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旅客須知
新華旅遊一向以提供優質服務給予客人為目標，為了讓大家於出發前能有充份的準備，並享受一個愉快難忘的假期，現把旅程中的
須知詳列如下，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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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每人限帶寄倉行李一件，以不超過二十至三十公斤為限（須視乎航空公司而定）。手提行李一件，尺吋不超過 56 厘
米 x 36 厘米 x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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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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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李須知及違禁物品詳情，請瀏覽民航處 www.cad.gov.hk。
： 進入地中海境地，18 歲或以上旅客可免稅攜帶 200 支香煙及一瓶酒。部分國家例如土耳其、約旦等，禁止攜帶
電子煙入境，違法者可能會被監禁及∕或罰款，敬請旅客配合遵守。
： 由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起，經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士，如管有總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貨幣或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例如旅行支票）
，須於紅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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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cds/
由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起，香港居民年滿十八歲，可免稅攜帶下列數量的應課稅品回港，供其本人自用：
(1) 1 升在攝氏 20 度的溫度下量度所得酒精濃度以量計多於 30%的飲用酒類
(2) 19 支香煙；或 1 支雪茄，如多於 1 支雪茄，則總重量不超過 25 克；或 25 克其他製成煙草。
： 旅遊證件必須具半年以上有效期及有效簽證，並須有足夠空白頁使用。
： 港幣在地中海各國並不通用，請攜備美元、當地貨幣及信用咭。兌換外幣時，最好能找換一些較小面額的鈔票，方
便零用。
地中海各國之貨幣兌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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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之天氣，在夏季早晚較涼，但下午非常炎熱，冬季部份國家之氣溫則較寒冷，須帶備冬天用之厚外套及服裝。
亦由於天氣較為乾燥，應自備一些潤膚用品，同時亦應帶備雨具，以便不時之需。此外，在夏天請帶備泳裝及太陽
眼鏡。
請各旅客於出發前參考香港天文台網址﹕www.weather.gov.hk 或致電天文台熱線 1878200
： 在準備行裝時，應以輕便實用為主，令旅途更舒適寫意，但在地中海往特別場合如夜總會或賭場，衣著宜較整齊，
不宜穿著波鞋短褲；在土耳其參觀教堂等較嚴肅的地方時，不宜穿著短褲、背心之類衣服。由於地中海幅員甚廣，
部分國家天氣變化莫測，請帶備外衣或禦寒衣物、雨具等，以備不時之需。有興趣游泳及水上活動之團友，可帶備
泳衣、短褲、膠拖鞋等。地中海與香港相距甚遠，機程需要十多小時，因此於航機上宜穿著鬆身衣服及舒適平底鞋，
以免因躺坐太久引致腳部靜脈曲張。
： 各地之酒店房間內及西餐館均沒有飲用食水供應；亦因衛生問題，切勿飲用自來水。團友可購備礦泉水飲用。
部份酒店因環保關係而不提供個人用品，建議旅客自備牙膏、牙刷、拖鞋等個人衛生用品。
： 以 220 伏特為主，插頭則宜配備幼身圓腳較為方便。
： 夏季（四月至九月）比香港慢五小時，冬季（十月至三月）則慢六小時。
： 請帶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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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
特色紀念品
埃及
香精、香水瓶、刻名沙樽、紙沙草畫、手織地氈。
希臘
白屋仔石膏像、神話石像、首飾、浴棉、無花果。
土耳其
皮褸、皮革用品、十字刺繡、地氈、珠寶、手製陶瓷、古玩、軟糖。
約旦
頭巾、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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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應小心選擇是退回
信用咭戶口或現金，雖然某些國家之退稅金額信用咭會比退現金高，但退信用咭手續繁複，回港後亦難與當地有關之部
門追索。客人若未能於當地完成退稅手續，並欲回港後才辦理，客人必須自行向當地有關部門查詢所需文件及手續，由
於程序上涉及個人私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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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公無關，敬請
留意。
： 全程早餐多以自助式為主，包括各種選擇如鮮雞蛋、火腿、咖啡、奶茶及果汁等。午餐及晚餐則以中西式為主，大
部份餐廳及酒店不提供午、晚餐之免費飲品。
： 隨團領隊旅行團完團服務費（成人及小童每位計）將於完團前向各團友收取，費用請參考行程單張及報名收據。
旅行團完團服務費只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及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另埃及團隊之客人須另付郵船的服務人員及馬車伕等之小費約 USD$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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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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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保險公司所列明之賠償細則。
有關參加自費活動，客人有責任自行查看確保所購買的保險計劃的承保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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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接種

： 旅客前往埃及境內、如曾到訪過以下國家 (或停留超過 12 小時)，必須先注射預防疫苗 (黃熱病)，
並必須攜帶有關疫苗接種證書 (俗稱針紙) 方可入境，請致電港口衛生署預約，電話 2125 2125 或
瀏覽衛生署網頁 www.travelhealth.gov.hk。(需於抵達埃及前最少 10 天前往健康中心，注射預防疫苗)
非洲：
Angola 安哥拉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Cameroon 喀麥隆
Chad 乍得
Cote d'lvoire 象牙海岸共和國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Ethiopia 埃塞俄比亞
Gambia 岡比亞共和國
Guinea 幾內亞
Kenya 肯尼亞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亞
Mali 馬里共和國
Rwanda 盧旺達
Sierra Leone 塞拉里昂 (獅子山共和國)
South Sudan 南蘇丹共和國
Tanzania 坦桑尼亞
Uganda 烏干達

Benin 貝寧共和國
Burundi 布隆迪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共和國
Congo 剛果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剛果民主共和國
Eritrea 厄立特里亞
Gabon 加蓬共和國
Ghana 迦納
Guinea-Bissau 幾內亞比索共和國
Liberia 利比里亞共和國
Niger 尼日爾
Nigeria 尼日利亞
Senegal 塞內加爾
Somalia 索馬里
Sudan 蘇丹共和國
Togo 多哥共和國
Zambia 贊比亞

中美洲及南美洲：
Argentina 阿根廷
Colombia 哥倫比亞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anama 巴拿馬
Peru 秘魯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

Brazil 巴西
Ecuador 厄瓜多爾
Guyana 圭亞那
Paraguay 巴拉圭
Suriname 蘇里南共和國
Venezuela 委內瑞拉

旅客前往埃及境內、如曾到訪過以下國家 (或停留超過 12 小時)，必須先注射預防疫苗 (脊髓灰質炎, 又稱小兒麻痺症)，
並必須攜帶有關疫苗接種證書 (俗稱針紙) 方可入境，請致電港口衛生署預約，電話 2125 2125 或 瀏覽衛生署網頁
www.travelhealth.gov.hk。(需於抵達埃及前最少 4 星期至 12 個月內前往健康中心，注射預防疫苗)
Afghanistan 阿富汗
Indonesia 印尼
Myanmar 緬甸
Niger*** 尼日爾***
Pakistan 巴基斯坦
Syria*** 敘利亞***
***必須攜帶有關疫苗接種證書 (俗稱針紙) 方可入境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剛果民主共和國***
Kenya*** 肯尼亞***
New Guinea 巴布亞新畿內亞
Nigeria 尼日利亞
Somalia 索馬里

如曾到訪過以下國家 (或停留超過 12 小時)，亦須要注射預防疫苗 (脊髓灰質炎, 又稱小兒麻痺症):
Angola 安哥拉
Benin 貝寧共和國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共和國
China 中國
Ethiopia 埃塞俄比亞
Ghana 迦納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Philippines 菲律賓

~多謝參加新華旅遊，祝旅遊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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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o. MSE-TI-0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