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洛哥 卡薩布蘭加 Casablanca、馬拉喀什、 
拉巴特、非斯、撒哈拉沙漠、古城遊蹤 7 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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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辛二世清真寺 

哈辛塔 

香港特區護照、BNO 及 

中國護照均免簽証 



 

GMEK07 
 

    
★安排專業華藉領隊隨團出發。 
★暢遊: 非斯、艾佛德、歐薩薩、馬拉喀什、卡薩布蘭加。 
★增加成本: 非斯提升入住五星級酒店 
★前往世界第二大清真寺【哈辛二世清真寺】，僅次於聖城麥加 
★走進撒哈拉沙漠，可自費四驅車之旅，觀賞撒哈拉日出，黃沙下之美 
★摩洛哥，位置北非最西北端，北鄰大西洋與地中海，隔著直布羅陀海峽與歐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遙遙相望。  
★摩洛哥國土的東部及東南部與阿爾及利亞 Algeria 接壤，南部緊鄰撒拉威 Saharaui，西部濱臨大西洋 Atlantic Ocean，北隔

直布羅陀海峽 Str. Of Gibraltar 和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與西班牙 Spain 遙遙相望。摩洛哥有長達 1835 公里的海岸線，

有長達 2017.9 公里的陸地國界。  
★暢遊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卡薩布蘭加，著名經典電影「北非諜影」就是取此地名稱為戲名。  
★踏足埃本哈杜古城【世界文化遺產】，體驗「帝國驕雄」、「盜墓迷城」及「天國驕雄」等經典電影的拍攝場地。 
★前往摩洛哥著名古都~馬拉喀什【世界文化遺產】，遊覽極富地道文化色彩之薩地亞皇陵及站馬廣場 
★參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是一個風光明媚的旅遊城市【世界文化遺產】。  
★探訪摩洛哥最古老皇城~非斯，千年來一直是宗教、文化、藝術中心。  
★特別安排享用北非特色晚宴，品嚐正宗摩洛哥美食之餘，更可欣賞民族歌舞、騎術及發放毛瑟鎗之精彩表演，嘆為觀止。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酒店 住宿城市 

1  豐富晚餐 提升入住五星級 Palais Medina Hotel 或同級 非斯 

2 酒店 豐富午餐 豐富晚餐 四星級 Kasbah Hotel Xaluca Arfoud 或同級 艾佛德 

3 酒店 豐富午餐 豐富晚餐 四星級 Kenz Azghor Hotel 或同級 歐薩薩 

4 酒店 豐富午餐 酒店享用 四星級 Atlas Asni Hotel 或同級 馬拉喀什 

5 酒店 豐富午餐 
北非特色晚宴 

及 Fantasie Show 
四星級 Kenzi Basma Hotel 或同級 卡薩布蘭加 

6 酒店 -  

7  旅途愉快 
 
*日程表內所列之自費活動，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 
 
DAY 1                                                                         
香港卡薩布蘭加(摩洛哥) (途經杜拜轉機)~拉巴特【世界文化遺產】~奧戴亞城堡~皇宮(外觀)~哈辛塔~ 
穆罕默德五世皇陵~非斯  
Hong Kong Casablanca(Morocco) (Transit at Dubai )~Rabat~ Kasbah Of Oudays~Royal Place~ Mohammed V 
Mausoleum~Hassan Tower~Fes 
是日由本社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阿聯酋航空公司豪華客機途經杜拜轉機摩洛哥。 
 
【卡薩布蘭加】卡薩布蘭加是摩洛哥第一大城市，位居非洲第四大城市，歷史上先後被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統治過，故該城現在仍保存著揉合了伊斯蘭和歐

陸色彩的建築。 
 
【哈辛塔】是阿爾默哈德王朝於公元 1196 年所建，當時的蘇丹曾懷有一個宏願，就是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讓所有的軍隊在此禱告，無奈缺乏經費和地震頻仍，工程被迫中斷，

只留下一百多根未完成之尖塔石柱，時移勢易，這些殘柱在今天卻反而被認為是一種建築藝術。 
 
【穆罕默德五世皇陵】陵墓入口處的皇家騎兵，身穿鮮艷奪目的軍服，是遊客爭相拍照的目標。 
 
【奧戴亞小漁村】此鎮建於 12 世紀，為保護過境商旅而建造，現時仍有約五千名奧戴亞人之後裔居住，鎮內小白屋都髹上藍邊，置身於迂迴曲折的街道上，彷如置身希臘的感覺。 
 
 
DAY 2 
非斯~舊市古城遊~北城堡~回教神學院~露天鞣革場~魯卡因清真寺及大學(外觀)~艾佛德沙漠之門~撒哈拉沙漠 
Fes~Fes El Bali~Borji Nord~El Sahri Medersa~Tanner~Karaouine Mosque & University~Erfound~Sahara Desert 
【非斯】摩洛哥最古老的皇城──非斯。此城建於八世紀的回教國王伊得里斯一世，城內聳立超過兩百座的清真寺和千家以上古老的傳統工藝小店。 
 
【回教神學院】前往建於十四世紀阿拉伯風格的美麗神學院，可在此一睹傳統的阿拉伯建築風格，如中庭、迴廊及美輪美奐的幾何圖形裝飾。 
 
【艾佛德沙漠之門】艾佛德鎮到處種滿棕櫚樹，是全國盛產及出口棗子之主要來源，艾佛德鎮乃入撒哈拉沙漠之門，最接近沙漠的小鎮。部份遊客紛住一晚於艾佛德鎮內簡單小

旅館。 
 
 

國際航班資料:選用阿聯酋航空公司(EK)  

第1天 香港卡薩布蘭加(途經杜拜轉機)   EK381    0035/0500 
  EK751    0750/1250 

飛行時間 
約18小時 

第6天 卡薩布蘭加香港(途經杜拜轉機)   EK752    1415/0130+1 
EK382    0315/1440 

飛行時間 
約16小時 

時差 
4-9月慢香港7小時 
10-3月慢香港8小時 

*航班資料只供參考，一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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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艾佛德~(自費:撒哈拉沙漠四驅車)~特德拉峽谷~天吉爾(途經)~歐薩薩  
Erfound~ (Optional Tour :4WD Desert Safari)~ Todra Gorge~ Tinghir ~Quarzazate 
【艾佛德】艾佛德鎮到處種滿棕櫚樹，是全國盛產及出口棗子之主要來源，到達後前往其市集，內裡主要售賣摩洛哥另一盛產橄欖、薄荷葉、女仕染髮用品、水晶礦石及甜蜜棗子。 
 
【特德拉峽谷】有非常漂亮的棕櫚林及巴巴族村莊，是摩洛哥南部旅遊重點之一。高原的巨大斷層將高亞特拉斯山脈則從中出現。峽谷在最窄的地方高達 300 公尺。 
 
【天吉爾】是個礦業小鎮，古城緊鄰現代化市中心東南方，有露天市集以及一座有趣的城堡。在市區東南方有茂密的棕櫚林，城砦散布其間，許多小路互相交叉，值得前往探索。 
 
【歐薩薩】1928 年曾被法軍用作軍事基地休息站之歐薩薩，現時亦是旅遊重點之一。此處擁有一座古城，很多荷里活著名電影都曾於此拍攝取景，而歐薩薩亦是進出撒哈拉沙漠

之必經之路。 
 

DAY 4 
歐薩薩~盜墓迷城~古城埃本哈杜【世界文化遺產】~阿特拉斯山脈~馬拉喀什【世界文化遺產】~萬拉華花園~薩地亞皇陵~ 
高多比亞塔~古城及市集~北非特色晚宴及 Fantasie Show 表演 
Quarzazate~ Ait Benhaddou~Marrakech~La Menara Garden~Saadiens~The Souk~Show Dinner 
【古城埃本哈杜】歐薩薩不遠的古城埃本哈杜，整座古城是由泥土堆砌而成，早期是摩洛哥原居民柏柏爾人的村落，背靠阿特拉斯山脈，面向的是沙漠綠洲，在此優美的構圖下，

難怪荷李活電影也千里迢迢到此尋外景場地，電影如《星戰前傳》和《盜墓迷城》也都在此拍攝。此城於 1987 年被列入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 
 
【萬拉華花園】佔地 120 公畝之萬拉華花園，兩旁種有 1 萬 6 千株橄欖樹，園內有一所 12 世紀時興建，供皇族避暑之皇宮，宮前建有泳池，池水便是【來自雪山上之冰水】。 
 
【高多比亞塔】這是全城最高之建築物，亦是馬拉喀什的地標，塔高 70 公尺，為馬拉喀什的象徵性建築。它與同時期建成的西班牙賽維利亞的希拉達塔可相媲美,饒富趣味。 
 
【薩地亞皇陵墓園】裏存放著歷代君主之遺體。建築內部有馬賽克磁磚壁、斯特克天花板、大理石圓柱等，壯麗考究，陵墓是長形尖塔式，由於遺體是打側放置及面向聖城麥加, 
故陵墓都是窄窄的。 
 
【北非特色晚宴】安排欣賞著名的 Fantasie Show，表演內容包括非洲音樂、土風舞、騎術及毛瑟鎗等。 
 
DAY 5 
馬拉喀什~(自費馬車古城遊)~站馬廣場(大笪地) ~卡薩布蘭加~哈辛二世清真寺~穆罕默德五世廣場 
Marrakech~Place Djemaa EI Fna~Casablanca~Hassin II Mosque~Mohammed V Square 
【馬拉喀什】該城是摩洛哥著名的古都之一，東邊五十公里外有終年積雪的大阿特拉斯山，南邊就是著名作家三毛筆下及曾經居住過的撒哈拉大沙漠；古時候，途經撒哈拉大沙

漠而來到此城的駱駝商隊，彷彿來到天堂一樣，所以，馬拉喀什又被稱為「最快樂的不夜城」。 
 
【哈辛二世清真寺】它的面積僅次於聖城麥加，堪稱為世界第二大清真寺，被譽稱為二十世紀建築界之奇葩。 
 

DAY 6 
卡薩布蘭加香港(途經杜拜轉機) 
CasablancaHong Kong (Transit at Dubai)  
早餐後，前往突尼斯機場乘搭阿聯酋航空公司豪華客機途經杜拜飛返香港。 
 
DAY 7 
香港 Hong Kong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1. 由 2018 年 9 月 3 日起，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

客人報名之權利。 
3. 司機、導遊及領隊服務費每位全程合共港幣$980。(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則為$1050)。 
4.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 14 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給予顧客

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另外，(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 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5.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6. 所有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 
7. 如最終本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或當地個別酒店不設三人房，客人可選擇： 
       I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入住單人房，本公司不會安排客人跟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II)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 3 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    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8.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

將完全未經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9.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視乎匯價而有所調整，如有調整一律於出發前確實。 
10.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及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

將完全未經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11. 本行程所列之航班資料，觀光行程，交通，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會因應出發日期不同而有所改變，詳情敬請參閱收據背面備註，恕不另行通知。如果此等改變於旅客報名後發生，則敝公司將會

作個別通知。 
12.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13.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

詞退團。 
14.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15.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

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16.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7.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8.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19.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20. 卡塔爾航空不接受持 HKDI 之客人乘搭該公司所有航班 
21.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

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22.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3. 此團不設茶會。 
24.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2 月 3 日」之團隊。                            
25.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

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編制日期: GMEK07(210818)CHMS 



 
 

 
 
 
 

 

《摩洛哥》自費節目參考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起 

*參選自費活動之團友請細閱自費活動細則 

*所有自費活動純屬介紹，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建議客人不可用該自費活動，  

 作為報團之主因 

費用(美元 USD) 
地區 自費活動項目 

交通時間 
(約) 

活動時間 
(約) 成人價目 小童價目 

人數 不參加之安排 

撒哈拉沙漠 
四驅車 

(4WD Desert 
Safari) 

清晨乘特製沙漠四驅車向撒哈拉沙

漠進發，在大漠上安靜等待日出，

金黃色太陽從沙海上緩緩上升，一

睹晨光下黃沙萬里之景。  
(5 人一四驅車)  

45 分鐘 1 小時 
USD85 

(大小同價) 
5 人 於酒店休息 

馬車古城遊 
(Horse 

Carriage) 

傍晚或晚上乘特色馬車，體驗馬拉 
喀什這個不夜城晚上璀璨的夜生

活，並可沿途拍照。(4 人一馬車) 
5 分鐘 15 至 20 分鐘 

USD35 
(大小同價) 

4 人 自由活動 

梅克尼斯城市 
(Meknes) 

摩洛哥四大皇城卡薩布蘭加，馬拉

喀什,菲斯。而梅克尼斯城乃為其中

之一著名皇城,又被稱為“綠城”,
梅克尼斯被譽為摩洛哥“凡爾賽

宮，曾被定為國都而此城鎮極具西

班牙摩爾風格,有別於其三大皇城.
當中曼索城門堪稱摩洛哥境內最宏

偉城門。而城內著名拉拉奧達廣場,
聚集各式各樣當地小商店。 

20 分鐘 1 小時 
USD25 

(大小同價) 
10 人 自由活動 

圖瓦峽谷 
(Todra Gorge) 

摩洛哥境內特殊地理景觀，位於阿

特拉斯山脈東面“圖瓦峽谷”,峽

谷底仍為最熱門景點，清澈冰涼的

潺潺流畔，仰望天際呈一直線高聳

山谷，令人驚嘆!被稱為摩洛哥世外

桃源，也是世界攀石比賽場地之一。 

20 分鐘 1 小時 
USD25 

(大小同價) 
10 人 自由活動 

摩 

洛 

哥 

YSL 花園 
一代時裝大師生平最愛逗留渡假於

此，許多設計靈感亦由此啟發,包車

費及入場費。 
20 分鐘 1 小時 

USD25 
(大小同價) 

10 人 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自費活動細則: 
1. 為使團友能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領隊及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 
2. 自費活動之收費按節目性質而訂，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券、司機的超時工作等，請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

詢。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年齡等)計算。 
4. 各項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在參加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

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自費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
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5.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6. 如客人計劃參加此自費活動表以外之項目時，可向領隊或當地導遊查詢，領隊或當地導遊只提供資料供客人自行作出安排。 
7.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

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
會負責。 

8.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
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9. 如因天氣影響，參加人數不足 15 人(視乎情況而定)，又或非控制範圍內(包括遇到國慶日及公眾假期)行程會改期或取消。所有自費
項目，須以安全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領隊或當地導遊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 

10. 以上價目表內之費用，只供參考，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收費為準。 
 

 
更新日期: GM-OPTION-LIST (150317)CHMS 取代 GM-OPTION-LIST (020316)CHMS 



 

 

 

 

地中海線停留須知                              生效日期:7/3/2017 

 
 
 
 
 
機票有效期  : 30 天 
停留附加費  : 停留杜拜，附加費為 HK$1500 (只限杜拜團種):商務客位停留附加費為 HKD2500。 
   停留機位以國泰航空之團體經濟客位為主。如團體經濟客位額滿，客人可選擇提升其他經濟倉客位，並需補回當中之差額，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商務客位單程優惠價: 香港往杜拜/杜拜返香港,成人/小童 HK$6500。 

商務客位雙程優惠價: 香港來回杜拜,成人/小童 HK$13000。 
旺季期間附加費將有所調整。 
提升商務客位確定與否，則視乎航空公司安排，將於茶會時確定，但如未能確認，則退回有關附加費予團員，團員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詳盡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機票有效期  : 45 天 
停留附加費  : 只可停留尾站；機票附加費$1500。 

停留機位以阿聯酋航空之團體經濟客位為主。如團體經濟客位額滿，客人可選擇提升其他經濟倉客位，並需補回當中之差額。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詳盡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停留附加費  :     搭卡塔爾航空必須跟團往返。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商務客位雙程優惠價 成人/小童 HK$26000。商務客位只適用於香港/多哈來回，旺季期間附加費將有所調整。 
           提升商務客位確定與否，則視乎航空公司安排，將於茶會時確定，但如未能確認，則退回有關附加費予團員，團員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機票有效期  : 30 天 
停留附加費  : 回程停留尾站或曼谷，必須補附加費 HK$1500 。 
   停留機位以皇家約旦航空之團體經濟客位為主。如團體經濟客位額滿，客人可選擇提升其他經濟倉客位，並需補回當中之差額。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詳盡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機票有效期  : 60 天 
停留附加費  : 回程停留尾站，必須補附加費 HK$2000。 
 … 停留機位以土耳其航空之團體經濟客位為主。如團體經濟客位額滿，客人可選擇提升其他經濟倉客位，並需補回當中之差額。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詳盡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機票有效期  : 30 天 
停留附加費  : 回程停留尾站，必須補附加費 HK$1200。 
   停留機位以以色列航空之團體經濟客位為主。如團體經濟客位額滿，客人可選擇提升其他經濟倉客位，並需補回當中之差額。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詳盡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機票有效期  : 21 天 
停留附加費  : 停留台北，附加費為 HK$1100，另須補台北機場稅 HK$130 
                                停留伊斯坦堡，附加費為 HK$1500 
                                只能停留一站及採用指定航班 
   停留機位以長榮航空之團體經濟客位為主。如團體經濟客位額滿，客人可選擇提升其他經濟倉客位，並需補回當中之差額。差額將由專人通知。 
提升商務客位附加費 :        詳盡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更新日期: MED,EGYPT-PRICELIST(070317)CHMS 取代 MED,EGYPT-PRICELIST(030317)CHMS 

 

國泰航空備註 

卡塔爾航空備註 

阿聯酋航空備註 

皇家約旦航空備註 

土耳其航空備註 

以色列航空備註 

長榮航空備註 



 

 

 

 

摩洛哥、突尼西亞旅客須知 
生效日期:2018 年 6 月 28 日起 

行李    :如乘坐土耳其航空及卡塔爾航空，每人限帶寄倉行李一件，以不超過三十公斤(66 磅)為限; 

           如乘坐阿聯酋航空及國泰航空，每人限帶寄倉行李一件，以不超過二十公斤(44 磅)為限。 

           如乘國泰航空之經濟客艙乘客，寄倉行李每人一件重量 30 公斤，(總尺寸長+闊+高)不可以超過 158 公分(62 吋) 為限。 

           手提行李一件,尺吋不超過 56 厘米 x 36 厘米 x23 厘米，而重量不超過 7公斤,貴重物品如証件、照相機等,切勿放在寄倉行李內,    

            並應該隨身小心攜帶，到達當地後可把貴重物品存放酒店保險箱內。 
 
如乘坐國泰航空或港龍航空，備用鋰電池無論大小及規格均嚴禁作為寄艙行李運載，敬請留意。  

海關    :進入地中海境地，十八歲以上之旅客可免稅攜帶香煙 200 支及酒一瓶，以色列嚴禁攜帶一切水果入境。 

香港入境: 年滿十八歲、持有任何國籍護照的旅客可免稅攜帶下列數量的應課稅品 
(1)一公升任何飲用酒類。 
(2)由 2010 年 8 月 1 日起只可攜帶 19 支香煙,1 支雪茄或總重量不多於 25 克的雪茄或其他製成煙草。 

旅客隨身行李安檢措施： 

-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其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 

- 所有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均應裝於不超過 1 公升(不超過 20x20cm)且可重複密封之透明塑膠袋內， 

  所有容器裝於塑膠袋內時，塑膠袋應可完全密封 

- 前項所述之塑膠袋每名旅客限制攜帶 1 個，於通過安檢線時並需由檢查人員目視檢查 

-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物、糖尿病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 

  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揭規定之限制 

- 為使安檢線之 X光檢查，前述塑膠袋應與其它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光檢查 

根據各國海關條例，所有旅客攜帶免稅物品只供作自用.任何人攜帶免稅物品用作轉售或協助他人作牟利之用途，即屬觸犯法律。 
 
 

 

藥物    :可帶備一些慣用的平安藥物及緊急醫療用品，以應不時之需，假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出發前宜先準備足夠份量。 

 

貨幣    :港幣並不適用，因此請攜帶美金、信用咭作隨身費用，美金可在當地兌換當地貨幣。但簽賬時要核對清楚單據上銀碼及貨幣單

位。兌換外幣時，最好能找換一些較小面額的鈔票，方便零用。 

 

貨幣單位及兌換率參考表: 

突尼西亞 第納爾 Diner US$1=TND2 
摩洛哥 迪拉母 Dirham US$1=MAD9.5 

當地貨幣可於機場、酒店或於市內找店找換 

 
電壓    :以 220 伏特為主，而大部份國家插頭為兩腳插頭，插頭則宜配備幼身圓腳較為方便。 

 
 摩洛哥 突尼西亞 

夏季 (4 月- 9 月)比香港慢 7 小時 時差    : 
冬季 (10 月-4 月)比香港慢 8 小時 

 
全年比香港慢 7小時 

 
天氣    : 由於天氣常有變化，請各旅客於出發前留意天氣報告或致電天文台熱線 1878200 查詢，以下平均氣候資料表(℃) 

僅供參考: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6 17 19 21 24 28 31 31 29 25 20 17 

 
季節 月份 溫度 衣著 
夏天 4 月—9 月 30C – 48C 夏天 
冬天 10 月--4 月 7C – 25C 冬天 

颱風措施: 如若出發當天，因颱風關係天文台懸掛任何颱風訊號，團友若沒有收到本社通知團隊取消或延期出發，則一律依照原定時間抵

達機場集合。 
 



 

預防蚊蟲、傳染病: 由於每個人的身體狀態有所不同，請於出發前最少六個星期諮詢你的醫生，以確定是否需要接種疫苗，又或準備 

 一些預防藥物。 

 要預防傳病媒介疾病，要保護自己免被蚊蟲叮咬。假如在旅程中到達郊外地方，請預先穿上寬鬆淺色的長袖上衣 

 及長褲，並塗上昆蟲驅避劑（如：蚊怕水）。另外，亦請不要觸碰野生動植物，以及避免在草叢樹叢中懸掛衣物 

 或歇息。 

 如欲了解更多有關外遊防疫資訊，請參閱衛生署網頁：http://www.chp.gov.hk/ 

衣著:   全年可以夏天衣著為主，冬天季節早晚溫差較大氣溫較涼有需要準備外套或風褸，參觀回教寺時必須穿著有袖上衣，下身無論

褲或裙必須蓋過膝蓋，大部份酒店均設有游泳池，旅客需自備游泳衣服。 
 

膳食:    一般以西餐為主，但不包括咖啡、紅茶，團友可惠顧餐廳之礦泉水、餐酒、果汁或啤酒等。 

 

購物:    十二彩陶瓷、沙漠玫瑰、橄欖木雀籠、地毯、銀器 

 

娛樂:       請參考自費節目表。 

 

水上活動:   所有水上活動均存在一定危險性，團友應自行評估本身的健康狀況或於出發前諮詢醫生意見是否適合參與。當參與水上活

動時，亦需注意當時的天氣變化及遵照一切安全設備，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享受水上活動帶來的樂趣。 

 

安全:     夜間避免單獨出外，請緊記將貴重物品如旅行證件、現金、旅行支票、信用咭、機票、相機等小心隨身攜帶，切勿收藏於

行李箱內或留放在車中、酒店房間或公共地方。在住宿酒店內，可將貴重物品存放於接待處之保險箱，並請取回收據。離

開房間時應將房門及行李緊鎖，門匙可交由接待處保管，以免遺失。 
 

旅遊保險:   旅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可會引致龐大醫療費用、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本公司強烈要求閣下及隨團親友購買旅遊綜合保

險。而有關各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保險公司所列明之賠償細則。 

 
服務費:    隨團領隊、當地導遊及旅遊車司機服務費(成人及小童每位計)如下(以港幣計): 

 7天團 8 天團 9 天團 10 天團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出發  980 1120 1260 1400 合共港幣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1050 1200 1350 1500 

*出入酒店每位旅客須付行李生 1 DINER 杜茲撒哈拉沙漠駱駝之旅，遊畢後每位客人須給馬(駱駝)伕小費 2 DINER 沙漠四驅車之旅遊畢後每位

客人須給司機小費 2 DINER 

 

登記外遊提示服務: 香港政府一站通www.gov.hk/roti。 

 

啟動境外提款功能: 請與發咭銀行查詢。 

 

特別事項: 1.旅客於參觀博物館或觀光點時，每部相機必須購買門票，一般為 1 DINER 一部相機。 

2.於夏季時大部份酒店冷氣不夠凍 

3.『銷售稅退款安排：因各國之銷售稅均有不同，若購物滿指定金額，可於離境前於機場辦理退稅，若客人未能於當地完

成退稅手續，並欲回港後才辦理，由於當中涉及個人私隱，必須自行向當地有關部門查詢所需文件及手續，因此，本公

司不能替客人辦理，旅客能否成功退稅，需自行承擔有關責任，敬請留意！！』 

4.根據各國海關的指引：「出入境旅客請務必看管好自己的行李，不要幫任何人帶行李過海關，以免被別人利用夾帶違禁品，

如毒品等。」。為確保旅行團運作順暢及安全，凡旅客在旅途中遺留任何物品，如尋獲後，經客人同意，將安排直接郵遞

到客人指定的住址，費用由客人支付。本公司概不負責有關物品於運送期間的任何遺失､損壞等相關責任。 

*如客人因突發情況出現，需要本公司提供協助，一切衍生之額外開支，需由該客人負責承擔，敬請留意。 

*根據香港法例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不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流動條例》，於 2018 年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

如管有大量（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貨幣及不記名可轉讓票據（「現金類物品」），便須使用紅綠通道系統下的紅通

道，就有關現金類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離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露。詳情請

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祝君旅途愉快! 
 

更新日期: TUN(121218)CHMS_SEP 取代 TUN(280618)CHMS_SEP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一)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日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旅客自行承擔。 

(2)  訂金收費: 
    線路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HK$1,000              HK$2,000 
郵輪(東南亞)                        HK$2,000              HK$4,000 
長線及長線郵輪                    HK$4,000              HK$6,000 
長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15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

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
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
“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而長線旅行團則須
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
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 後公佈 為
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
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
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
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母/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
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 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 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不包括: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 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3) 個人旅遊保險(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如有需有，本公司可代為 

辦理。) 
(4)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5)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6)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話、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

服務費等。 
(7)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8)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

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9)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10)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行團之一切膳食、住宿、交通

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
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0)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
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

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

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交通問題、住宿安排等情況，在出發前 7 天前取
消旅行團(中國廣東省內線及本港遊之旅行團則可於出發前 1 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
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除簽證費及手續費外，本公司會全數退回旅客所繳交之費用。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日期或旅客姓名等，一律視
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 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一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
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

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  
 (五)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1)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50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日本除外)5 天或以下旅行團 HK$150 
其他地方旅行團 HK$300 
郵輪團 HK$3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客人  
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行團跨省或跨國，手續費按較高或 高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
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
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
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2)  如遇上述「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將扣除有關旅行團的一切開支包括交
通工具、住宿、門票等費用，餘款按客人的付款方式退回。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

程，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
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
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
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 終決定，間接或直
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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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
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
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而所引致之額外支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自行承擔及支付。
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
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而餘下之旅程費用亦將不獲發還。一切因此而引起的
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自行承擔，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項旅遊項目、亦有權
縮短或延長行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
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
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一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

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
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
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
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
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
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
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
人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自行負上一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

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

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
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旅客亦須一併離團，其離團後之一切活動，一概
與本公司無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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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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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
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
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
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
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

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
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議會基金』為顧客因旅遊業議會會員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

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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