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12/18【埃及】豪華郵輪、人面獅身像、帝王谷、阿布辛貝神殿、 

沙漠中騎駱駝、夜臥火車 10 日 
NT:68,500 元/人 起 (含稅、導領小費&行李小費 130 美金、WIFI 機 4 人一台) 
行程特色: 

包含 五樣 自費行程 
※阿布辛貝神殿(USD150) 價值台幣:4500 元。   ※紅海玻璃底船(USD65) 價值台幣 1950 元   

※努比亞人家(US70) 價值台幣:2100 元。       ※開羅吉薩金字塔聲光秀(USD60) 價值台幣 1800 元 

※貝督因人家(US75) 價值台幣:2250 元。 

 

◎每天供應 1 瓶礦泉水。 

◎全程安排每位配備一副精密耳機組。 

◎搭乘土耳其航空，轉機時間最少，時間最漂亮。 

 

 



 



 埃及奇蹟見證 人類文明的榮耀： 

1.古文明奇蹟祕辛及世界文化遺產 

    ※基薩的金字塔群及人面獅身像及太陽船博物館。 

    ※13 世紀古埃及人最偉大的建築--阿布辛貝神殿。 

    ※未完成的方尖碑-西元前 1500 年鑿出巨大石柱，古埃及人遺留下來的偉大建築。 

    ※文明象徵的神祕感-路克索帝王谷。 

    ※薩卡拉的階梯式金字塔，於西元前 2600 年，人類最早的金字塔，也是當時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2.埃及首都開羅，最完整的行程安排 

    ※埃及博物館-從羅塞塔石揭開埃及的歷史，到法老王的木乃尹及法老王圖坦卡門的黃金面具、   

      王座及馬車，無價的陪葬物。 

    ※孟斐斯：古王國時代的都城，即使後來將首都遷到了路克索，孟斐斯仍舊是經濟與宗教中心。 

    ※伊斯蘭開羅區：薩拉丁城堡、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及漢哈里里市集。 

  3.特別安排： 

    ※胡爾加達搭乘四輪轉動車，拜訪貝都因部落。 

※五星級遊輪 4 晚-從路克索到亞斯旺。 

    ※亞斯旺搭乘三角風帆船，徐徐微風中徜徉在尼羅河的懷抱。 

    ※亞斯旺走訪努比亞村，色彩鮮豔的房舍是取景的好所在；安排騎駱駝，遙想沙漠商旅風光。 

    ※路克索–古埃及首都、卡納克神殿、路克索神殿、哈姬蘇女王神殿、曼儂巨像。 

※從亞斯旺到開羅安排夜臥火車。 

    ※在沙漠之地旅遊！在當地我們每天都供應您 1 瓶礦泉水，午晚餐的時候每 4 人再給您 1 大瓶礦 

      泉水，貼心的安排讓您的旅程更加舒適。 

    ※參加本團體的貴賓，全程安排每位配備一副精密耳機組，讓您在旅途中，都能隨心所欲聆 

      聽導遊的解說，拍照攝影不中斷，隨時掌握團體動向。 



 嚴選住宿安排： 

胡爾加達  －五星 Marriott Beach Resort 或 Cave Resort 或 Amc Royal Hotel 或  

Jasmine Palace Resort 或同級。 

尼羅河遊輪－豪華五星遊輪所有房間均面對河景 Radamis 或 Nile Royal Esadora 或  

Nile Samiramis 4 晚。 

開   羅   －豪華五星級 Moevenpick Pyramids Hotel 或 Le Meridien Pyramids 或同級。 

  行 程 地 圖  

 
特別安排歐籍最佳航空＞＞土耳其航空 
土耳其航空是目前台灣唯一直飛伊斯坦堡的航空公司，每天一班，採用空中巴士 A340-300 機型，機上配備 34 個商

務艙座位、236 個經濟艙座位。土航目前航網遍及全球 108 個國家／地區。已連續四年榮獲 Skytrax 評為「歐洲最佳

航空公司」的土耳其航空，今天正式開啟台北－伊斯坦堡直飛航線，未來台灣旅客可搭乘土航直飛土耳其，或經由

伊斯坦堡中轉前往歐洲上百個航點，將更加方便。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搭乘日 啟程地/目的地 參考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 01 天 桃園/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 025 22：05 06：00+1 

第 02 天 伊斯坦堡 / 開羅 土耳其航空 TK 690 07：25 08：40 

第 09 天 開羅 /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 695 21：15 00：40 

第 10 天 伊斯坦堡 / 桃園 土耳其航空 TK 024 02：45 18：30 

 

行程內容                       ★含門票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未標示代表行車經過 

第一天 桃園伊斯坦堡 Istanbul 
傍晚懷著「開心、歡喜」的心情，飛往古文明傳奇之地！精選優質航空公司，個人螢幕、多種影音娛樂選

擇，無微不至的服務，為您的飛行旅程帶來更多樂趣。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晚餐 

宿：機上 

 

第二天 伊斯坦堡開羅 Cairo（埃及）基薩 Giza胡爾加達 Hurghada 
今日抵達古文明建築的奇蹟之地埃及，首都開羅不只是埃及最大的城市，也是非洲第一大城，自古 以來即

是北非及中東地區一個重要的經濟、交通及商業中心，傳說中的「天方夜譚」 一千零一夜故事也與開羅有

關，為這座古城增添不少神話色彩。來到基薩，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無比的世界七大奇景及★人面獅身像及

★金字塔◎古夫、◎哈夫拉、◎曼卡拉三座金字塔，★安排一座入內參觀。因金字塔內空氣稀薄且須爬梯

彎腰進入，因此有心臟病、高 血壓的客人視情況。★太陽船博物館建於西元前 2500 年左右，用 1200 片

木片組裝而成，代表著古埃及人的科技，前往胡爾加達。 

 
 

早餐：X 機上早餐             午餐：X 中華料理八菜一湯              晚餐: 飯店內晚餐 

宿：5★Marriott Beach Resort 或 Cave Resort 或 Amc Royal Hotel 或 Jasmine Palace Resort 或同級 

 



第三天 胡爾加達路克索 Luxor 
胡爾加達:紅海位於亞洲與非洲之間，北接西奈半島綿延 1 千英哩，舊約聖經裏的摩西率領他的子民，出埃

及記的故事。 

★胡加達-紅海玻璃底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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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將前往曾經是古埃及的首都，昔日稱做底比斯的路克索，作為古埃及中王國與新王國時期的都城，路

克索是全世界擁有最多史前古蹟的城市。路克索東岸的★卡納克神殿是世界最大的露天史前古蹟，透過歷

代法老的增建而有如此的規模，大門前兩排的獅身羊頭雕像、氣勢磅礡的城牆、聳立的方尖碑令人嘆為觀

止。★路克索神殿堪稱埃及神殿建築最佳範例，壯觀的石柱迴廊與仍清晰可見的壁畫，置身其中足以撼動

人心。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埃及風味餐               晚餐：遊輪上晚餐 

宿：Deluxe 5★遊輪 Nile Radanis 或 Nile Royal Esadora 或 Nile Samiramis 或同級 

 

第四天 路克索艾德夫 Edfu 
路克索的西岸是法老與貴族追尋永生的地方。搭乘電瓶小火車進入★帝王谷，新王國時代的統治者選擇此

地作為皇室陵寢，目的是避免盜墓者的騷擾，雖然防不勝防，陪葬品雖然仍被盜竊一空，但仍留下了色彩

仍舊艷麗優美的壁畫，讓人驚嘆於古埃及人的工藝之美與深刻的宗教信仰。再來到有「埃及武則天」之稱

的★哈姬蘇女王神殿，依山而建的廊柱式建築，俐落簡約的風格高雅氣派，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仍不落俗套。

▲曼儂巨像，幾千年來如同守護神一般，默默守護著帝王谷的入口。今日遊輪啟程，展開悠閒知性的尼羅

河巡航之旅。

 
 

早餐：遊輪上早餐            午餐：遊輪上午餐              晚餐：遊輪上晚餐 

宿：Deluxe 5★遊輪 Nile Radanis 或 Nile Royal Esadora 或 Nile Samiramis 或同級 

 

第五天 艾德夫康孟波 Komombo 
搭乘★馬車聽著達達的馬蹄聲來到★霍魯斯神殿，是全埃及保存最完整的神殿，雕刻兼顧人體比例與肌肉



線條，有關老鷹神霍魯斯與邪惡河馬神戰鬥的故事相當有趣喔！行至康孟波，步行到埃及唯一供奉兩位神

祇：老鷹神霍魯斯與鱷魚神索貝克的★雙神殿，牆壁上甚至有世界上最早的手術工具的雕刻，充滿古人的

智慧與藝術結晶。★今晚遊輪上會舉辦化妝舞會，大夥兒可入境隨俗，於神殿附近的小攤販為今晚的節目，

幫自己添個行頭，你就是最閃亮的明星。

 
 

早餐：遊輪上早餐           午餐：遊輪上午餐               晚餐：遊輪上晚餐 

宿：Deluxe 5★遊輪 Nile Radanis 或 Nile Royal Esadora 或 Nile Samiramis 或同級 

 

第六天 康孟波亞斯旺 
抵達南部大城亞斯旺，與古老的開羅相比，經過規劃的亞斯旺市容讓人覺得井然有序。搭乘渡船前往★

費萊神殿參觀，是保存最好的埃及托勒密王朝神殿之一，建築融合了古埃及與希臘風格的陰柔之美，內部

石柱精雕細琢，有「古埃及國王寶座上的明珠」之美稱。★未完成的方尖碑此石柱 140 呎高、重 1200 噸，

西元前 1500 年鑿出巨大石柱，古埃及人遺留下來的偉大雕刻建築，這如此巨大方尖碑是如何建造的★亞斯

旺大壩是在 1960 年代在昔日蘇聯的援助之下動工興建，除了防止尼羅 河氾濫、調節水位，更可做發電使

用，另一邊即是因此形成的世界第二大人工湖納瑟湖。接著來到尼羅河邊，河面上一艘艘迎風搖曳的★三

角風帆船是亞斯旺最美的一道風景，伴隨著船夫的努比亞民謠，微風徐徐何等愜意。再特別安排★沙漠中

騎駱駝，拜訪在沙漠中★努比亞人家，努比亞人是居住在蘇丹以及埃及南部的原住民，保有自己的文化傳

統，色彩鮮豔的房舍是取景的好所在。 

 
 

早餐：遊輪上早餐             午餐：遊輪上午餐              晚餐：遊輪上晚餐 

宿：Deluxe 5★遊輪 Nile Radanis 或 Nile Royal Esadora 或 Nile Samiramis 或同級 

 

第七天 亞斯旺阿布辛貝 Abu Simbel亞斯旺開羅 
清晨車隊集結成群，為的是深入撒哈拉沙漠 300 多公里，到達距離鄰國蘇丹邊界僅 50 公里的★阿布辛貝，

阿布辛貝神殿為 3000 多年前由歷史上最著名的法老王拉姆西斯二世所興建，神殿主體外四尊他本人的巨大

雕像彰顯著他的偉大功績，古時面對著南方的努比亞恫嚇異族，而現代為了不讓此神殿因為蓋亞斯旺水壩

而淹沒在水底，此巨大無比神廟遷移了 690 呎高 200 呎，真是人類史上偉大的壯舉。下午您可悠閒的瀏覽，



貼近當地人的生活。 

★特別安排: 由於埃及的夜臥火車沒有浴室的配備，我們特別在前往搭乘夜臥火車前，安排旅館給各位貴

賓們盥洗。爾後前往火車站，晚間搭乘★夜臥火車，返回開羅。 (可自備過夜隨身包) 

晚間搭乘★夜臥火車，返回開羅。 (個人洗盥用具，過夜隨身包) 

 
 

早餐：早餐餐盒             午餐：西式餐              晚餐：火車上晚餐 

宿：夜臥火車（2 人一室） 

 

第八天 開羅 
  今日帶您參觀★埃及博物館，收藏埃及古文物多達 10 萬件以上，▲羅塞塔石、▲圖坦卡門王的黃金面具

及陪葬品，當然不能錯過法老王的▲木乃尹。豐富的古物收藏，「質」與「量」都為世界之冠，讓您更深一

層了解神祕偉大的古埃及文化寶藏。走訪埃及最著名的伴手禮▲紙莎草畫，了解古埃及利用紙莎草造紙的

工藝，圖案種類眾多，以描繪古埃及圖樣的最受歡迎。▲香精及香精瓶，使用花卉等天然原料做成，香味

優雅，也是不少知名香水的原料。 

 

晚間安排★開羅-金字塔燈光秀，於開羅吉薩區，夜間燈光秀介紹三座吉薩金字塔及人面獅身像。 (沙漠日

夜溫差較大，如參加活動請貴賓準備保暖衣物) 

 
 

早餐：火車上早餐             午餐：埃及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 

宿：5★Moevenpick Pyramids Hotel 或 Le Meridien Pyramids 或同級 

 

第九天 開羅孟斐斯 Memphis開羅伊斯坦堡 
開羅近郊的孟斐斯是古王國時代的都城，為當時的政治中心，即使後來將首都遷到了現在的路克索，孟斐

斯仍舊是經濟與宗教中心。午後參觀★薩拉丁城堡即是西元 1176 年建來防衛十字軍的堡壘。之後若有時間

則可走訪▲漢哈里里市集，號稱中東最大的市集，商品琳瑯滿目，最值得購買的紀念品為玻璃香精瓶、銀

器銅器、傳統服飾等。晚餐後帶著滿滿的開心回憶！愉快的埃及之旅劃下個完美的句點。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烤餅風味餐              晚餐：中華料理八菜一湯 

宿：機上 

 

第十天 伊斯坦堡桃園 
飛返國門，旅行中的種種經歷豐富了這次旅程。美好回憶往往能留在心中一輩子！結束愉快的假期。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X 

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埃及團體簽證所需資料***(落地簽) 

1. 護照正本(效期需 6 個月以上、本人親自簽名，不得塗改)  

如無法如期給正本，請繳交清楚的護照影本或電子檔 

2. 基本資料：公司名稱、職稱、公司電話、公司地址、住家電話、住家地址 

3. 工作天約 10 天（請預留審件天數 2-3 天） 

埃及簽證應備證件及基本資料表 
 

 

簽證-旅客基本資料 
◎為使您的簽証順利取得及本公司之簽証作業順利進行，請您詳實填寫下列資料；且為保障您的自身權

利，請向為您服務的業務員索取簽證申請表格，並於表格上簽名(需與護照上之簽名相符)，謝謝您的合

作！！ 

1. 中文姓名：  ☐住家同戶籍地址 

2. 住家地址：   

3. 住家電話：  手機(務必填寫)：   

4. 婚姻狀況：☐單身 ☐已婚；已婚者，請告知下列事項： 

配偶姓名：   配偶生日：   出生地：   

5. 工作狀況：☐待業中 ☐退休 ☐家管 ☐學生 ☐上班中；學生及上班請填： 

6. 公司(學校)中文名稱：   

7. 公司(學校)英文名稱：   

8. 公司(學校)地址：   

9. 公司(學校)電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10. 其他事項： 

特別餐食  ☐全素   ☐不吃牛肉   ☐機上素食      ☐其他    

特別行程  ☐訂高雄/香港(台北)/高雄  ☐回程進香港  ☐回程脫隊 

分房  與  同房   ☐訂大床 
 

本公司基於保護個人隱私權原則，會妥善保管此份資料避免外洩，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