                                                                      
早餐後，離船並繼續於樂蜀觀光。稍後，專車前往洪加達。 
帝王谷：18 至 21 王朝 62 位法老王的長眠地，包括著名的
拉美西斯二世以及唯一沒有被盜的圖坦卡門陵墓。 
女王神廟：由埃及第一位女法老，又被稱為『埃及武則天』
的哈姬蘇建成，哈姬蘇於丈夫去世後，以垂簾聽政方式輔助年
幼的圖斯摩斯三世，其後攝政奪權，自立為法老。其後更於山
中建成了這座氣勢磅礡的神廟。 
I萬農神像：2 座高 20 米的神像鎮守於帝王谷外，於多年前
一場地震中損毀。 
樂蜀神廟：最初建於公元前 1479 年，於其後數百年經歷多
次擴建。神廟外原有兩座方尖碑，其中一座於殖民地時代運到
巴黎協和廣場。 
I洪加達：世界聞名的紅海沿岸城市，更是著名度假天堂。 
：豪華 5 星級 Marriott 或 Hilton Resort(Deluxe)或同級 
第 7 天 洪加達~自由活動                                         
Hurghada ~ Free At Leisure                                                                           
早餐後，自由活動。 
是日可安排自費參加紅海遊船之旅以及沙漠四驅車之旅 
：豪華 5 星級 Marriott 或 Hilton Resort(Deluxe)或同級 
第 8 天 洪加達開羅~埃及博物館~穆罕默德清真寺~                 
莫卡塔姆~聖西門洞穴教堂~哈利利露天市集                                                
Hurghada  Cairo ~ Egyptian Museum ~ Mokattam ~                             
Church of Saint Simon The Tanner ~Citadel &                 
Mohamed Ali Mosque ~ Khan Al-Khalili Market                                                         
早餐後，乘坐內陸航班返回開羅。抵達後，於市內觀光。 
埃及博物館：建於1858年，超過30萬件展品，盡顯古埃及的
鼎盛繁華。收藏品亦相當多元化，包括木乃伊、精緻石棺、陶
器、首飾。震驚世界的圖坦卡門黃金面具亦於這裡展出。 
穆罕默德清真寺：位於市內的碉堡區中，18 世紀由時任統
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興建，是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 
I莫卡塔姆：阿拉伯語意思為「破山」，現時為最大回收場。 
I聖西門洞穴教堂：始建於上世紀 70 年代，由當地基督徒於
大岩石中開鑿而成，歷時 5 年才建成。教堂內擁有一個巨大的
祈禱廳，可容納 1 萬多人同時進行禮拜等宗教活動。 
I 哈利利露天市集：由驛站改建而成，是埃及最大型的露天
市集。市集內各類型商店林立，更可充分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豪華 5 星級 Fairmont Nile City 或 Conrad 或
Steigenberger 酒店或同級 
第 9/10 天 開羅~亞歷山大港~ 市內觀光香港                                                                                                                                
Cairo ~Alexandria ~ City Tour  Hong Kong                                                                    
早餐後，遊覽北部亞歷山大港。遊畢，專車前往機場，乘坐
阿聯酋航空經杜拜飛返香港。航班於第 10 天安抵香港，旅
程至此完滿結束！ 
I亞歷山大港：埃及第二大城市，二千年前由希臘的亞歷山大
大帝佔領埃及後所建。除了是非洲其中一個重要港口外，大帝
更興建了曾是全球最大，藏書量最多的圖書館。 

I 亞歷山大燈塔遺址：本為古代七大奇蹟之一，公元 956 年
一場大地震受到嚴重損毀，燈塔於 1323 年徹底被摧毀。現時
所見的卡特巴城堡是由燈塔石塊於 1480 年建成。 
地下墓穴城堡：阿拉伯語意思為「財寶之地」。城堡於 1990
年開始挖掘，是目前規模最大的古羅馬墓穴。 
I亞歷山大圖書館、龐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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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或 

輕便早餐盒 
輕便早餐盒 遊船餐廳 遊船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航機上 

午 航機上 地道烤魚 遊船餐廳 遊船餐廳 遊船餐廳 酒店餐廳 自費 當地餐廳 地中海海鮮 -- 

晚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遊船餐廳 遊船餐廳 遊船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中式餐廳 -- 

 



Tour Code : MECB10(乘搭埃及航空)            
第 1 天 香港開羅(埃及)                                    
Hong Kong  Cairo (Egypt)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埃及航空(停曼谷)飛往埃及南部城市–亞斯旺。 
第 2 天 開羅亞斯旺~未完成方尖碑~大水壩~香水店~                
亞斯旺市集                                                  
Cairo  Aswan ~ Unfinished Obelisk ~ High Dam ~       
Perfume shop ~ Aswan Bazaar                                                                                                                  
抵達後市內觀光。稍後登船，展開 4 日 3 夜尼羅河遊船之旅。 
I亞斯旺：第一瀑布下最大城市，尼羅河水路運輸的終點站。 
未完成方尖碑：位於亞斯旺的花崗石礦場中，由女法老王哈
姬蘇所建造，高達 41 米，重達 1150 噸。可惜方尖碑於建造途
中出現裂痕。若完成的話，將會是全球最大的方尖碑。 
I大水壩：由於古時尼羅河經常氾濫，嚴重影響農民生計。當
地政府於 1970 建成了高 111 米，長達 3.6 公里的大水壩。 
I亞斯旺市集、香水店 
：豪華 5 星級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尼羅河遊船 
第 3 天 亞斯旺~金安寶~鱷魚神廟及鷹神廟                                                     
Aswan ~ Kom Ombo ~ Sobek Temple & Horus Temple                                               
早餐後，遊船停靠金安寶，遊覽鱷魚神廟以及鷹神廟。 
I金安寶：古埃及時代的黃金之城，是商業活動頻繁的城鎮。 
鱷魚神廟及鷹神廟：又被合稱為雙神廟，分別供奉鱷魚神「索
貝克」以及鷹神「荷魯斯」。神廟左右接近完全對稱，絕無僅
有。除了神廟外，更可親一睹難得一見的鱷魚木乃伊。 
是日可安排自費參觀阿布辛貝神廟 

：豪華 5 星級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尼羅河遊船 
第 4 天 艾德夫~馬車(二人一車)~艾德夫神廟~樂蜀~           
卡納克神廟~樂蜀市集                                          
Edfu ~ Horse Carriage ~ Temple of Edfu ~ Luxor ~        
Karnak Temple ~ Luxor Market                                                                             
早餐後，遊船停靠艾德夫，乘坐馬車前往艾德夫神廟參觀。
遊畢，返回遊船，前往樂蜀。抵達後，市內觀光。 
艾德夫神廟：艾德夫可解釋為『復仇』。相傳鷹神荷魯斯於
此地打敗殺父仇人賽特，古人為紀念此事而建成神廟。 
I樂蜀：起源於公元前 14 世紀，是多個古蹟的所在地。 
卡納克神廟：被譽為埃及最壯觀的神廟，神廟內大柱廳佔地
5000 多平方米，有 134 枝高達 21 米的巨石柱豎立於廳內。 
I樂蜀市集 

：豪華 5 星級 Travco 或 Movenpick 集團尼羅河遊船 
第 5天 樂蜀~帝王谷~女王神廟~萬農神像~樂蜀神廟~洪加達                                                 
Luxor ~ Valley of Kings ~ Hatshepsut Temple ~             
Colossi of Memnon ~ Luxor Temple ~ Hurghada                                                                      
早餐後，離船並繼續於樂蜀觀光。稍後，專車前往洪加達。 
帝王谷：18 至 21 王朝 62 位法老王的長眠地，包括著名的
拉美西斯二世以及唯一沒有被盜的圖坦卡門陵墓。 
女王神廟：由埃及第一位女法老，又被稱為『埃及武則天』
的哈姬蘇建成，哈姬蘇於丈夫去世後，以垂簾聽政方式輔助年
幼的圖斯摩斯三世，其後攝政奪權，自立為法老。其後更於山
中建成了這座氣勢磅礡的神廟。 
I萬農神像：2 座高 20 米的神像鎮守於帝王谷外，於多年前
一場地震中損毀。 
樂蜀神廟：最初建於公元前 1479 年，於其後數百年經歷多
次擴建。神廟外原有兩座方尖碑，其中一座於殖民地時代運到
巴黎協和廣場。 

I洪加達：世界聞名的紅海沿岸城市，更是著名度假天堂。 
：豪華 5 星級 Marriott 或 Hilton Resort(Deluxe)或同級 
第 6 天 洪加達~自由活動                                         
Hurghada ~ Free At Leisure                                                                           
早餐後，自由活動。 
是日可安排自費參加紅海遊船之旅以及沙漠四驅車之旅 
：豪華 5 星級 Marriott 或 Hilton Resort(Deluxe)或同級 
第 7 天 洪加達開羅~埃及博物館~穆罕默德清真寺~                 
莫卡塔姆~聖西門洞穴教堂~哈利利露天市集                                                
Hurghada  Cairo ~ Egyptian Museum ~ Mokattam ~                             
Church of Saint Simon The Tanner ~Citadel &                 
Mohamed Ali Mosque ~ Khan Al-Khalili Market                                                         
早餐後，乘坐內陸航班返回開羅。抵達後，於市內觀光。 
埃及博物館：建於1858年，超過30萬件展品，盡顯古埃及的
鼎盛繁華。收藏品亦相當多元化，包括木乃伊、精緻石棺、陶
器、首飾。震驚世界的圖坦卡門黃金面具亦於這裡展出。 
穆罕默德清真寺：位於市內的碉堡區中，18 世紀由時任統
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興建，是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 
I莫卡塔姆：阿拉伯語意思為「破山」，現時為最大回收場。 
I聖西門洞穴教堂：始建於上世紀 70 年代，由當地基督徒於
大岩石中開鑿而成，歷時 5 年才建成。教堂內擁有一個巨大的
祈禱廳，可容納 1 萬多人同時進行禮拜等宗教活動。 
I 哈利利露天市集：由驛站改建而成，是埃及最大型的露天
市集。市集內各類型商店林立，更可充分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豪華 5 星級 Fairmont Nile City 或 Conrad 或
Steigenberger 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開羅~吉薩金字塔~獅身人面像~階梯金字塔                                                    
Cairo ~ Giza Pyramid ~ Sphinx ~ Sakkara Pyramids &       
Tombs                                                                                    
早餐後，全日於開羅市內觀光。 
I開羅：公元 9 世紀成為首都，阿拉伯語意思為「勝利之都」。
吉薩金字塔：由三座建造於約 4500 年前的金字塔組成，當
中以胡夫金字塔最為著名。它是現存世上最大的金字塔，高 137
米，由 230 萬塊 1.5 至 50 噸的石頭堆砌而成。 
獅身人面像：位於吉薩金字塔群旁邊，亦是世上最著名雕像
之一。儘管如此，這個雕像仍存在許多個不解之謎。 
階梯金字塔：埃及最古老金字塔，亦被稱為「梯形金字塔」。 
：豪華 5 星級 Fairmont Nile City 或 Conrad 或
Steigenberger 酒店或同級 
第 9/10 天 開羅~亞歷山大港~市內觀光香港                                                                                                                                
Cairo ~Alexandria ~ City Tour  Hong Kong                                                                    
早餐後，遊覽北部亞歷山大港。遊畢，專車前往機場，乘坐
埃及航空經停曼谷飛返香港。航班於第 10 天安抵香港，旅
程至此完滿結束！ 
I亞歷山大港：埃及第二大城市，二千年前由希臘的亞歷山大
大帝佔領埃及後所建。除了是非洲其中一個重要港口外，大帝
更興建了曾是全球最大，藏書量最多的圖書館。 

I 亞歷山大燈塔遺址：本為古代七大奇蹟之一，公元 956 年
一場大地震受到嚴重損毀，燈塔於 1323 年徹底被摧毀。現時
所見的卡特巴城堡是由燈塔石塊於 1480 年建成。 
地下墓穴城堡：阿拉伯語意思為「財寶之地」。城堡於 1990
年開始挖掘，是目前規模最大的古羅馬墓穴。 
I亞歷山大圖書館、龐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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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MED19-00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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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責任細則
•	 「本公司」安排之交通工具（如飛機、郵輪、輪船、火車或巴士

等）、住宿、膳食、旅遊觀光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
有，管理或控制，乃按照航空公司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預先擬定
的規則條款下簽發及安排。在發生突發或未能預料的情況下，顧
客同意及接受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最終的安排，不會把它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
及財物損失等，顧客同意及接受須向擁有、管理或控制有關交通
工具、酒店、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及追討
或索償，不論交涉、追討或索償結果如何，顧客不會要求「本公
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航空公司、郵輪公司、酒店、海外遊學課程舉辦機構及其他旅遊
機構之服務，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或控制。凡參加「本
公司」旅行團之顧客如遇有財物損失、意外傷亡、天災人禍、機
器失靈、交通延誤、失火、罷工、戰爭、政局不安及政府更改條
例等而招致損失或引致額外費用時，顧客同意及接受不會要求「
本公司」對此負上任何責任 及放棄向「本公司」追討或索償。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
的話)，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http://
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 下，顧客決定不離港外遊均當
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
代旅行團。

•	 自備機票的顧客須先備有效入境簽證、國際機票、所有內陸機
票、保險及個別路線之交通安排。顧客必須於指定機場集合。顧
客已安排之自定行程及機票如因擬定及/或 推介日期沒有出團而需
重新編定行程，安排調動更改酒店、郵輪及所引致的損失、額外
費用及一切與航空公司安排調動改機票的事宜，由顧客自行承擔
及處理。

•	 在發生突發或未預料到事件的情況下，「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
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有權在旅途中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亦有權縮
短或延長旅程，屆時費用將酌量增減，各參加旅遊之顧客同意及
接受最終的安排及不會把這最終的安排當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
明。「本公司」旅行團所採用之團體機票/船票，必須跟團往返，
如顧客要求延期逗留，「本公司」當盡力為顧客代訂延期返港之
機位/船位，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本公司」的行政費用。但不論延期返港之機位/船位確定 與否，顧
客不得藉此退團或要求更改出發日期。 延期逗留後回程日期一經
確認，一概不能更改，除經在航空公司允許更改情況下，每人每
次需繳手續費港幣1,500元，另補機票差額。顧客同意及接受當延
期逗留開始時 ，「本公司」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延期逗
留期間之費用、責任、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均由
顧客自負，概與「本公司」及其代理人及當地服務機構單位等無
關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	 參加不同行程天數並合併出發之旅行團，按行程首先回港之旅行
團，於旅遊地回港當日將不獲派領隊隨團，只由機場助理安排乘
專車前往當地機場，顧客須自行乘指定航機飛抵香港。 

•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本公司」安排之
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離團後須自負責任，一切與「本公司」或
其委託機構無關。    

•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酒店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
在香港確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概不退回任何
款項，不會安排其他替代行程。    

•	 顧客須遵守到訪國家的法律，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風俗、入境或運
輸的規定。「本公司」對顧客任何違反到訪國家的法律而引致的
後果，概不負責。    

•	 顧客須遵守合理的行為標準，不得威脅、攻擊或恐嚇其他顧客。
顧客必須依從導遊或其他獲授權者有關安全事宜或依照時間表的
合理指引。以旅行團整體利益至上，若其 中任何顧客不遵守合理
而適當之行為標準，或不遵守應有謹慎措施及安全規定，顧客同
意及接受「本公司」有權終止顧客繼續參加旅行團及「本公司」
安排之行程即告完成及結束。被終止繼續參加旅行團的顧客，將
不獲退款，「本公司」亦不再對其負有責任。

•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天氣、
交通情況而更改所有岸上觀光行程之項目，顧客同意及接受郵輪
公司或「本公司」有最終的決定及不會把 更改岸上觀光行程當
作違反旅行團的商品說明。顧客亦就此放棄向郵輪公司或「本公
司」追討或索償。

•	 如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
泊岸，顧客同意及接受船公司或「本公司」不需作出任何補償。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私隱條例，所有顧客資料除為安排旅行團或
觀光行程，絕對不會提供予第三者。    

•	 顧客應於易於聯絡的家屬/朋友處，留有其護照印有身分資料，並且
清晰顯示護照編號及頒發部門的頁面的副本，簽證、旅遊收據及旅
遊保險保單和所有重要文件副本，以備在旅程中遺失或損壞文件時
用。同樣地，顧客應確保將家人或朋友的聯絡資料副本，交予導遊
及「本公司」，以備在緊急情況下，旅行社可以提供協助。

航空公司責任問題
•	 根據航空公司指引，機票非依次序使用即告失效，故乘客如因私

人理由未能隨團登機出發而需保留餘下行程之機位(內陸及回程)，
航空公司有權向乘客收取有關手續費或 要求乘客另購機票。

•	 航空公司只負責機票所載的各項營運條款，如乘客未進入航機
內，航空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敬希垂注。

郵輪公司責任問題
•	 顧客同意及接受所有郵輪假期均受郵輪公司之條款約束及限制。
•	 報名前請參閱有關郵輪公司之英文版條款及細則。
•	 顧客同意及接受艙房住宿、航程路線、泊岸及啟航時間，將以郵

輪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特殊情況
•	 行程內所涉及之費用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定。
•	 鑑於燃油漲價或外幣浮動，「本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將因應出票時外幣兌換價格及當時價格作出調

整，如遇兌換換率上漲，客人須補回有關費用之差額，敬請留意。
•	 「本公司」當盡力根據行程安排所有酒店，但「本公司」有權視

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如遇展覽會，滑雪期間或特殊情況下，將
住宿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代替。    

•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息，「本
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    

•	 若顧客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本公司」有權從所繳之團費訂
金中扣除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
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即使顧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遇出/入境時遭本港/
當地移民局或海關拒絕出/入境，不論因其本身背景問題或任何其
他原因(不論是否知道原因)，顧客同意/接受不能要求「本公司」對
此負上任何責任。另所繳團費不得退回或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
旅行團，顧客須自行繳付其間引致之額外費用。

•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顧客參加此等活動
時，應遵守服務人員之指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
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 動內容等，以評估應否參
與，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當顧客認為有需要
時，更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	 行程之先後次序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編排為準，「本
公司」有權根據供應商之編排更改行程次序，顧客不得異議。

•	 如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或航班延誤，導致客人需提出保險索
償，顧客需自行與保險公司聯絡。同時若需要「本公司」提供有
關保險證明信或經由「本公司」向航空公司索取「航班延誤證明
信」，其行政收費為每封港幣100元。如顧客經「本公司」購買藍
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之專業旅運「貼心寶」，則可豁免有
關收費。

平安保險
•	 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的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二十萬之平

安保險，而該項保險由藍十字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
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事項及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
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單TX900016為準。
顧客須自行參閱承保條款細則，而藍十字保險公司終止所有保障
或更改條款細則，不管事先已向外宣佈與否，概與「本公司」及
其代理人等絕無關係和不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報名須知、手續及繳款辦法
•	 攜帶由旅遊地回程日計有效期6個月或以上之旅遊證件到「本公

司」或「本公司」之特約旅行社辦理報名手續。由於個別國家之
出入境條例有別，建議顧客之旅遊證件於 「旅遊地回程日」起計
需有半年有效期。旅遊證件必須有足夠的空白頁數，以蓋上出入
境印或入境簽證。參加中國旅行團者請提供回鄉証副本。

•	 「本公司」根據顧客提供所持有旅遊證件內之資料進行訂位手
續，包括﹕機票、船票、車票、酒店、保險等。如顧客於報名後
更改旅遊證件資料，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 」，因更改旅遊證件
資料會導致其訂位須重新辦理，顧客必須繳付由此而產生之額外
費用。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