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 (二人成行) 
   

8天超豪埃及商務客位 
尼羅河  ·  亞斯旺  ·  樂蜀                                             EOB8   

 

 

國際五星級The Oberoi M/S Philae Nile Cruise 

The Oberoi M/S Philae Nile Cruise配有開闊堂皇的大廳和陽光普照的開闊甲板。遊輪的住宿空

間設有可開啟窗，寬敞大氣；衛浴間風格宏偉華麗；均坐擁尼羅河無與倫比的絕美景緻。賓客們

不但可享用遊輪上新鮮配製的國際美食、高級水療服務和美容服務，還可享用戶外恆溫游泳池和

24小時健身中心服務。遊輪將竭誠提供盡善盡美的住宿服務，讓您有機會去探尋著名的歷史古蹟

，感受華麗寺廟的古樸魅力，享受精彩紛呈的遊輪之旅 。 

出發日期：逢週四 

 
團費 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並未包燃油附加費及當地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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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  

● 選乘埃及航空由香港經曼谷直飛開羅，航程最短，最快，最直接 (香港-曼谷約飛 2.5 小時

，曼谷-開羅約飛 9 小時) ，全程約需 11.5 小時，航機共設 36 個商務艙客位及 265 個經濟

艙客位 

● 不計成本: 雙程內陸客機開羅→亞斯旺，樂蜀→開羅取代長途車之苦 

● 重本包遊覽「阿布辛貝神殿」 ( 無需自費)  

● 包埃及博物館「皇家木乃伊展覧館」(無需自費)，參觀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皇后、貴族之

木乃伊 

● 重本包古埃及法老王圖坦卡門陵墓，被喻為古埃及最完整法老陵墓之一 (無需自費) 

● 開羅住宿國際五星級酒店：Hilton Cairo  Heliopolis或Fairmont Nile City Hotel 或同級 

● 尼羅河郵船國際五星級：The Oberoi M/S Philae Nile Cruise 或同級 

 

 

 

 
團費 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當地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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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五星尼羅河郵船 -  The Oberoi M/S Philae Nile Cruise 

 

遊船設有陽光露台、spa中心以及覆蓋各處的免費WiFi。所有小屋和套房均提供空調、衛星電視、

DVD播放機、CD播放機、迷你吧、咖啡機以及毛巾。部分小屋和套房設有休息區和/或露台。遊船

提供健身中心和按摩服務。客人可在內部餐廳用餐。 

   

 
團費 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當地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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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曼谷  開羅(埃及) 

Hong Kong  Bangkok  Cairo (Egypt) 
是日黃昏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本公司華藉領隊陪同
辦理手續後，乘豪華客機由香港經曼谷飛往埃及首都開
羅。 
 
第二天 

開羅～薩卡拉遠古之「梯形金字塔」～ 

吉薩金字塔 ~ 獅身人面像～香精油店 

Cairo～ Sakkara Step Pyramid ～ Giza 
Pyramid ~  Sphinx~Perfume Shop 

 
薩卡拉 ：具有4700年歷史, 埃及最古老的皇族及權貴古 
墓之薩卡拉區，參觀被譽為史上第一座大規模的石砌建
築物—梯形金字塔。 

吉薩金字塔 ：位列世界七大奇蹟的榜首，於開羅以南約
16公里的吉薩高原的金字塔群無疑是古埃及法老王權的
巔峰展示。它們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祖孫三代建
立的。在1889年巴黎建起埃菲爾鐵塔之前，吉薩金字塔
是世界上最高、最巨大的建築物。 

香精油店 ：5000年前法老人已研究出如何從鮮花，香草
萃取香精油，供王室貴族及祭祀使用。如今大多數世界
名牌香水的原料，皆來自於埃及的香精油。 

早餐：航機上/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 國際五星Hilton Cairo  Heliopolis/Fairmont 
Nile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開羅  亞斯旺～阿布辛貝神殿 (無需自費)~ 

亞斯旺 

Cairo Aswan~Abu Simbel~Aswan 

阿布辛貝神殿 :  神殿完成於西元前1290—1224之間, 迄
今已經有超過3千年的歷史了。現在的阿布辛貝神廟，
其實是拉美西斯神廟和哈索爾神廟的統稱，距拉美西斯
神廟50米外的哈索爾神廟，是拉美西斯二世為自己心愛
的妻子奈菲爾塔莉建造的。 

 
早餐：酒店      午餐：輕便午餐盒     晚餐：郵船 

住宿：國際五星尼羅河船The Oberoi M/S Philae或同
級(二人一船艙) 

 
第四天 

亞斯旺～亞斯旺水壩 ～費來神殿~甘奧寶神
廟 (鱷魚神廟～鷹神廟~艾德夫 

Aswan～High Dam～Philae Temple 
~Temple of Kom Ombo ~ Soberk Temple 
~ House Temple~Edfu 

費來神殿 :  也稱伊西斯女神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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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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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禮物獻給伊西絲。 
甘奧寶神廟 :  位於亞斯文北方約50公里處，是古埃及黃
金之都的舊址。從史前時代開始，這裡就一直是熱鬧的
城鎮，因為自古就有許多往來於努比亞地區與金礦區的
商隊經過。神殿座落在傳統的東西軸線上，北側供奉鷹
神，南側供奉鱷魚神，兩間神殿規格相同且互相對稱。 
早餐：郵船      午餐： 郵船     晚餐：郵船 

 
團費 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當地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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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國際五星尼羅河船The Oberoi M/S Philae或同
級(二人一船艙) 

 

第五天 

艾德夫～艾德夫神廟~伊斯納水閘~樂蜀 

Edfu~ Temple of Edfu~Esna Lock~Luxor

艾德夫神廟 :  神殿堪稱是埃及保存最好的神殿，不僅塔
門外牆、庭院、神殿都保存原貌，其規模也僅次於路克
索的卡納克神殿，浮雕內容更涵蓋古埃及崇拜的諸神傳
說，無怪乎被推崇是一座集神殿建築、神學及象形文字
的圖書館。 
早餐：郵船       午餐： 郵船      晚餐：郵船 

住宿：國際五星尼羅河船The Oberoi M/S Philae或同
級(二人一船艙) 

 
第六天 

樂蜀～帝皇谷(法老王陵墓)～坦卡門陵墓~孟
農神像~喀納克神殿～樂蜀神廟 

Luxor~Valley of the Kings～King Tut Tomb
～Karnak Temple ~The Colossi of 
Memnon ~ Luxor Temple  
帝皇谷 ：所在的是尼羅河西岸一片縱橫交錯的石灰岩深
谷，每當陽光照到那座最高的阿爾庫倫山的山峰上，它
就像金字塔頂一樣的金光閃閃，古人將之稱為“聖峰 ” 

孟農神像 ：在通往女王廟的途中可以看到兩座巨大的砂
岩石像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田野裡，這就是傳說中的孟
農神像。它守護著第十八王朝阿梅諾菲斯三世法老的葬
祭廟入口。從這兩座巨像和旁邊一塊雕刻著銘文的巨石
殘片中可以知道，這座葬祭廟規模超過其他的，是古埃
及法老葬祭廟中最大的一個。 

 

喀納克神殿 ：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廟，它是埃及所有神廟
最巔峰之作，後世所有神廟的特性都遵循它的規範設計
修建。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神廟供奉的神祗是阿
蒙·拉神、穆特女神和月亮神孔蘇一家三口。 

 

早餐：郵船      午餐：  郵船      晚餐：郵船 

住宿：國際五星尼羅河船The Oberoi M/S Philae或同
級(二人一船艙) 

 

第七天 

樂蜀  開羅~埃及博物館(包皇家木乃伊展覽

館門票) ~開羅市集~莎草紙畫店  

香港(經曼谷) 

Luxor  Cairo~ Egyptian Museum (Include 
Royal Mummy room Entrance) ~Cairo 

Bazaar~ Papyrus Shop  

Hongkong (Via Bangkok) 
埃及博物館 ：是世界上最著名、規模最大的古埃及文物
博物館。這座二層的紅色建築於1902年建成開館，本身
也屬文物級別。埃及博物館上層的木乃伊室，是館內展
覽的重頭戲之一。 

莎草紙畫 ：埃及人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發明用紙的民族
，他們利用叢生在尼羅河溼地中的蘆葦，經過繁複的製

 
團費 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當地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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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程序，加上自然的礦石與植物顏料，創造出歷久不衰
的藝術作品。古埃及人利用莎草紙記載歷史，透過保存
完整的古埃及莎草紙畫，讓現代人有機會了解古埃及人
的思想、宗教觀及智慧。如今在埃及博物館中還可看到
眾多3千到5千年前，顏色依舊鮮明的莎草紙畫。 

 

早餐：郵船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第八天 

是日安抵香港 

 

註:  

1)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
遊保險 

2)如因尼羅河遊船調動，將改為樂蜀→亞斯旺 

3)機位，酒店，郵船一經確認，二人成行 

4)團費並未包括當地司機，導遊，郵船服務費  

5)全程專業英語導遊講解 

6)行程表所列之交通、景點、酒店住宿及膳食
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按當地
情況可有所調動，一切以當地郵船及接待公
司安排為準 

7) 行程中景點如博物館、皇宮、神殿或表演
等，如遇事故、政局、節日、休息、關閉維
修或行程延誤等，而不能入內參觀，則此節
目取消，若涉有入場費，則退回有關入場費
，如不涉及入場費，則無款退 

 

 

 

 
團費 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並未包括燃油附加費及當地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