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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風情非洲風情非洲風情



★ 全程五星酒店及五星遊輪，古埃及文明的極致體驗
★ 前往埃及首都【開羅】，參觀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吉薩
金字塔群】和【埃及博物館】
★ 地中海沿岸著名避暑勝地【 亞歷山大】，沿路欣賞自
然奇觀【撒哈拉沙漠】，埃及末代國王行宮【蒙塔扎宮】
★ 埃及民族的發源地的【阿斯旺】，開啟一次令人心動的
豪華五星遊輪遊

行程亮點

非洲風情 埃及尼羅河撒哈拉紅海10日
開羅 - 亞歷山大 - 阿斯旺 - 科翁坡 - 盧克索 - 紅海

$649團費Tour Code: EGY10 起

Day 1  開羅 Cairo

Day 5 阿斯旺 Aswan - 科翁坡 Kom Ombo

Day 6 科翁坡 Kom Ombo - 埃德福 Edfu - 盧克索 Luxor

Day 7 盧克索 Luxor - 赫爾格達(紅海) Hurghada

Day 8 赫爾格達(紅海) Hurghada

Day 2 開羅 Cairo - 亞歷山大 Alexandria - 開羅 Cairo

早餐後前往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這座古城一度曾是地
中海沿海政治、經濟、文化和東西方貿易中心，這裏景色優美，氣
候宜人，是避暑勝地，也因此得到了“地中海新娘”的美譽。與其
他地中海岸線的歐洲國家不同，亞歷山大是一道阿拉伯風格十足的
地中海風景線。在旅程的途中我們會看到浩瀚的【撒哈拉沙漠】（
車覽），領略這片世界第二大荒漠的壯闊與荒蕪，之後進入亞歷山
大城。随后我们将外觀游览被称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灯塔
遗址】。見證古代埃及偉大的建築藝術。午餐过后我们将外觀【亚
历山大图书馆】和法魯克王朝末代國王的【蒙塔紮宮】（現已被改
為埃及國賓館），傍晚時分，我們結束在亞歷山大城的遊覽，返回
位於開羅的酒店休息。
住宿︰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 Spa 或同級      (B)

Day 3 開羅 Cairo - 阿斯旺 Aswan

開始美好的開羅之旅。古埃及的標誌-號稱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吉
薩金字塔群】將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這裏距離開羅約100公裏，矗
立著一座座包括兩座最壯觀最著名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哈夫
拉金字塔】在內的多個金字塔群，同樣歷經千年的【獅身人面像】依
舊守護著古埃及的法老王們，。在領略過雄偉的金字塔群之後，我們
將把午後的時光留給以收藏法老時期遺物而聞名世界的【埃及博物
館】。這座尼羅河東岸的建築內至少藏有30多萬件古埃及時期的文物，
直至建館百年後的今天。在展出的6.4萬件藏品中，尤以圖坦卡蒙墓出
土的文物最為引人矚目，關於法老詛咒的神秘傳說吸引著世界各地的
觀光客。之後前往火車站搭乘夜臥火車前往阿斯旺，晚餐在火車上。
住宿︰夜臥火車（兩人一房） (B/D)

Day 4 阿斯旺 Aswan

火車早餐後抵達阿斯旺，帶大家去Check-In豪華五星遊輪，這也是
本次線路的特色之一。我們的行程將從高111米，長3830米【阿斯
旺大壩】開始，這裏可以說是整個埃及的心臟地帶。除了水壩，您
也可以考慮遊覽自選自費項目：現在保存最好的三座古埃及托勒密
王朝廟宇之一的【菲萊神廟】，這座與金字塔同時成為埃及的第一
批世界文化遺產的神廟中的雕刻描寫了埃及眾神的故事。回到遊輪
上享用午餐後稍事休息，也可以考慮自選自費項目：搭乘埃及獨具
特色的【尼羅河帆船】，順流而下走進奇特的【努比亞村落】，努
比亞人的原始生活狀態是尼羅河畔一道奇異的風景。晚上，大家回
到豪華遊輪上享用五星級自助晚餐。
住宿︰豪華五星遊輪 (B/L/D)

抵達開羅國際機場(CAI)，由當地接機人員送到酒店休息或自由活
動。根據慣例，當地酒店通常在當天14:00PM之後才可以辦理入
住手續。如果您的航班在14:00PM之前到達，行李可寄存在前臺
後自由活動，到14:00PM後再安排入住。（今天不含餐）
住宿︰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 Spa 或同級

自費項目說明：

以上僅為參考價，價格如有調整以當時公佈為準。
自費項目請配合和服從導遊的行程安排，以導遊行程安排為主。

US$50

US$70

US$80

自費項目 價格

US$30

US$150

US$130

US$15

US$80

US$70

開羅夜遊

菲萊神廟
阿布辛貝神廟
盧克索熱氣球
哈特普蘇特女王神廟
沙漠沖沙
紅海玻璃船遊

US$70看珊瑚礁+下水浮潛
US$35胡爾格達市夜遊
US$35尼羅河帆船

Prox. US$15開羅當地餐食標準：

尼羅河遊輪+自助晚餐
金字塔表演秀

夏季：2020年5月1日至9月30
冬季：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4月19日

夏季 冬季

成人

貨幣:USD/PP

小童
(11歲以下不佔床)

全程綜合服務費：USD100/人（大小同價，請報名時預付）
小童兩歲以下：USD200

必付指定自費項目：
埃及国家博物馆+蒙塔扎皇宮花園+阿斯旺水坝+埃德福神庙+
孟菲斯古城+盧克索神廟=USD190/位（大小同价，请报名时预付）

出發日期
抵達開羅日期：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每周五抵達開羅（機場代碼CAI）
（2019年12月20日至2020年1月5日及2020年4月20日
至4月30日不發團）

團費包含：

團費不包含：

1. 國際段機票費用
2. 旅遊保險 （強烈建議客人購買）
3. 埃及落地簽證費 （持中國護照，需要繳付25美金/人的
落地簽證費，並需隨身攜帶2000美金或等值貨幣現金。持
美國或者加拿大護照的團友無落地簽證費和現金要求。 ）
4. 行程中未列的餐食   5. 境外自費項目   6. 任何個人消費 
7. 司機、導遊、助理及遊輪的綜合服務費 100 美金/位（大
小同價請於報名時，同時繳付）
8. 以上所沒有涉及的任何服務和費用

$649 $699
$549 $599
$490 $490單房差

上午您可以在遊輪上好好地休息或是遊玩阿斯旺城，推薦您參觀自
選自費項目：埃及著名的【阿布辛貝大小神殿】，領略拉美西斯二
世時期古埃及最壯麗的神廟。我們將在淩晨3點前往阿布辛貝。中
午回到遊輪上享受午餐，下午我們將起身前往位於科翁坡市的【科
翁坡神廟】，全埃及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個日歷圖案就保存在神
廟當中。行程之後，回到我們的豪華遊輪上，飽餐之後早早休息。
住宿︰豪華五星遊輪 (B/L/D)

乘遊輪前往埃德福Edfu，這是一座名氣不大但卻位於尼羅河最好地
勢的城市，保留著幾千年來古埃及文明的縮影，是喜愛古埃及文化
的您的不二之選。到達後將前往埃德福神廟Edfu Temple遊覽，一
座專門供奉鷹首人身之神荷魯斯的神廟，也是全埃及唯一保存完好
的古代神廟。之後我們回到五星級的豪華遊輪，出發前往盧克索。
住宿︰豪華五星遊輪 (B/L/D)

“沒到過盧克索，就不算到過埃及”。這裏曾經是被荷馬譽為“百門
之都”埃及古都底比斯，埃及中王朝和新王朝時期的著名遺跡也集中
在此。埋葬著眾多法老的【帝王谷】坐落於這一地區。在尼羅河西岸
和帝王谷之間原野上矗立著兩座的“會唱歌的”【孟農巨像】，之後
可以參觀自選自費項目：【卡爾納克神廟】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廟，精
湛的建築工藝滿含中王朝時期的愛恨情仇；參觀著名的【盧克索神
廟】，壯觀輝煌，經過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的擴建才形成了現在的建
築規模，令人嘆為觀止的巨像、尖杯、浮雕彰顯著古埃及的強盛。午
後我們前往胡爾哥達(紅海)，在紅海旁的酒店內入住休息。
住宿︰AMC Royal Hotel 或同級     (B/D)

非洲東北部和阿拉伯半島之間有一片形狀狹長，色彩斑斕的海域，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所在地—【紅海】，它長約2000多千米，最大
寬度306千米，面積約45萬平方千米，是歐洲、亞洲間非常重要的
交通航道。這種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獨特景色，足以撼動每一位
遊客，您盡可以在海灘之上度過愜意的一整天。另外，我們也為您
準備了精彩的自選付費體驗項目： 上午【紅海出海活動】，在玻璃
遊船中欣賞美麗的紅海珊瑚群。下午【紅海沙漠沖沙活動】，乘坐
越野四驅車或者摩托車飛馳於沙漠之中，還可參觀古老的貝都因人
部落，品嘗當地特色晚餐，運氣好的話，我們有機會在駱駝背上，
觀賞沙漠日落和難得一見的海市蜃樓（天氣條件好的情況下）。
住宿︰AMC Royal Hotel 或同級     (B/L/D)

Day 9 赫爾格達(紅海) Hurghada - 開羅 Cairo

在經歷了精彩充實的紅海一天遊玩後，您可以在海邊酒店中好好睡
一個懶覺消除身上的疲勞，之後繼續享受紅海風情。午餐後，我們
出發前往開羅，沿途之上滿是壯麗的沙漠風光，在穿行而過的路途
中，我們將領略埃及東部沙漠那些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色，稍晚我們
將在休息站中享用晚餐，之後抵達開羅入住酒店。
住宿︰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 Spa 或同級 (B/L)

上午從開羅中心的【老城區】開始，我們前往埃及第一大集市哈利
利市場。這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遺址”名單的老城區
中隨處可見精美的手工藝品。您可以在離開埃及之前在這裏采購一
些自己喜歡的紀念品。遊覽孟菲斯古城，距首都開羅僅30多公裏，
遊客主要參觀孟菲斯的半露天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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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址。
將在下午18:00左右安排送機，出發前往開羅機場，建議您預訂
21:00之後離開的航班，以免延誤行程。       (B)

埃及斋月时间：2019年为5月6日至6月4日（2020年4月24日至5月
23日）**齋月時間僅供參考，具體需以政府實際發佈日期為準**
齋月註意事項：
由於齋月期間部分景點會減少工作時間，會在下午三點關閉景區，
為了不影響大家的行程，期間凡是涉及提早關門的景區遊覽，會將
當天的出發時間提早到7-8點，還望客人諒解。

Day 10 離開開羅 Cairo

1. 埃及當地五星級酒店/遊輪8晚住宿 + 火車（開羅- 阿斯
旺）夜臥包廂一晚住宿
2. 行程內所列的景點門票     3. 優秀中文導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