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埃及一地 | 

開羅+阿斯旺+科翁坡+埃德福+盧克索+赫爾格達 

11天9晚法老王國之旅  

    

產品資訊 

團號 CAICAI11   

出發城市 開羅 Cairo   

目的地城市 開羅 Cairo 途經地點 

阿斯旺 Aswan、科翁坡 

Kom Umbu、埃德福 

Edfo、盧克索 

Luxor、赫爾格達 

Hurghada 

行程天數 11 天 9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7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84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799 = 2799 

【10天】燃油附加費:1 x 50 = 50 

兩人入住：$21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449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2199 = 4398 

【10天】燃油附加費:2 x 50 = 100 

三人入住：$224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6897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2249 = 6747 

【10天】燃油附加費:3 x 50 = 150 

 

    

出發班期 

 11/20/2022-05/31/2023：每週日  

6月：06/11/2023、06/25/2023  

7月：07/02/2023、07/16/2023  



8月：08/06/2023、08/27/2023  

9月：09/03/2023、09/17/2023  

10/01/2023-03/31/2024：每週日  

兩人成團，保證出發  

    

產品特色 

【一價全含】全程三位工作人員服務客人：司機+導遊+導遊助理，景點門票、服務費全含，且贈送25美金每人

的埃及落地簽證費；每日三餐全包（接送機日除外），零購物，100%純玩最高品質團，讓您的旅程更舒適。 

  

  

【合理搭配】包含埃及兩段內陸機票：開羅飛往阿斯旺、赫爾格達飛往開羅，每程飛機包含1件托運行李20公斤

！節約車程約20小時，省時又省力！ 

  

  

【精選住宿】全程精選五星級住宿體驗：三晚開羅國際五星級酒店，三晚尼羅河豪華五星遊輪，三晚紅海當地

五星度假酒店，充分自由活動時間感受異國風情的度假體驗！ 

  

  

【網紅打卡】尼羅河遊輪深入埃及，遊覽阿斯旺、科孟坡、艾德福，打卡開羅、盧克索、紅海等經典景區。 

  

  

【經典全覽】十大埃及必遊景點全部為您悉心安排：神秘的吉薩金字塔、保留了眾多遺跡的孟斐斯半露天博物

館、館藏豐富的埃及國家博物館、愜意浪漫的尼羅河風帆船、科翁坡鱷魚博物館、保存較好的埃德福神廟、壯

觀的盧克索神廟、帝王穀、埃及唯一的女法老陵墓--哈特謝普蘇特女王神殿、巍峨雄偉的薩拉丁城堡！ 

  

  

【美妙熱氣球】在盧克索乘坐熱氣球起飛，從高處俯瞰尼羅河和帝王穀，可以把盧克索的所有古跡—

這些人類歷史上最為珍貴的寶藏盡入眼簾，收入胸懷。 

  

  

【紅海之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三晚連住紅海五星酒店賞日出日落！在這裏您可乘坐遊艇出海，享受浮

潛樂趣；乘坐越野車探險撒哈拉沙漠，刺激又好玩。那一定是您最難忘的回憶！ 

  

  

【特色餐飲】一日三餐全包（除接送機當天除外），享受五頓五星酒店自助餐和六頓五星豪華郵輪自助餐，貼

心安排五頓美食盛宴：Studio Misr Azhaz餐廳享用阿拉伯正宗烤肉餐，金字塔景觀餐廳Pyramids 

 Lounge品嘗特色午餐，開羅尼羅河景觀餐廳四季酒店Yogi 



restaurant&Bar品嘗當地晚餐，盧克索海鮮拼盤以及豐盛的中餐八菜一湯。品嘗埃及當地美食，體驗異國風情的

美味料理！ 

  

  

【特色體驗】特別安排乘坐特色馬車巡遊號稱是最後一座完全按照古埃及傳統造成的宏偉神廟埃德福神廟，安

排在阿斯旺乘坐浪漫愜意的風帆船暢遊湛藍的尼羅河！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開羅國際機場（CAI）； 

免費接機時間為：中午12:00、14:00、17:00、20:00和23: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

我司工作人員匯合時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開羅國際機場（CAI）； 

詳情請見最後一天內容。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埃及開羅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埃及首都——

開羅。 

三餐自理，夜宿飛機上。 

 

    

    

Day 2 抵達開羅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開羅國際機場，熱情的工作人員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之後帶您前往辦理落地簽事宜。 

開羅國際機場 

(CAI)免費接機時間為：中午12:00、14:00、17:00、20:00和23:00，分別安排一趟專車送您前往酒店休息。 

三餐請自理。 

 



    

晚上   

酒店：Steigenberger Pyramids Cairo 或 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或 同級 

    

    

Day 3 開羅 - 汽車 - 孟菲斯 - 汽車 - 開羅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酒店內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開羅郊區參觀著名的吉薩金字塔群。吉薩金字塔群舉世聞名，是世界

古代七大奇跡之一，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胡夫金字塔。隨後來到卡夫拉金字塔旁的獅身人面像，探索“獅身人面像

之謎”。之後參觀充滿新鮮感和技術的卡夫拉河谷神廟。下午乘車前往孟菲斯遊覽，參觀孟斐斯半露天博物館，

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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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的人面獅身像及哈特等神殿的遺址。隨

後參觀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階梯金字塔。 

  

行程安排： 

開羅 → 吉薩金字塔（60分鐘，包含首道門票，進入胡夫金字塔內部需另外購票）→ 獅身人面像（30分鐘）→ 

卡夫拉河谷神廟（30分鐘）→ 孟菲斯古城（60分鐘，包含孟斐斯半露天博物館門票）→ 

階梯金字塔（60分鐘，包含首道門票） 

 

    

上午   

吉薩金字塔群 Giza Nec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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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遺產，也是世界七大奇跡之一。陵墓群建于埃及第四王朝，主要由三個金字塔組成，而當中最大的是胡夫金字

塔（又稱“大金字塔”），其次是卡夫拉金字塔，最小的是孟卡拉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三者中最高也是最古老

的金字塔，它也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大的金字塔，埋葬著埃及第四王朝時期的法老胡夫。在這三個主要金字塔旁

有著名的獅身人面像。 

 

獅身人面像 The Great Sphinx of Giza 

獅身人面像位於金字塔景區，在胡夫金字塔和卡夫拉金字塔的附近，已有約4000年歷史的獅身人面像與金字塔

同為古埃及文明具有代表性的遺跡，是埃及的代名詞。這座人臉獅身的雕像，前爪向前臥在沙漠上，整個雕像

高約22米，長約57米，除了前爪外，原來的獅身人面像頭戴皇冠，身上還有聖蛇浮雕，並留有長須，脖子圍有

項圈。但經過幾千年來風吹雨打和沙土掩埋，皇冠、項圈早已不見蹤影。由於獅身人面像無論是年代、外型，



甚至是建造者是誰都充滿爭議，所以這些問題被世人稱作“獅身人面像之謎”。 

 

卡夫拉河谷神廟 Valley Temple of Khafre 

卡夫拉河谷神廟位於吉薩金字塔群中，就坐落在獅身人面像旁。該神廟由堅硬的花崗岩打造，雖然如今沒有了

頂，只殘存著牆壁和石柱，卻依然能感受到其非凡的氣勢，精美的石柱雕刻值得欣賞。河谷神廟佈局嚴謹，使

用的石塊巨大，做工精細。廟內有許多殿堂，是為法老舉行葬禮和祭禮的地方。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金字塔景觀餐廳特色午餐 

    

下午   

孟菲斯 Memphis 

孟菲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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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考證在西元前 3100 

年它就已經是一個大都市了。它是古埃及的第一個首都，是當時世界最大最繁華的都市，後因首都遷往底比斯

（現稱路克索）而逐漸沒落，現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孟菲斯半露天博物館 The Museum of Memphis 

這裏存放了埃及第一個首都所存留下來的很多遺跡，這些遺跡對研究和發掘古埃及文明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在博物館內最著名的是那尊躺著的巨型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II)花崗岩雕像和古埃及第18王朝時期的獅身人面

像。這座雕像由整塊花崗岩雕成，雕工精美異常，細膩精美的雕工，就連雕像上的象形文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見

。雪花石膏雕像的獅身人面像，是古埃及第18王朝（西元前1700——

西元前1400年）的作品，雕像長8米，高4米，重達90噸。獅身人面像特殊之處是：它是有雪花石膏製成的。這

種石頭當時被認為具有跟太陽神溝通的能量，只有身份崇高的人物才能使用。這裏觸手可摸的三千年多前的石

雕、石碑承載著豐厚的歷史，展示了當年古埃及曾經的輝煌。 

 

階梯金字塔 Pyramid of Djoser 

階梯金字塔也叫左塞爾金字塔，屬於塞加拉金字塔群。這座金字塔是塞加拉金字塔群中較有名也是保存較好的

一個，約建於西元前27世紀，是古埃及第三王朝左塞爾法老的陵墓。它雖然不是規整的三角體，卻初具規模，

在外觀上有著明顯的六層階梯結構，高約62米，共有六層。這座金字塔是埃及金字塔的雛形，此後的法老都是

根據它的形狀和建築方法為自己修建陵墓。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享受特色烤肉餐 

    

晚上   

酒店：Steigenberger Pyramids Cairo 或 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或 同級 

    

    

Day 4 開羅 - 飛機 - 阿斯旺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全天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航班飛往阿斯旺，參觀擁有雄偉景色的阿斯旺大壩，由巨大而尖銳的花崗石建造而成的

未完成的方尖碑。午餐後，特別安排浪漫的尼羅河風帆船；結束後，前往碼頭辦理遊輪登船手續，上船後您可

以自由活動啦~ 

  

行程安排： 

開羅搭乘飛機前往阿斯旺（包含機票）→ 阿斯旺大壩（30分鐘）→ 未完成的方尖碑（30分鐘）→ 

尼羅河風帆船（20分鐘，包含船票）→ 搭乘遊輪 

  

特別說明： 

1. 若當天不起風，則尼羅河風帆船無法前行，屆時將改乘機動船。 

2. 

郵輪線的船期會根據伊斯納水閘每天的放行船隻量而作相應調整，若是因船期調整而導致行程中安排的個別景

點無法按時完成，屆時我們將調整景點遊覽順序。郵輪住宿時，遊客房間為郵輪公司隨機分配，上下各樓層較

為分散，請予與理解！ 

 

    

上午   

阿斯旺大壩 Aswan High Dam 

阿斯旺大壩位於開羅以南700多公里的阿斯旺城，在前蘇聯援助下興建，是一項集灌溉、航運、發電的綜合利用

工程，它從根本上消除了尼羅河的氾濫，保證了下游農田用水，這裡可以說是埃及的心臟地帶。大壩建成後，

南面形成一個群山環抱的人工湖，大壩之上雄偉的景色和舒適的熱帶氣候也讓這座大壩成為了埃及最熱門的旅

遊景點之一。 



 

未完成的方尖碑 Unfinished Obelisk 

方尖塔傳統上被定義為一座高大修長的紀念碑，其四面在頂部彙聚成一個迷你金字塔形狀。阿斯旺未完工的方

尖碑，對於古埃及的石匠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但是對於遊客而言，卻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景觀。如果

它曾經豎立過，這座方尖碑將是古埃及最大的方尖碑，高度將達到驚人的42米。由於花崗岩中出現了清晰可見

的裂縫，最終這塊碑石沒有完工。這塊巨大的方尖碑上刻有一些有趣的刻痕和海豚及各種鳥類的象形符號。 

 

尼羅河風帆船 Nile River Felucca Cruise 

埃及的文明從尼羅河兩岸的綠洲延伸，尼羅河賦予埃及生命、承傳數千年的文化以及光輝燦爛的歷史。在阿斯

旺的尼羅河段乘坐特色三桅帆船是來埃及的必體驗專案之一，也是埃及之行中最愜意、最浪漫的事情之一。湛

藍的尼羅河，緩緩遊弋著許多美麗的風帆船，河面不時的掠過一些水鳥，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遊輪上午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遊輪上晚餐 

    

    

Day 5 阿斯旺 - 郵輪 - 科翁坡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遊輪上早餐 

    

全天   

遊輪抵達科翁坡後，下船前往參觀科翁坡神廟，全埃及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個日曆圖案就保存在此神廟當中

，整個神廟採用對稱式結構，規格相同，左邊供奉老鷹神霍洛斯，右邊供奉鱷魚之神索貝克，是為數不多的同

時供奉著雙神的神廟。隨後入內參觀鱷魚博物館，近距離接觸非洲鱷魚。行程結束後，返回豪華遊輪休息。 

  

行程安排： 



阿斯旺 → 科翁坡 → 科翁坡神廟（60分鐘）→ 鱷魚博物館（60分鐘，包含門票）→ 夜宿游輪 

 

    

全天   

科翁坡神廟 Temple of Kom Ombo 

科翁坡神廟修建於希臘時期，在古埃及語中意為“金城”，深刻的詮釋了宗教的起源：熱愛和懼怕的都會成為精

神的圖騰。全埃及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個日曆圖案就保存在此神廟當中，整個神廟採用對稱式結構，規格相

同，左邊供奉老鷹神霍洛斯，右邊供奉鱷魚之神索貝克，是為數不多的同時供奉著雙神的神廟。 

 

鱷魚博物館 Crocodile Museum 

埃及鱷魚博物館是埃及第三個實地博物館。鱷魚博物館從已發現的300多個鱷魚木乃伊中挑選出22個“精品”陳列

在館內，同時展出古埃及人創作的鱷魚壁畫和雕像。博物館還展出大量考古發現的鱷魚蛋、用在鱷魚木乃伊上

的金制眼睛和牙齒，以及一些供奉這些木乃伊的棺材和其他相關文物，體現了古埃及人對鱷魚神的崇拜。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遊輪上午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遊輪上晚餐 

    

    

Day 6 科翁坡 - 郵輪 - 埃德福 - 郵輪 - 盧克索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遊輪上早餐 

    

全天   

早晨遊輪抵達埃德福後，特別安排您乘坐特色馬車遊覽號稱是最後一座完全按照古埃及傳統造成的宏偉神廟—

—

埃德福神廟，它同時也是全埃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神廟。參觀結束後返回遊輪，您可以盡情領略尼羅河兩岸



的美麗，觀看遊輪集體排隊通過伊斯那水閘的壯觀場面。伊斯那水閘位於埃及盧克索以南的伊斯那，對來往於

盧克索和阿斯旺之間的遊船來說，伊斯那水閘都是必經之地。最後抵達古埃及首都盧克索，下船參觀世界上最

大的露天博物館——盧克索神廟，參觀結束後返回遊輪。 

  

行程安排： 

科翁坡 → 埃德福 → 乘坐特色馬車遊覽埃德福神廟（90分鐘，包含埃德福神廟門票）→ 

乘坐遊輪通過伊斯那水閘 → 盧克索 → 盧克索神廟（60分鐘，包含門票）→ 夜宿遊輪 

  

特別說明： 

1. 

乘坐馬車期間由於馬車可能由於馬匹本身的情緒造成意外，因此請務必各位坐上馬上後抓穩扶手，在馬車行走

期間和挺穩之前，切勿站起來或做其他危險動作，尤其禁止登上馬夫專座。 

 

    

全天   

埃德福神廟 The Temple of Edfu 

埃德福神廟，位於尼羅河西岸, 它的保存最為完好，也是埃及唯一留存了屋頂的神廟。 

除了用作供奉鷹頭人身的天神荷魯斯之外，神廟亦作宗教祭祀活動。此外，神廟有著明顯的希臘建築風格，留

存著眾多浮雕與壁畫，廟內牆壁的銘文也為學者提供了不少古埃及於希臘羅馬時期在語言、神話及宗教方面的

資料。 

 

伊斯納水閘 Esna Lock 

伊斯納水閘位於埃及盧克索以南伊斯納鎮。伊斯納水閘十分狹窄，一次只能容下一條遊輪通過，所以要通過水

閘通常需要等候幾個小時。水勢從高變低才能保證遊輪通過，所以通過水閘時就如“下樓梯”一般。在等候通過

水閘的同時可以看到伊斯納獨特一景——

水上市場。不管你是從南向北，還是由北向南，對來往於盧克索和阿斯旺之間的遊船來說，伊斯納水閘是必經

之地。 

 

盧克索神廟 Luxor Temple 

盧克索神廟位於市中心，曾經只是用來慶祝新年的小神殿，後來不斷擴建維修，成為一年一度盛大的歐佩拉迎

神節的舉辦地，用以迎接阿蒙•拉神、穆特女神和孔蘇神，所以又被稱為“阿蒙神的南部別宮”。 

神廟內可以看到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花崗石方尖碑及壯觀的石柱群等建築。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遊輪上午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遊輪上晚餐 

    

    

Day 7 盧克索 - 汽車 - 赫爾格達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遊輪上早餐 

    

全天   

淩晨四點起床，可前往搭乘熱氣球！四點半左右抵達熱氣球基地，待點火之後，一個個色彩鮮豔的熱氣球就像

童話世界裏的空中計程車一般飛向天空。早上八點左右辦理退船手續，接著乘車前往帝王穀，山穀裏有著名的

圖坦卡蒙之墓，幾乎所有來到帝王穀的人都不會錯過這個極富傳說色彩的墓穴。之後參觀哈特謝普蘇特女王神

殿和矗立在尼羅河西岸和帝王穀之間原野上的門農巨像。遊覽結束後驅車前往洪加達，美得令人窒息的珊瑚礁

以及適合風帆衝浪的碧藍海水，一定能讓您身心舒展。 

  

行程安排： 

盧克索熱氣球飛行之旅（自費，45分鐘）→ 帝王穀（60分鐘，包含門票，進入圖坦卡蒙之墓需要額外購票）→ 

哈特謝普蘇特女王神殿（30分鐘，包含門票）→ 門農巨像（10分鐘） → 赫爾格達 

  

特別說明： 

1. 

如果您選擇參加熱氣球飛行自費活動，需在淩晨三點左右下船。完成熱氣球飛行之旅後，再回到船上享用早餐

。收拾好行李約八點左右辦理退房手續下船，繼續遊覽行程。 

 

    

全天   

盧克索熱氣球 LXR Hot-air Balloon 

抵達熱氣球基地後，圍著色彩鮮豔的熱氣球，點起火、拍著照,宛如童話世界一般，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熱氣球跟

著東升的太陽緩緩上升。360°無敵全景漸漸在腳下鋪展開來，地上的建築物、汽車、尼羅河岸的遊輪慢慢變成

玩具積木的大小，盧克索也越來越清晰了!從空中視角俯瞰盧克索的所有古跡：盧克索神殿、卡納克神殿、帝王



穀、皇后穀、女王紀念堂、孟儂巨像等,這些人類歷史上最為珍貴的寶藏盡入眼簾。甚至尼羅河兩岸油綠綠的田

野都維持著三千年以來的原始樣貌,成為眾神之鄉最相稱的背景。 

 

帝王穀 Valley of the Kings 

帝王穀位於尼羅河西岸，距河岸7公里，可以從底比斯衛城北端陡峭的環山公路到達。這裡有著名的圖坦卡蒙之

墓，還有其他62座各具特色的王室陵墓。陵墓都深達百米，內部裝飾金碧輝煌，奢華至極，尤其是壁畫足以讓

人歎為觀止。如今圖坦卡蒙墓中的大部分珍寶都被移入了開羅博物館，但圖坦卡蒙的木乃伊依舊留在此處。 

 

哈特謝普蘇特女王神殿 Mortuary Temple of Hatshepsut 

古埃及只此一位的女法老的陵墓。祭廟放棄了傳統的陵墓佈局，建在危崖環伺的谷地中，兩道長闊的斜坡將三

座平廣的柱廊建築串聯起來，整體造型簡潔明快， 

卻顯露出不可一世的氣勢。其建築因成功地利用了天然地形和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統一，是古埃及建築中最好的

傑作之一。哈特謝普蘇特神殿浮雕壁畫較多，很多還保留著紅黃兩色。雖然被圖特摩斯三世大規模破壞，但從

倖免於難的壁畫上可以看出女法老的執政日常——戴假鬍子著男裝。 

 

門農巨像 Colossi of Memnon 

門農巨像是矗立在尼羅河西岸和帝王谷之間原野上的兩座岩石巨像。這兩尊門農巨像，原立於一塔門前，高約1

8米，基座側面浮雕上揮著尼羅河神哈比蓮花及紙莎草的圖案，象徵著上下埃及的統一。目前只有這兩座神像還

保留下來，但風化嚴重。因人們認為石像是希臘神話中門農的雕像，所以叫門農巨像。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盧克索海鮮大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酒店內晚餐 

    

晚上   

酒店：AMC Royal Hotel & Spa 或 Hurghada Long Beach Resort 或 Hotel Emerald Hurghada 或 Panorama Bungalows 

Resort El Gouna 或 同級 

    

    



Day 8 赫爾格達自由活動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您將有一整天的時間在美麗的海濱城市赫爾格達自由活動，您可以選擇參加我們精心準備的自費項目：搭

乘遊艇出海和沙漠衝沙。赫爾格達位於紅海和撒哈拉沙漠的所在地，因此將海灘度假與駱駝騎行結合起來很容

易。此外，這座城市還是國際水上運動愛好者中心之一：從潛水到帆板運動，特色的水上專案是探險家們熱衷

的活動。 

  

紅海遊艇出海（4小時）：早上乘船出海前往某個島嶼遊覽，您可以欣賞到美麗的紅海風光，更可以看到峭壁海

牆，可浮潛、游泳、喂魚 

（您可使用船上備用的魚具，也可以自己攜帶）。航行於紅海上，如您乘坐的是玻璃船，則可欣賞色彩豐富的

紅海海底景觀；如安排的是遊艇出海則有機會體驗浮潛的樂趣，在純淨迷人的海水中與色彩繽紛的熱帶魚來個

親密接觸。 

撒哈拉沙漠4X4驅越野戈壁探險（3-4小時）：乘坐4WD越野吉普畫進行冒險家遊戲——

沖沙，欣賞沙漠落日，進入沙漠營帳觀賞中東肚皮舞。享用阿拉伯燒烤晚餐，穿阿拉伯民族服飾拍照，品嘗阿

拉伯特色水煙，繪製阿拉伯民族手繪，特別的沙漠旅行一定讓您終身難忘。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酒店內午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酒店內晚餐 

    

晚上   

酒店：Hurghada Long Beach Resort 或 Hotel Emerald Hurghada 或 Panorama Bungalows Resort El Gouna 或 同級 

    

    

Day 9 赫爾格達自由活動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您將有一整天的時間在美麗的海濱城市赫爾格達自由活動，您可以選擇參加我們精心準備的自費項目：搭

乘遊艇出海和撒哈拉沙漠4X4驅越野戈壁探險。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酒店內午餐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酒店內晚餐 

    

晚上   

酒店：AMC Royal Hotel & Spa 或 Hurghada Long Beach Resort 或 Hotel Emerald Hurghada 或 Panorama Bungalows 

Resort El Gouna 或 同級 

    

    

Day 10 赫爾格達 - 飛機 - 開羅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全天   

酒店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飛機前往開羅。抵達開羅後，前往參觀座落在開羅市中心解放廣場的埃及國家博物

館，館內收藏了古埃及從史前時期至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像、繪畫、手工藝品等 30 

萬餘件珍貴藏品，那具著名的黃金面具則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午餐後前往參觀巍峨壯麗的薩拉丁城堡，城堡

內建有宮殿和寺廟，阿裏清真寺的寺頂尖塔像一把利劍高聳入雲，巨大的圓頂沐浴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隨後前

往開羅老城區，參觀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

阿米爾清真寺。之後遊覽猶太會教堂和懸空教堂精巧的科普特教堂，鑲嵌象牙的聖壇螢幕和大理石講壇值得您



玩味欣賞。最後乘車前往當地的購物中心自由購物。享用晚餐後，前往酒店休息。 

  

行程安排： 

赫爾格達搭乘飛機前往開羅（包含機票）→ 

埃及國家博物館（120分鐘，包含門票，博物館二層的皇家木乃伊展廳需要額外購票）→ 

薩拉丁城堡（60分鐘，包含門票）→ 阿米爾清真寺（30分鐘）→ 班耶茲拉猶太教堂（15分鐘）→ 

懸空教堂（15分鐘）→ 開羅節日城購物中心自由購物（60分鐘） 

 

    

全天   

埃及國家博物館 Egyptian Museum in Cairo 

埃及國家博物館坐落在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是世界上最著名、規模最大的古埃及文物博物館。館內陳列著

古埃及時期至古羅馬統治時期的遺物，各種各樣的雕像、繪畫、金銀器皿、珠寶、工藝品、棺木、石碑、紙草

文書等30萬余件藏品讓人眼花繚亂，盡顯古埃及的鼎盛繁華。來到埃及博物館，您可親眼目睹鎮館之寶法老金

碧輝煌的黃金葬禮面罩、黃金棺材、黃金寶座等，還可以參觀木乃伊展廳中多具法老及皇室貴族的木乃伊，瞭

解其製作過程。 

 

薩拉丁城堡 Citadel of Saladin 

薩拉丁城堡位於開羅城東郊的穆蓋塔姆山，是12世紀時期薩拉丁為抗擊十字軍東侵而建造。位於公路骨幹邊的

薩拉丁城堡巍峨雄偉，城堡前面是一片綠草地，城牆寬2米，城堡分內城和外城，如今城堡內建有多處清真寺、

博物館等建築，是開羅最著名古跡之一。 

 

阿米爾清真寺 Amir Mosque 

阿米爾清真寺位於開羅的老城區，建於西元642年，該寺為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由於它在埃及享有崇高的地位

，也成了全世界穆斯林嚮往拜謁和參觀的地方，每年埃及國王和政府首腦都要來到這裡參加宗教儀式。清真寺

內紅色圖案的地毯、圓形的拱柱、素樸的吊燈和吊扇，給人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 

 

班耶茲拉猶太教堂 Ben Ezra Synagogue 

班耶茲拉猶太教堂，8世紀建造於科普特教區內的聖蜜雪兒教堂舊址上，是埃及國內非常古老的猶太教堂。因為

羅馬部隊的侵攻，一度被破壞，之後由阿伯拉哈姆·班·耶茲拉重建，也因此叫班耶茲拉猶太教堂。猶太教堂的外

觀非常簡單，和有著華麗細膩裝飾的內部形成強烈對比。 

 

懸掛教堂 Hanging Church 

懸掛教堂，是埃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始建於西元3~4世紀的羅馬人統治時期，修在原“巴比倫”要塞的城門上。

在長長的29級臺階後，是兩座雪白色塔樓……遠遠望去，如懸空中。精巧的科普特教堂，鑲嵌象牙的聖壇螢幕和

大理石講壇值得欣賞。無論你是否信仰基督教，懸掛教堂都值得一去。 

 



 

    

下午  午餐 

中餐         

 

中式午餐（八菜一湯）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開羅尼羅河景觀餐廳品嘗當地晚餐 

    

晚上   

酒店：Steigenberger Pyramids Cairo 或 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或 同級 

    

    

Day 11 開羅 - 飛機 - 家園 

上午  早餐 

包含早餐         

 

酒店內早餐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埃及之旅，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開羅國際機場 (CAI)。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導遊可協助客人打車。 

02/01/2023起出發的班期，從酒店出發的時間將調整為7:00，即我司工作人工員僅早上7:00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

前往機場的送機服務。 

 

    

下午  午餐 

自理         

 

    

晚上  晚餐 

自理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三晚開羅國際五星級酒店，三晚尼羅河豪華五星遊輪，三晚紅海當地五星度假酒店； 

  

  

2. 兩段埃及內陸機票：開羅飛阿斯旺、赫爾格達飛開羅； 

  

  

3. 

全程餐食（除接送機當天），含五頓特色餐：金字塔景觀餐廳品嘗特色午餐、阿拉伯正宗烤肉餐、盧克索海鮮

大餐、豐盛中餐八菜一湯以及開羅尼羅河景觀餐廳享用當地晚餐； 

  

  

4. 全程三位工作人員服務客人：司機+導遊+導遊助理以及他們的服務費（英語能力：日常溝通）； 

  

  

5. 全程用車服務，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天實際參團人數安排； 

  

  

6. 

景點門票：吉薩金字塔首道門票、階梯金字塔首道門票、孟菲斯半露天博物館、尼羅河風帆船、科翁坡鱷魚博

物館、埃德福神廟、盧克索神廟、帝王谷、哈特謝普蘇特女王神殿、埃及國家博物館、薩拉丁城堡。 

  

  

7. 每人每天一瓶水； 

  

  

8. 埃及落地簽費用：$25/人（安排專人提前為每一位貴賓辦理落地簽證）。 

 

 

費用不含 

1. 國際段往返機票、稅金、簽證費用、護照辦理費用； 



  

  

2. 行程中的自費項目； 

  

  

3.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4.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盧克索熱氣球 LXR Hot-air Balloon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65.00

； 

所需時間：45分鐘 

費用包含：含車費、司機

和公司助理服務費 

紅海遊艇出海 Sea Trip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95.00

； 

所需時間：約4小時 

費用包含：船票+2次潛水

、導遊服務費、船上享用

一頓午餐（午餐含海鮮、

意麵、水果、飲料和水，

酒品需自費；如您自願放

棄餐食，餐費無法退還）

、少量的浮潛工具（含救

生衣，面罩，潛水鏡，腳

蹼） 

撒哈拉沙漠4X4驅越野戈壁探險 4X4 

Jeep Safari at Hurghada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90.00

； 

所需時間：3-4小時 

費用包含：越野車費用、

導遊服務費、司機車費、

烤肉餐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的

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

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

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2.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

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