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程 國泰航空 CX443 桃園 香港 1550 1755 

 國泰航空 CX405 桃園 香港 1740 1945 

 國泰航空 CX475 桃園 香港 1415 1620 

 中華航空 CI915 桃園 香港 1435 1630 

 中華航空 CI909 桃園 香港 1100 1255 

 埃及航空 MS961 香港 開羅 2200 0550+1 

 埃及航空 MS092 開羅 亞斯文 0735 0855 

回程 埃及航空 MS960 開羅 香港 2330 1750+1 

 國泰航空 CX408 香港 桃園 2255 0030+1 

 中華航空 CI924 香港 桃園 2110 2255 

 中華航空 CI928 香港 桃園 2240 0020+1 

去程 港龍航空 KA437 高雄 香港 1510 1650 

回程 港龍航空 KA438 香港 高雄 2145 2315 

(高雄出發加價 1000 元/人) 

(以上航班接駁等時刻，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桃園/香港/開羅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香港轉機 (曼谷中停

加油 )，前往世界文明古國：埃及，並於隔日抵達首都開羅。  

 
X  

 
機上簡餐  

 
機上簡餐  

 
夜宿機上  

 
開羅/亞斯文(亞斯文水壩、風帆船、菲萊神殿、五星尼羅河遊輪) 

今日抵達開羅後，升等中段航班飛往埃及最南端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抵達後前往【亞斯

文水壩】為了解決尼羅河水患問題，從西元 1898 年陸續修建水壩，直到西元 1970 年才完

成現今的樣子，但在上游形成了巨大的納瑟湖，卻造成阿布辛貝、伊希斯神殿等十四座古

蹟沉沒於水中，政府轉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尋求協助搬遷；水壩的興建為埃及帶來了許多

資源，包含了水利發電及糧食的自給自足，並且還擺脫了蘇丹對於尼羅河水的控制！【風

帆船】來埃及不能不看尼羅河；要看尼羅河，則不能錯過在夕陽西下時分搭乘風帆飄蕩其

上！亞斯文附近一帶是尼羅河最美麗的地區，這裡的河水清澈、綠波盪漾，我們安排您搭

乘著努比亞人駕駛的白色風帆船，帆船靠著自然的風力徐徐前進穿梭於河面，在船上欣賞

沿途秀麗的風光，聽著船夫用簡單的樂器伴奏，唱著他們代代流傳的民歌，讓您享受輕鬆

悠閒的浪漫時刻！【菲萊神廟】也稱伊西斯女神殿（Temple of Isis），位於阿斯旺城南尼

羅河中的阿吉利卡島上，供奉的是愛神伊西絲（ Isis）。伊西絲是古埃及司掌博愛、快樂、

音樂和生育的女神，很受埃及人愛戴。公元前 4 世紀至公元前 3 世紀，托勒密二世在古法

老神殿的廢墟上修建了這座神殿，作爲禮物獻給女神伊西絲。晚餐在【五星尼羅河遊輪】

享用精緻特色料理，當晚入住遊輪內，感受最真實貼切的尼羅河文化。   

 
機上簡餐  

 

遊 輪 自 助 餐

或套餐   

遊輪自助餐或

套餐  

 
五星尼羅河遊輪  或同級  

 
亞斯文—康孟波(康孟波神殿) —艾德芙 

今早前往【康孟波神殿】康孟波的雙神殿分別敬奉二個主神，神殿的北側供奉鷹神荷魯斯

及南側供奉鱷魚神索貝克，兩側互相對稱，此建築型態及信仰在埃及是絕無僅有的；神殿

內的浮雕大多是在托勒密十二世及羅馬時期所完成的。神殿至今仍維持著原始的樣貌，精

密的雕刻，充滿了無限的藝術美感。※建議自費：阿布辛貝 USD160 元--跟隨車隊前往尼

羅河最迷人的終曲站：阿布辛貝大小神殿，沿途經過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浩瀚無邊

的沙漠，您將有機會看到海市蜃樓，雄偉壯觀的神殿建築，再加上搬遷過程的困難度，可

堪稱為世界級的古蹟！  

 
遊輪自助式  

 

遊 輪 自 助 餐

或套餐   

遊輪自助餐或

套餐  



 
五星尼羅河遊輪  或同級  

 
艾德芙(艾德芙神殿、搭乘馬車)—路克索 

今早抵達艾德芙後，安排搭乘馬車前往參觀【艾德芙神殿】這是埃及保存最完整的神殿，

建立於托勒密王朝統治時期，規模僅次於卡納克神殿；神殿的所在地是傳說中老鷹神荷魯

斯大戰殺復仇人塞特的地方，因此牆壁上有各種描繪著兩位神祇大戰的浮雕，更有哈特女

神每年逆流而上與丈夫相會的場景，相當精采！神廟內還可看見一尊花崗岩老鷹雕像守立

於門口。  

 
遊輪自助式  

 

遊 輪 自 助 餐

或套餐   

遊輪自助餐或

套餐  

 
五星尼羅河遊輪  或同級  

 
路克索 (帝王谷、曼儂巨像、卡納克神殿、路克索神殿) —虎加達 

早餐後前往參觀【帝王谷】它是位於埃及埋葬古埃及新王國時期 18 到 20 王朝的法老和貴

族的一個山谷。帝王谷分為東谷和西谷，大多數重要的陵墓位於東谷。西谷只有一座陵墓

向公眾開放：伊特努特·阿伊的陵墓（圖坦卡門的繼任者）。西谷也有多處其他重要的墓葬，

包括阿蒙霍特普三世，但是仍然在發掘過程中並尚未向公眾開放。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帝

王谷都是現代埃及學進行勘探的主要地方。在此之前，帝王谷在古代是旅遊景點（尤其在

古羅馬時代）。此地展示了古埃及研究的改變：由最初的盜墓演變為對整個底比斯墓地的精

確發掘。撇除以下的發掘及研究，僅有十一個陵墓的資料完整地記錄下來。【曼儂巨像】曼

儂是阿蒙荷泰普三世的希臘名字，曼儂巨像高 20 公尺，是兩座巨大的石英岩雕像，雕像法

老王端坐而雙手平放於膝，具有上下埃及統一的象徵。原本這兩座雕像並非如此孤立於平

原上，而是阿蒙荷泰普三世神殿中的一部分，但由於回教徒入侵埃及而遭破壞，如今空留

這兩座巨像，再加上這兩尊石像風化嚴重，面容全毀，不過其幾千年來默默守護埃及，是

來埃及必到之地。【卡納克神殿】在尼羅河東岸的盧克索鎮北 4 千米處，該神廟經很長時間

陸續建造起來，由磚牆隔成三部分。其中中間的部分保存得最完好，也是面積最大的一部

分，占地約有 30 公頃。【路克索神殿】位於埃及路克索的尼羅河東岸，即古埃及新王國時

期的首都底比斯，大約建於公元前十四世紀。路克索神廟主要有兩個作用，首先在每年埃

及的新年在這裡慶祝奧皮特節。阿蒙、姆特和孔斯的神像被放在擔架上從兩萬五千公尺遠

的卡奈克神廟抬到路克索神廟。一開始這個節日要慶祝 11 天，後來被延長到 27 天。在途

中的小神廟裡擔架會被放下，做一休息。姆特和孔斯的擔架要被抬到廊柱殿後面的小神殿，

只有阿蒙的擔架要被抬到聖殿。第二個作用是法老與其神靈氣的結合。每年新年是法老要

與他的神靈氣結合，這是他的神話儀式的一部分。這個儀式首次是在他登基時進行。專車

前往紅海渡假勝地：虎加達，湛藍的天空加上蔚藍的海水，綿延不盡的沙漠，今晚入住虎

加達濱海渡假酒店。  

※建議自費：搭乘熱氣球升空由高空俯瞰東岸的神殿、西岸的帝王谷景致，您可感受到古

埃及建築造物的曠世巨作，熱氣球升空約 40 分鐘。  

 
遊輪自助式  

 

遊 輪 自 助 餐

或套餐   
飯店晚餐  



 
五星紅海莫凡彼濱海渡假酒店  或同級  

 
虎加達 (全日自由行動) 

虎加達在這個度假城市中，慵懶！是在這裡的生活態度…您可漫步於綿延沙灘、碧海藍天、

沙白水清、沉積已久的壓力與陰霾，頓時煙消雲散！這裡的高級度假飯店林立；在渡假村

內可以充份感受度假休閒氣息。飯店融入希臘、西班牙、東南亞國家等等各種樣式的風格，

加上各有著私人海灘，您可在度假村區內渡上大半天，盡情享受自己的度假空間。  

※建議自費：  

1.虎加達 SAFARI USD75 元--拜訪貝都因部落 :搭乘四輪驅動吉普車 :馳騁於沙漠中，車子奔

馳於廣瀚沙漠中，隨著沙丘起伏，追逐層層沙浪，領略沙漠民族豪邁氣息；沙漠中海市蜃

樓影像，看似咫尺、卻是夢幻！前往造訪古沙漠民族－貝都因村落，抵達後稍事休息，享

受他們熱情的茶點招待，並體驗貝都因人的獨特生活方式，讓您沉醉在異國濃厚風情中。  

2. 虎加達玻璃底船 USD75 元--玻璃底船-搭乘小船接駁前往潛水艇造型的玻璃底船，船開

往內海，您可在底船內透過窗戶欣賞豐富多彩的熱帶魚類及珊瑚礁。玻璃底船搭乘約 45 分

鐘。  

 
飯店早餐  

 
飯店內  

 
飯店內  

 
五星紅海莫凡彼濱海渡假酒店  或同級  

 
虎加達—開羅(香精、紙沙草) 

早餐後前往開羅【香精】－埃及人幾千年來製作香精，埃及香精最大的特色是不含酒精成

份，不加任何油類，入水即化，所以自古仕女喜歡滴下幾點進浴缸，泡澡時香氣使人精神

怡然，浴後渾身輕盈。是和世界有名的香水，加入大量的酒精，擺久後香味會揮發掉，最

不同的地方。【紙沙草】大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人就開始使用莎草紙，古埃及文明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埃及人對紙莎草十分崇拜，後來成為地中海地區一種通用的書寫

材料，希臘人、羅馬人以及阿拉伯人都曾經用它書寫。  

 
飯店早餐  

 

當 地 特 色 料

理   
中式料理  

 
五星開羅萬麗城堡酒店 Renaissance Cairo Mirage City Hotel 或同級  

 
開羅(吉薩金字塔、人面獅身像、騎駱駝、埃及博物館、哈利利市集) 

今日早餐過後【吉薩金字塔】這個區域內的第一座古夫金字塔曾是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且

長達五千年之久，又被稱為大金字塔，而後哈夫拉金字塔、孟考拉金字塔依續建立，祖孫

三代法老王的金字塔建立於同一條地平線上，搭配上湛藍的天空與黃澄的荒漠，不論遠觀

或是近看都令人嘆為觀止！（視當時情形擇第二座或第三座金字塔入內，如遇特殊狀況無

法入內參觀時，不另外退費）。【人面獅身像】至今對於這座高約 20 公尺、長約 74 公尺的

人面獅身像仍有許多未解之謎，推測這座巨大的雕像是由一整塊岩石所雕刻出來的，並且

是依照哈夫拉法老王的面貌所雕刻。【騎駱駝】安排您於金字塔區體驗駱駝騎乘的樂趣，留



下難忘的回憶。【埃及博物館】於西元 1902 年由法國建築師所建立，館內收藏的埃及古文

物及手工藝品位居世界首位，多達十萬件以上，包含了古埃及各個時期的文物，博物館共

分為兩個樓層，最精采的就是從圖坦卡門陵寢中所發現的黃金面具、珠寶等陪葬品；精采

的收藏彷彿讓人回到過去的古埃及時光！【哈利利市集】從西元 14 世紀開始，這裡就是充

滿伊斯蘭教色彩傳統市集，琳瑯滿目的紀念品，讓您眼睛為之一亮，可讓你大肆採購一番。 

 
飯店早餐  

 

當 地 特 色 料

理   
中式料理  

 
五星開羅萬麗城堡酒店 Renaissance Cairo Mirage City Hotel 或同級  

 
開羅(懸空教堂、舊開羅、阿默清真寺、猶太教堂、紀念品店)/香港 

今日早餐過後【懸空教堂】阿拉伯文的原名是牧拉克教堂  (El Muallaqa)，意思就是「懸吊」，

這是因為這座教堂過去位在巴比倫碉堡南門之上，看起來教堂的中庭是「吊」在走道之上，

因此而得名。這座教堂建於 3~4 世紀之間，是長方形大會堂的造型。在聖堂前端右側，有

處地板特別以玻璃為蓋，訪客可一觀腳底懸空的景象，十分特殊。【舊開羅】羅馬人於西元

六世紀時就在此建城，是開羅最早的發源地，走在開羅擁擠的街道，人聲鼎沸，到處都是

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蹟，來自北非、地中海、西亞、歐洲各地的美食及遊客在此交錯，

形成一種悠閒又多元的都市景象。【阿默清真寺】位於埃及首都開羅，落成於 1125 年，是

法蒂瑪王朝在開羅僅存的清真寺之一。清真寺以它正面裝飾的銘文和幾何圖案而出名，這

是開羅首座運用正面裝飾的寺廟，也首次在建築設計中考慮了融入街區環境。  它的牆壁、

正面和尖塔上遍布精緻而繁複的各種雕刻和圖樣，真正地美不勝收。 而在清真寺入口處的

波斯拱壁龕的凹槽裡，清清楚楚的刻有穆罕穆德和阿里的字樣。【猶太教堂】8 世紀建造於

科普特教區內的聖米歇爾教堂舊址上，是埃及國內最古老的猶太教堂。因為羅馬軍隊的侵

攻，一度被破壞。教堂占地面積不大，因遊客較多，要分批排隊進入。教堂古樸寧靜，外

部看非常簡單，但內部裝飾華麗考究。清真寺、紀念品店、當地小吃、路邊咖啡館互相交

錯，旅行於此有種時空錯置之感。告別美麗古城，專車前往機場，由領隊為您辦好登機手

續，搭機飛往香港轉機 (曼谷中停加油 )。  

 
飯店早餐  

 

當 地 特 色 料

理   
中式料理  

 
夜宿機上  

 
香港/桃園 

於香港搭機返回桃園機場，帶著甜蜜回憶，愉快的結束埃及神秘之旅。  

 
機上簡餐  

 
X  

 
X  

 
溫暖的家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活動效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0 年 06 月 02 日 

■加價日期：高雄出發加價 1000 元/人。 

            2020 年 01 月 28 日(春節連假加價 5000 元/人) 

■平日券不適用日期：無。 

■航班：限量 15 團-2019 年 11/12.11/19.11/26.12/10 

        2020 年 1/14.1/28.2/11.2/25.3/3.3/17.4/14.4/28.5/12.5/26.6/2；每團 26 機位。 

 

 

 

■孩童計價方式：2 足歲至 12 歲足歲以下占床同大人價/不佔床扣 NT$ 2,000 元/人。 

               2 歲以下嬰兒：不受理(含稅.保險.雜費)。 

■指定住宿單人房需補房差，全程共計 NT$15,000 元 /人。 

■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費、代辦費：NT$18,000 元/人 

■簽證：埃及簽證台幣 1000 元/人。 

■小費：每人每天 10 美金 X 10 天= 100 美金/人。 

■前置作業天數： 20 天。 

■行程中購物站：無。 

■建議自費項目&金額：1.阿布辛貝 USD160/人。(台灣預購 USD150/人；台幣 4800/人) 

                     2.努比亞村 USD75/人。 

                     3.路克索熱氣球 USD180/人。 

                     4.虎加達玻璃底船 USD75/人。 

                     5.虎加達 SAFARI USD75/人。 

■持國外護照者或台商加價:電洽旅行社。 

■贈品：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