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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天行程默認當地英文助手/司機陪同，如需中文導
遊陪同，請與我們聯繫確認，謝謝！
2.同一訂單或同行客人請盡量訂時間相近的班次，同一訂單或
同行客人我司只安排一次24小時免費接機和送機，如有其他接
送需求，需支付額外接送機費用。
3.本產品行程實際出行中，在不減少景點的前提下，可能會對
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調整城市、景點遊覽順序等）。如
有特殊要求，請在下單前與客服聯繫。
4.本頁內所標註時間均為參考時間，實際抵達時間會因各種不
可抗力原因如天氣，堵車，交通意外，節日賽事，騷亂罷工等
有晚點可能，請見諒。如有後續行程安排需乘其他交通工具前
往其他城市，強烈建議您至少預留3小時以上空餘時間，以免
行程延遲受阻為您帶來不便。由於沒有預留足夠的空餘時間而
導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損失，我公司概不負責，敬請諒解。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从导游的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主。

Day 1 開羅機場接機（24小時接機 ）
我們為您提供【24小時英文接機服務】。接機人員會在第一時
間將您送至酒店休息。您可以詢問接機人員當地的美食，享受
一頓埃及風味犒勞自己。當晚入住開羅當地五星級酒店。
*根據慣例，當地酒店通常在當天14:00之後才可以辦理入住手
續。如果航班在14:00點之前到達，會與酒店溝通先將行李寄
存在前台，到14:00點後再安排入住。下午和晚上您可在酒店
內自由活動，晚上好好休息，為明天的行程做好準備。

Day 2 開羅
早上開始開羅之旅。遊覽【吉薩金字塔群】！包括【胡夫金字
塔】、【哈夫拉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午後參觀【埃及
博物館】。這座尼羅河東岸的建築內至少藏有30多萬件古埃及
時期的文物。晚上入住開羅當地五星級酒店。

B

Day 6 開羅 → 迪拜（未含開羅至迪拜機票費用）
今天將會提供24小時英文送機服務，下午離開的客人可在開羅
自由活動。乘坐航班抵達迪拜，抵達後辦理入關手續，專車接
機。導遊介紹當地風俗習慣及注意事項，送至酒店休息。 （早
晨5:00至晚上22:00之間抵達可免費接機）
*團費不包含開羅到迪拜的機票，敬請自理機票！（迪拜段免
費接送機時間為早晨5:00至晚上22:00）
推薦航班：阿聯酋航空 EK928/EK926 埃及航空 MS912/MS910/MS901

B

B

Day 7 迪拜 
早餐後乘坐傳統【水上的士Abras】跨過Creek海灣，遊覽【古
代商人大屋】。參觀【黃金市場】、【香料市場】、【迪拜黃
金市場】。前往【迪拜之窗】。還可自費乘搭高速電梯登上建
築頂層的觀景台。午餐後可自費參加【沙漠激情衝沙】或其他
活動，可嘗試滑板滑沙的樂趣及觀賞沙漠日落壯景。前往沙漠
狂歡大本營，免費喝阿茶咖啡、嘗甜品小吃、騎駱駝、賞國鳥
（獵隼）、阿式手繪、阿拉伯水煙、欣賞阿拉伯肚皮舞表演，
也可與舞孃一起起舞；享用美味的沙漠篝火燒烤晚餐。

Day 8 迪拜 
友情建議：阿布扎比一日遊（自費，120美金/人）
（注：全天不安排用車導餐，以便靈活掌握購物及活動時間）
阿布扎比，外觀【F1法拉利世界主題公園】、【首都之門】、
【八星級酋長皇宮酒店】、【阿布扎比酋長皇宮】，遊覽城市
建設、七杯壺、大砲等奇特建築及駐阿中國大使館。午餐後前
往【扎伊德大清真寺】，返回迪拜進入【人工棕櫚島】，外觀
著名的【亞特蘭蒂斯酒店】。   【首都之門】斜塔被吉尼斯世界
紀錄認證為“全球傾斜度最大的人工建築”。

B

Day 9 迪拜送機
（注：當天酒店集合統一免費送機）
自由活動:（注：全天不安排用車導餐，以便客人靈活掌握購物
及活動時間）友情建議購物地點：① Dubai Mall【迪拜商城】 

Day 3 開羅 → 胡爾格達
酒店早餐後，早上乘車前往胡爾格達，開始我們前往胡爾格達
（紅海）的行程。下午自由活動或參與玻璃船遊、浮潛等自費
活動。晚上住宿胡爾格達或其周邊五星級酒店。 B/L/D

B

Day 5 胡爾格達 → 開羅
午餐後前往開羅，途中將領略埃及東部沙漠那些鬼斧神工的自
然景色，晚餐後可以請導遊帶領遊客前往開羅市中心品嚐一些
當地的特色美食，晚上入住開羅當地五星級酒店。

B

Day 4 胡爾格達
美麗的紅海自由行，當天不安排用車和導遊。

備註：

團費包含：
1. 埃及段：3晚開羅當地五星級酒店標準雙人間+2晚胡爾格達
當地五星級酒店標準雙人間；迪拜段：3晚迪拜當地四星級酒
店標準雙人間。
2. 交通：豪華旅遊巴士（依據人數而定）
3. 餐食：行程中提及的餐食
4. 導遊：埃及、迪拜當地精英導遊團隊，資深中文導遊，專業
精彩講解互動。
5. 景點門票：埃及段:不包含任何門票費用；迪拜段:包含博物
館門票、水上的士船票、輕軌門票，阿布扎比清真寺門票。
6. 接送機：開羅24小時接送機一次；迪拜5:00am-22:00接送機
一次（同一訂單或同行客人請盡量訂時間相近的班次，同一訂
單或同行客人我司只安排一次開羅24小時免費接送機和一次迪
拜限時接送機，如有其他接送需求，需支付額外接送費用。）

團費不包含：
1. 小費： （埃及）全程27美元/人 。 （迪拜）全程30美元/人
（小費標準為司機、導遊和英文助理的服務費用。成人、兒童
同一標準，都需支付）
2. 簽證費用。
3. 往返機票費及埃及前往迪拜段機票費用，全程機票請自理。
4. 個人旅行保險：旅遊保險是參團旅遊的必需條件。旅遊提醒
您出外旅行請務必購買保險，以保證在出現個人意外，例如：
生病、丟失財物等情況時，有保險公司保障您的權益。
5. 各類景點門票：為尊重自由旅行的選擇，我們的行程當中絕
無變相購物或強制遊覽，請自主選擇購買您心儀景點的門票。
6. 價格包含裡未提及的其他午餐和晚餐。
7. 各類自行消費和自選項目花費。
8. 額外接送機費用。 9. 單房差。
10. 因交通延阻、罷工、天氣、飛機、機器故障、航班取消或
更改時間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11. 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菸酒
等個人消費。以上“費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項目。
12. 以上“費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項目。

2020年抵達日期：
1月6日-4月30日，2人成行，天天出發！

每人收費埃及景點門票（需自費）
吉薩金字塔群和獅身人面像外觀
埃及博物館門票，不含講解器

170埃鎊/成人; 85埃鎊/學生
170埃鎊/成人; 85埃鎊/學生

② The Mall of Emirates【阿聯酋商城】
據航班送機，早上5點-晚上22點限時免費送機！

每人收費(USD)埃及額外自費節目（需自費）
   $70金字塔表演秀

   $70
胡爾格達市夜遊

   $50
   $90

開羅夜遊
越野車進入沙漠，體驗沙漠摩托車，含壹頓晚餐

   $35
紅海玻璃船遊3h 

   $80紅海玻璃船遊2h看珊瑚礁+下水浮潛
   $15/餐   $15/餐當地餐食 中式餐飲

   $80越野車四驅車進入沙漠含一頓晚餐

沙漠沖沙 - 陸地巡洋艦（含沙漠營地篝火燒烤晚餐）
沙漠沖沙 - 美國悍馬 （含沙漠營地篝火燒烤晚餐）
迪拜皇室御用遊船 （含阿拉伯特色龍蝦燒烤晚宴）
夜海遊船 （含阿拉伯特色自助晚餐）
豪華大型遊艇暢遊新迪拜（不含餐）全程2小時暢遊
深海釣魚 （含魚竿、冷飲）
阿瑪尼酒店 Armani Hotel 國際自助早餐
阿瑪尼酒店 Armani Hotel 國際自助午餐
阿瑪尼酒店 Armani Hotel 國際 自助晚餐
世界第 一高樓哈利法塔 At The Top 登塔門票
阿曼穆薩丹姆全生態遊（含阿拉伯漁船農家特色午餐）
直升機迪拜全景鳥瞰 （15分鐘 / 30分鐘）
熱氣球迪拜深度探險 （飛1小時，全程5小時含早餐飲料）

失落海底世界水族館門票（外觀 / 內觀）
高空輕軌流覽棕櫚島車票
首都法拉利主題公園門票（含19項娛樂活動）
瘋狂河道Wild Wadi迪拜水上樂園（6小時）
六星亞特蘭蒂斯水世界冒險樂園（6小時）
水上飛機（提供 40 分鐘飛行的高空觀光遊覽）
迪拜之窗        

$80
$140
$105

$70
$80

$150
$100
$120
$140

$80
$150

$300/$500
$300

$25/$60
$20

$120
$100
$125
$180

$40

每人收費(USD)迪拜推薦活動參考（需自費）

   $15/餐   $15/餐當地餐食 中式餐飲

團費

出發日期

 $828 $548
成人 小童不佔床

（5歲以下）

(USD) 埃及五星
+迪拜四星

埃及五星
+迪拜五星

單房差：

2020.01.06-04.30

$290 $450
 $968 $628
成人 小童不佔床

（5歲以下）

 828起Tour Code: KY30 US$

B/L

B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