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埃及郵輪深度遊
體驗文明古國
Egypt Cruise Tour

10 天每人只要$699 起
8/30/2018 之前報名者享有優惠價每房減$100
開羅 / 阿斯旺 / 孔翁坡 / 艾德芙 / 盧克索 / 洪加達 / 孟斐斯
Cairo / Aswan / Kom Ombo / Edfu / Luxor / Hurghada / Memphis

可可假期埃及 10 天游！
穿越历史，4000 年前古埃及，
赞叹法老图坦卡门的宝座，纯金面具。
祭拜伟大的吉萨金字塔，奇妙的狮身人面，
尼罗河上泛舟，追忆拉美西斯二世的多情，
热气球看日出，到湛蓝色的红海浮潜垂钓，
踏寻十字军东征的印记。
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個美麗的國度吧！

行程特色：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境內的蘇伊士運河是亞、非兩大洲的分界線，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
一。尼羅河畔的、盧克索是世界著名的古城，胡夫金字塔、獅身人面像、盧克索神廟、國王谷的陵墓、圖
坦卡蒙黃金面具、阿布辛貝神廟等，都是舉世聞名的歷史遺産。除了這些，埃及西部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撒
哈拉沙漠，東部西奈半島沿岸的紅海海域，被評爲全世界最好的十大潛水點之一。

出發日期:

2018
8月

1， 8，15， 22，29

9月

5，12，19，26

11 月

7，14，21，28

12 月

5，12，19，26

2019
1月

7， 14，21， 28

2月

4，11，18，25

3月

4，11，18，25

4月

3，10，17，24

5月

1， 8，15， 22，29

6月

5，12，19，26

7月

3， 10，17，24，31

8月

7，14，21，28

9月

4， 11，18， 25

10 月

2，9，16，23，30

11 月

4， 11，18， 25

12 月

2，9，16，23，30

費用列表 Price List
成人 單房差

5 歲以下

6 -- 10 歲以下

11 歲及以上

自費專案

（不占床無早餐) （占床含早餐） （占床含早餐） 11 歲及以上(占床兒童)與成人同價
$699

$499

$350

$550

$699

$190

指定自費項目（必須參加）：USD/190/人 (【埃及博物館】+【尼羅河】+【盧克索神廟】+【古
城孟斐斯】+【薩拉丁城堡】+【(含馬車)艾德芙神殿】)
推薦自費項目:【 乘坐熱汽球】USD $150，【沙漠衝沙】USD $75，【遊艇出海海釣、浮濳】
USD $75，【泥羅河遊船晚餐】USD $75，【阿布辛貝半日遊】USD $130

费用包含：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只提供雙人房,無三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no triple 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首道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交通: 夜臥火車(雙人房)，豪華郵輪及空調旅遊車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 午, 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 – speaking tour guide (Co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费用不含：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全程小費 USD$100/人
Tipping $100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 , 失竊 , 旅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第一天 ：到達開羅 Cairo
國際品牌五星酒店：（Grang nile tower
HOTEL/Helnan dream Hotel 或同級）到達後，有
當地專業接機人員接機，然後送酒店休息。然
後送酒店休息。
酒店：五星酒店

織世界遺產，于 2007 年 7 月 7 日獲選為世界
新七大奇蹟中的榮譽奇迹（可自費進入金字塔
內部參觀）。之後前往火車站搭乘夜臥火車前
往阿斯望，晚餐在火車上。
酒店：夜臥火車 （兩人ㄧ房)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二天：開羅 Cairo / 阿斯旺 Aswan
早餐後參觀指定自費［埃及國家博物館］
埃及國家博物館坐落在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
場，最早是 1858 年由法國人馬裏埃特創建，
之後于 1902 年建成開館，是世界上最著名、規
模最大的古埃及文物博物館。
來到埃及不參觀埃及博物館，埃及之旅就不算
圓滿。收藏了古埃及從史前時期到希臘、羅馬
時期的雕像、繪畫、金銀器皿、珠寶、工藝
品、棺木、石碑、紙草文書的 30 萬餘件藏品讓
人眼花撩亂，盡顯古埃及的鼎盛繁華。
神秘的木乃伊、精緻的石棺、奇特的陶器、華
美的手飾、還有法老王圖坦卡門燦爛的珍寶，
都在這裡。圖坦卡門英年早逝，而在墳墓中留
下了那張精美絕倫的純金面具。
午餐後前往參觀世界古代七大奇蹟之［吉薩金
字塔］，［獅身人面像］，舉世聞名的吉薩金
字塔群是指一大片位在埃及開羅郊區的吉薩高
原內之陵墓群，于 1979 年登入聯合國教科文組

第三天：阿斯旺 ASWAN
火車早餐後，抵達阿斯旺，前往參觀［阿斯旺
高水壩］（外觀參觀約 1 小時）阿斯旺高水壩
從 1960 年開始施工，于 1970 年 7 月 21 日完
工，其水庫在 1964 年一期工程結束後便開始蓄
水，為搶救水庫區內的埃及文物及古迹，1960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示下，展開了大規模
的考古搶救工作，24 項古蹟被遷移或贈送他
國。1976 年水庫達到設計水位，水壩工程壯觀
宏偉，改善了該地區的電力供應，也令當地埃
及人的生活水準得到改善。之後參觀未完成的
[方尖碑];參觀完畢後前往碼頭登郵輪並辦理入
住手續。之後安排乘坐羅曼蒂克的 Felucca ride
on the Nile 尼羅河風帆船,悠遊倘佯在尼羅河之
上,欣賞阿斯旺兩岸的旖麗風光。午餐以及晚餐
皆為郵輪自助餐。
溫馨提示：如遇阿斯旺大壩臨時關閉將改為遠
觀。
酒店：五星郵輪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四天：阿旺斯 Aswan / 孔翁坡 Kom Ombo /
艾德芙 Edfu
早餐後自由活動，或參加當地推薦自費行程：
［阿布辛貝 Abu Simbel]。［阿布辛貝神廟］以
及［哈索爾神廟］和他下游至飛萊島的許多遺
迹一起作為努比亞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指定為世界遺產。為了讓後世永遠記得法老王
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 2 月 1 日登基日 10 月
21 日建造聖殿的工程師利用其天文和歷法計算
出不可思議的設計，在每年的這兩天，太陽光
穿越 60 多公尺的黑暗長廊，照進這終年不見天
日的神殿，陽光精準的投射在除了黑暗之神普
特以外的三尊神像上，並讓整個神殿發光。
1960 年代因為要興建亞斯文水壩，阿布辛貝神
殿將沉入水底，聯合國幫助埃及政府遷移神
殿，為了避免神廟遭水淹沒，只好將神殿切割
成ㄧ千多個石塊個重新組裝，將神殿向上移動
200 公尺，才解決了神殿被淹沒的命運。可說
是金字塔跟木乃伊外，最受歡迎也最讓人嘖嘖
稱奇的景點!［哈索爾神廟］是拉美西斯二世為
他愛妻而建的，拉美西斯二世是唯一一位為妻
子建神廟的法老，足見其對愛情的一往情深，
［哈索爾神廟］就建在［阿布辛貝神廟］旁
邊。參觀完畢搭車返回郵輪。
下午郵輪開往孔翁坡，抵達參觀 Temple of Kom
Ombo [孔翁坡神廟］；Kom Ombo 在古埃及語
中意為“金城”，建造於托勒密王朝。孔翁坡
神廟與眾不同，是一座同時祭奉老鷹神荷魯斯
(Haroeris) 以及鱷魚神索貝克
(Sobek) 的雙神廟。一條中軸線把它分成互相對
稱的兩部分，可供奉一個神。他有兩個大門，
一個大門是專為老鷹神荷魯斯（Haroeris) 所建
的，另一個是專為鱷魚神 (Sobek) 所見。古埃及
人相信鱷魚是 Sobek 的活化身，神力很高，是
法老權威的象徵。老鷹神 Horus 埃及九大主神
之一，在人間的地位至高無上，象徵神聖的王
權，後返回郵輪晚餐並休息。郵輪繼續前往艾
德芙。夜宿郵輪。
酒店：五星郵輪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五天：艾德芙 Edfu / 伊斯納水閘 Edna / 盧
克索 Luxor
郵輪早餐後，抵達艾德芙，安排搭乘馬車（四
人一輛）前往參觀指定自費［艾德芙神殿］又
名（荷魯斯神殿）參觀，花 300 多年時間建造
獻給正義化身鷹神荷魯斯。是目前全埃及保存

最完美的神殿建築。其內牆上刻有老鷹神荷魯
斯與邪惡河馬神賽特戰鬥的經過。艾德芙神廟
也是在托勒密王朝建的。從神廟的規模可見當
時的埃及是頗為繁榮的。中午返回郵輪用午
餐。今日郵輪將會通過伊斯納水閘到達埃及中
部昔日王國及帝國時代的首都，昔稱地衣比 10
的盧克索。惜稱底比斯的盧克索。是盧克索以
南 120 公里處、位于尼羅河西岸的一個小鎮，
以伊斯納水閘而聞名。當地以陶氣製造，毛紡
織等產業著。名。午餐後郵輪上自由活動，傍
晚抵達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館，有“宮殿之
城 ”美譽的盧克索，前往參觀指定是費著名的
［盧克索神廟］拍攝夜景。
盧克索神廟(Luxor Temple) 位于盧克索即古埃及
新王國時期的首都底比斯（Thebes) 的尼羅河
東岸，大約建于公元前 14 世紀，是阿蒙大神廟
的附屬神廟。通過神廟中重新被使用的建築材
料可以推導出在埃及第 12 王朝時這裡就已經有
一座神廟了。
盧克索神廟主要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古埃及每
年的新年在這裡慶祝奧皮特節。阿蒙、姆特和
孔斯的神像會被放在擔架上從 2.5 公里遠的卡
納克神廟抬到盧克索神廟。一開始這個節日要
慶祝 11 天，後來被延長到 27 天。第二個做法
是法老與神的靈氣結合。每年的新年法老都要
在此與他的神靈氣結合，這是他的神話儀式的
一部分。這個儀式的第一次是法老登基時進
行。晚上停靠在盧克索，夜宿郵輪。
酒店：五星郵輪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六天：盧克索 Luxor / 洪加達 Hurghada
早晨參加當地推薦自費乘坐熱氣球欣賞盧克索
美麗日出，俯瞰蜿蜒動人的浪漫尼羅河美景以
及整片盧克索壯觀的露天博物館。
早餐後離開郵輪，前往參［卡爾納克神殿］以
及知名的雪花石雕刻工廠。［卡納克神廟］又
稱“阿蒙大神殿”，是古埃及底比斯留下來最
為古老的廟宇，位於盧克索以北尼羅河東愛約
5 公里處，位於盧克索以北尼羅河東岸約 5 公
里處，是建于中王國時期第 12 王朝（約公元前
1991-1783 年），但真正把神廟擴建成大致上
今天規模的是新王國時期、但真正把神廟擴建
成大致上今天規模的，第 18 至第 20 王朝（公
元前 1570-1090 年），之後直到羅馬統治初期
仍有擴建。在卡納克神廟有著一座圖特莫斯一
世的方尖碑。據說原來有一對，另外一個已經
不知去向。神殿的西北角還有一個長 120 米的
聖湖，據推測原來這裡是用來給阿蒙諾菲斯三
世建造靈堂。［埃及雪花石］是埃及的歲月之

石，始終是埃及手工藝品的頂級工藝，埃及雪
花石是永恆的，它在整個蘇美爾，巴比倫和亞
述的歷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埃及地區
的雪花石與其他地區的雪花石質量全然不同。
每塊埃及雪花石的紋理都有其自己獨特的色彩
和特點。現在已經沒有多少工匠能夠完全掌握
製作雪花石藝品的手藝了。
午餐後乘車 4 小時前往洪加達。抵達後隨即入
住酒店，抵達後隨即入住酒店，可以參加當地
推薦自費行程搭乘四輪驅動車深入沙漠，探訪
貝都因少數民族的生活晚餐為酒店自助餐。探
訪貝都因少數民族的生活。晚餐為酒店自助
餐。
酒店：五星酒店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七天：洪加達 Hurghada (紅海)
早餐後全天自由活動，洪加達是埃及靠近紅海
的著名海濱渡假勝地之一。紅海位於非洲東北
部與阿拉伯半島之間，呈現狹長形。其西北面
通過蘇伊士運河與地中海相連，南面通過曼德
海峽與亞丁灣相連。
紅海，海水卻不是紅色，而是深藍、湛藍、碧
藍、翠綠、墨紫，一層一層隨著天色和水域變
換的重重色彩。除了純淨無污染的海水，海底
更有多彩的珊瑚礁，種類繁多的熱帶魚。您可
在被稱為世界上最乾淨的海域裡暢遊。亦可參
加當地推薦自費項目：搭乘遊船出海，遊船將
航行於紅海，可以浮潜或游泳，在清澈純淨的
海水中欣賞色彩繽紛的熱帶魚，探訪無人的沙
洲，以及在船上海釣，同時尋找海豚的蹤影。
酒店：五星酒店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八天：洪加達 Hurghada (紅海）/ 開羅 Cairo
早餐後乘車沿著美麗的紅海海岸公路返回開
羅，路上享用午餐盒，抵達後前往酒店入住休
息。晚餐自理，可以參加當地推薦自費項目：
尼羅河郵輪晚宴，尼羅河是埃及的母親河，搭
乘尼羅河遊船在開羅河段夜遊尼羅河同時享用
美味自助晚餐，不僅可以欣賞到尼羅河兩岸的
開羅段夜景，還能觀看到精彩的肚皮舞以及蘇
飛舞表演。
酒店：五星酒店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九天：開羅 Cairo / 孟斐斯 Memphis / 開羅
Cairo
早餐後出發前往孟斐斯，指定自費：［古城孟
斐斯］（Memphis) 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距首都開羅僅三十多公里，位於吉薩金字塔區
附近，據考證在公元前 3100 年它就已經是一個
大都市了，當古埃及第三王朝（公元前 2686 至
公元前 2181 年）的法老王孟尼斯 (Menes) 統一
上、下埃及後，即定都于此，後因首都遷往底
比斯(Thebes), 現稱路克索（Luxor) 而逐漸沒
落，遊客主要參觀［孟斐斯的半露天博物
館］，那裡有拉姆西斯二世的巨型雕像、戶外
有雪花膏石雕的阿蒙霍特普 (Amenhotep) 二世
的人面獅身像(第 18 王朝的作品)及哈特等神殿
的遺址。
之後前往參觀埃及著名的城堡，指定自費：［
薩拉丁城堡］，位於開羅東郊穆卡塔姆山坡
上。是 1176 年，埃及蘇丹國王薩拉丁為抵禦十
字軍東侵而建造。古堡內有雄偉壯觀的穆罕默
德.阿裏清真寺，穆罕默德.阿裏于 1830 年仿照
奧斯曼土耳其的大清真寺式樣所建，費時 14 年
才竣工，具有濃厚的土耳其風格。牆的外城敷
以黃色雪花石膏。禮拜堂的大型圓頂高約 52
米，直徑 21 米。兩個塔尖高達 85 米餘，是開
羅的標記之一。清真寺西南有穆罕默德.阿裏的
墳墓，圍有黃銅欄竿。城堡在法魯克王朝時曾
作監獄。
城堡外有很大的薩拉丁廣場，12 至 19 世紀這
裡是舉行馬球比賽、集會和行刑的地方。穿過
廣場，有蘇丹.哈桑清真寺與城堡相對，登上城
堡可俯瞰開羅全景。城堡在法老王朝時期是個
大監獄，現開放為遊覽地。城堡內還有較小的
清真寺和一座博物館。之後前往參觀埃及古老
的［紙莎草藝術畫］製造，可以了解紙莎草藝
術畫古老的傳統造紙過程。接著參觀著名的
Golden Eagle ［埃及香精］。晚餐後開羅進酒店
休息。
酒店：五星酒店
餐饮：早 / 中 / 晚餐

第十天：開羅 Cairo
早餐後送往機場，結束愉快行程
餐饮：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