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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博物館 ( 圖坦卡門黃金面具、黃金座 )、帝王谷圖坦卡門墓穴、深度圖坦卡
門導覽。

七大奇景金字塔、人面獅身像、阿布辛貝、路克索神殿、卡納克神殿、哈姬蘇
女王陵廟、曼儂巨像、孔恩波神殿、艾德夫神廟。

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努比亞人家作客、非洲大陸上第一座清真寺，阿慕爾
清真寺。

追尋圖坦卡門

埃及文化遺產

埃及人文探索



阿布辛貝聲光秀、尼羅河風帆船、沙漠騎駱駝、
路克索熱氣球、紅海搭乘玻璃船觀賞海底美景。

五 星 遊 輪 體 驗 尼 羅 河 極 麗 景 致、 開 羅 宣 言
Mena House 用餐賞金字塔、兩段內陸班機。

埃及旅遊體驗

埃及極致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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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 ةميدقلا رصم

位於非洲東北部尼羅河中下游地區，這段近
3000 年的古代文明，開始於公元前 32 世紀左
右時美尼斯統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終止
於公元前 561 年波斯再次征服埃及，雖然之
後古埃及文化還有少量延續，但到公元以後的
時代，古埃及已經徹底被異族文明所取代，在
連象形文字也被人們遺忘後，古代史前社會留
給後人的是宏偉的建築與無數謎團，1798 年，
拿破崙遠征埃及，發現羅塞塔石碑，1822 年
法國學者商博良解讀象形文字成功，埃及學才
誕生，古埃及文明才重見天日，這些遺跡也都
在 197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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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台灣的埃及人、埃及女婿、最專業的埃及旅遊達人哈立德

埃及頂尖學府開羅大學中文系畢業，2007 代表埃參與中國吉林世界大學中文比
賽（世界最著名的國際中文比賽）。

畢業後參與兩年埃及學學術研究（專門研究古埃及生活，歷史，語言…等）並
撰寫文章。開羅大學中文系第一位拿到中文導遊執照的埃及導遊，從事旅遊業
跟導遊工作超過 13 年。

娶了台灣太太，定居台灣超過七年，專注於埃及旅遊的推廣，接待許多台灣旅
客前往埃及旅遊。曾上台灣各大媒體推廣埃及旅遊及分享埃及人在台灣的生
活，推廣埃及文化不遺餘力。目前除了偶爾親帶 VIP 團外，也努力培養埃及中
文導遊團隊 ，為了讓喜歡埃及的朋友能更深度的了解埃及，體驗古埃及文明。

埃及專家 帶團達人



開羅

埃及
亞斯文

阿布辛貝

路克索

胡爾加達

尼羅河

飛機

尼羅河

紅海

地中海

遊覽車 郵輪

Day 2

Day 4

Day 7

Day 3

Day 10 - 11
埃及博物館

帝王谷

阿里清真寺

紅海玻璃船

路克索熱氣球

阿布辛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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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 9

Day 4 - 6



環宇中心

飯店自助餐

飯店自助餐

開羅特色料理

義大利餐

開羅宣言餐廳

城堡景觀餐

飯店精緻料理

遊輪西式餐

遊輪西式餐

遊輪西式餐

埃及傳統料理

機上

飯店自助餐

飯店自助餐

飯店西式套餐

機上

飯店西式套餐

埃及烤肉餐

飯店精緻料理

遊輪西式餐

遊輪西式餐

遊輪西式餐

飯店西式套餐

機上

斯泰根博格海灘酒店 (Steigenberger Al Dau beach Hotel) 

斯泰根博格海灘酒店 (Steigenberger Al Dau beach Hotel) 

麗池卡爾登酒店 (The Ritz-Carlton, Cairo) 

機上

麗池卡爾登酒店 (The Ritz-Carlton, Cairo) 

開羅機場美麗殿飯店 (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塞提阿布辛貝飯店 (SETI FIRST HOTEL 當地最頂級 ) 

頂級五星遊輪 (Ultra Luxury Nile Cruises 連住三天 )

頂級五星遊輪 (Ultra Luxury Nile Cruises 連住三天 )

頂級五星遊輪 (Ultra Luxury Nile Cruises 連住三天 )

路克索索菲特冬宮酒店 (Hôtel Sofitel Winter Palace Luxor)

桃園        杜拜 (EK367 2345-0540+1) 

路克索熱氣球 - 路克索 / 胡爾加達 - 海景酒店自由活動

紅海搭乘玻璃船觀賞海底美景 - 沙漠四輪驅動車體驗

胡爾加達        開羅 - 非洲大陸上第一座清真寺，阿慕爾清真寺 (Mosque of Amr Ebn El Aas)

埃及博物館 (Egyptian Museum) 圖坦卡門黃金面具、黃金座 - 開羅        杜拜 (EK924 1920-1535+1)

紅色金字塔 (Red Pyramid of Dahshur)  - 薩卡拉階梯金字塔 (Step Pyramids)  - 世界七大奇觀吉薩金字塔群 (The 
Pyramids of Giza)   - 金字塔騎駱駝 - 獅身人面像 (Great Sphinx of Giza)

杜拜        開羅 (EK927 0810-1025) - 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Mosque of Muhammad Ali)

開羅        亞斯文 - 阿布辛貝 - 阿布辛貝神殿 (Abu Simbel) - 阿布辛貝聲光秀

阿布辛貝 / 亞斯文 - 亞斯文大壩 (High Dam)  - 尼羅河風帆船、努比亞人家作客 - 頂級五星遊輪

孔恩波神殿 (Temple of Kom Ombo)  - 馬車體驗 - 艾德夫 / 荷魯斯神廟 (Temple of Edfu)

帝王谷 (2 個墓穴 + 圖坦卡門陵墓 )  - 哈姬蘇女王神廟 (Funerary temple of Hatshepsut)- 曼儂巨像 (Colossi of Memnon)

卡納克神殿 (Temples of Karnak)  - 路克索神殿 (Temple of Luxor)

 11/1 第一天

 11/8 第八天

 11/9 第九天

 11/10 第十天

 11/12 第十二天

 11/11 第十一天

 11/2 第二天

 11/3 第三天

 11/4 第四天

 11/5 第五天

 11/6 第六天

 11/7 第七天

機上 機上 甜蜜的家
杜拜        桃園 (EK366 0340-1535)
 11/13 第十三天

* 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原則 , 得依航空公司、景點開放時間、天候、交通及餐廳旅館實際情形調整 , 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 單獨報名之貴賓將協助與同性旅客安排同住 , 倘若無法配房 , 將收取單人房加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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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坦卡門 Tutankhamun

追尋
圖坦卡門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王圖坦卡
門，九歲登基，在十八歲時過
世，至今死因仍受後人揣測。圖
坦卡門陵墓位於帝王谷內，在其
中的陵墓只有圖坦卡門的墓穴
三千多年內從未被盜，其陪葬品
的精緻度被譽為擁有世界十大寶
藏之首，也是埃及所有法老中，
最為後世所熟悉的一位。
圖坦卡門的陵墓是由英國埃及學
家霍華卡特 (Howard Carter) 在
卡爾納彭爵士的長期贊助之下發
現。古埃及人當時的信仰，認為
死亡只是靈魂暫時離開軀體，所
以必須要為來世作準備，製作木
乃伊，也是希望有利於靈魂重返
軀體時復活，所有墓中陪葬物品
即是當時所用，或未來要用的東
西。由於這些工藝品的流傳，讓
後世在了解古埃及人的生活和信
仰時有很大的幫助。



埃及博物館 Egyptian Museum

帝王谷 Valley of the Kings

只要去埃及，不參觀開羅的埃及博物館，埃及之旅就不算圓滿。埃及博物館建於
1858 年，博物館本身就是個古蹟。館內藏有 30 萬件法老王的文物，保留了大量的
埃及古文物，但展出的部分僅有五分之一。法老王的文物中，最讓人讚嘆的是古埃
及文明的藝術精湛，即便是過了 4 千年，這些文物的色澤依舊鮮豔，設計還具有現
代時尚感，從此便可以窺知古埃及的鼎盛繁華。神秘的木乃伊、精緻的石棺、奇特
的陶器、華美的首飾，還有法老王圖坦卡門燦爛的珍寶，都在這裡。圖坦卡門英年
早逝，卻在陵墓中留下了那張精美絕倫的純金黃金面具，從他陵墓發現的黃金面具、
黃金椅，都被保存在了埃及博物館裡。

帝王谷內位於尼羅河西岸，共有 60 餘座的陵墓，主要多是 18-20 王朝的法老及權貴，
皆是從岩石所鑿出、有大有小。陵墓大小大抵與法老王在位時長以及國勢是否強盛
有關。而帝王谷的陵墓最特別便是裡面的陵墓，在通道兩側與天花板上都刻滿了用
色鮮豔的圖案以及壁畫，惟近年來因為大量遊客湧入，導致陵墓的壁畫造成龜裂，
目前一年只開放數座陵墓可以參觀，其中圖坦卡門墓還需要另購門票才可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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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極致奢華

埃及五星遊輪 Ultra-luxury Nile Cruise
有人說，最能夠輕鬆體驗埃及，莫過於搭著遊輪，由南至北，沿著尼羅河，體驗從
上埃及到下埃及的旅程，古埃及的文化淵遠流長，幾千年來隨著自然及外來入侵者
的侵略，埃及的母親河尼羅河，依然保護著這片土地，古代的埃及，每年透過夏天
河水氾濫所帶來的肥沃的泥土，孕育著所有的生機成長，也正是如此，許多古埃及
的神殿、宗廟，都沿著尼羅河而建築，如今，蜂擁而至的各國遊客，更藉由搭乘遊
輪，體驗遠離塵囂的愜意，更能夠用舒適的方式暢遊埃及，體驗千年文化的豐饒。

本次旅程將安排三天的時間在五星遊輪上度過，從亞斯文登船，船上設有酒吧、健
身房、圖書館，到甲板吹風、細賞尼羅河沿岸風光，從日出、日落到黑幕降臨，各
種風情的尼羅河，一次盡收眼底。所有的房型都配有液晶電視、迷你吧以及帶浴缸
的私人衛浴設備，這次將會入住「Deluxe Cabin Twin」客房。



餐廳：遊輪備有精緻餐廳，早午餐均提供開放式自助餐，晚餐則為單點套餐或自助
餐，並依據季節安排道地埃及餐，不管是葷食者或素食者，都能夠賓至如歸。

酒吧：遊輪上設有酒吧，旅人可以邊欣賞尼羅河的波光粼粼，一邊在酒吧小酌。旅
人也可以隨著東方音樂，在這盡情跳舞，徹底放鬆身心。

圖書館：遊輪設有圖書館，在盡情享用遊輪聲光設施後，可到此放鬆心情，暢遊文
學世界，每季也會以不同主題安排適合的專區。目前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聞名
的巴西小說家 Paulo Coelho 小說專區。

遊輪設施簡介 

＊本次行程優先安排搭乘 Farah Nile Cruise 倘若因航班取消，則改 SONESTA 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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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 - 開羅區

阿布辛貝神殿 Abu Simbel
電影神鬼傳奇，漫畫尼羅河女兒都曾提過阿布辛貝，阿布辛貝神殿是拉美西斯二世
建築代表，曾一度被封印在塵土之下，後來一位名為阿布辛貝男孩發現，於是取名
為阿布辛貝神殿。這是洞窟式的神殿，原先是建造在山壁，神殿前方有 4 尊拉美西
斯二世神聖雕像，即便經過三千多年，雕像依舊栩栩如生。1956 年，神殿因亞斯文
水壩興建面臨滅頂危機，所幸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搶救之下，將原址遷移至兩百公
尺以上高地，解決了危機。＊在此特別安排觀賞夜間聲光秀，震撼的聲光讓人有穿越時空之感。

吉薩金字塔群 Pyramids of Giza
吉薩金字塔位於開羅郊區的吉薩高原，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中最古老並唯一尚存建
築物，不但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更被選為新世界七大奇蹟。吉薩金字塔群由世
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及孟卡拉金字塔所組成。其中古夫金
字塔有許多神秘之處，金字塔四邊側邊正對著東西南北四極，底座則是毫無瑕疵的
正四方型。特別是最高建築記錄保持了將近 4000 年後才被英國的林肯大教堂超越，
在巴黎艾菲爾鐵塔落成前，古夫金字塔更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

吉薩金字塔群



世界七大奇觀 薩卡拉階梯金字塔 Step Pyramid of Zoser

人面獅身像 Sphinx

開羅周邊古曼菲斯區域，共有大小金字塔共 80 餘座，其中薩卡拉金字塔的名字其
實是源自於一個古埃及的沈默之神。這座階梯金字塔即是在 1924 年才被發現，也
是目前年代最古老，首座以岩石代替磚塊建構的大型金字塔。

人面獅身像象徵聰明如人的智慧，勇敢如獅的威武。關於人面獅身像傳說非常多，
有人說顏面是卡夫拉容貌、也有人說代表著太陽神荷魯斯，被認為是國王墳墓的守
護神。仔細觀察獅身像，可以發現鼻子的部分缺了一角，而這缺失的一角傳說就是
被拿破崙的軍隊用大砲打掉的，但在仔細翻閱文獻資料後會發現，其實古希臘作家
希羅多得造訪埃及時就曾提過鼻子缺失的事了！

艾德夫神廟 / 荷魯斯神殿 Temple of Horus
這裡是繼卡納克神殿後最大及保存得最好的一座神廟，供奉鷹神荷魯斯，神殿牆上
刻畫著古埃及神話、宗教紀錄，為學者提供不少考古資料。相傳神話故事中荷魯斯
替父親報仇大戰賽特的地方就是在艾德夫。中央廣場裡面唯一保存最完整的老鷹神
像，黑色花崗岩的荷魯斯鷹像也是眾多遊客排隊拍照的紀念點。炯炯有神的鷹眼、
挺立的站姿，老鷹神像自然散發出神聖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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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獅身像阿布辛貝

艾德夫神殿薩卡拉階梯金字塔



文化遺產 - 路克索區

路克索神殿 Temple of Luxor
路克索神殿供奉底比斯三神，大約建於公元前十四世紀。路克索神殿的塔門一走進
來就可以看到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像佇立著，由於神殿的第一院是拉美西斯二世建造
的，在第一院的廣場中可以看到許多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路克索神殿經歷幾代的
翻建，從埃及新王朝到亞歷山大帝的羅馬帝國一直到現代，在路克索神殿中可以看
到三個宗教的史蹟。

哈姬蘇女王神廟 Funerary temple of Hatshepsut
哈姬蘇女王是埃及赫赫有名的女法老。和阿布辛貝一樣，這座神殿是從山壁中開鑿，
共分為三層，每層都排列著廊柱，中間則是一條縱貫三層長長的階梯步道，神殿外
觀相當現代化，以週遭自然景物合而為一的建築風格，讓埃及天才建築師塞奈姆特
名留埃及史上偉大建築師之一。大殿壁畫描繪了哈姬蘇女王的重要事蹟，頗具歷史
價值。

路克索神殿



卡納克神殿 Temple of Karnak

孔恩波神殿 Temple of Kom Ombo

卡納克古語為受人景仰宮殿，遺跡位於古埃及輝煌首都底比斯，是埃及在新王國時
代最重要禮拜之地。神殿主體阿蒙神廟是埃及歷史上最大宗教建築。路克索神殿塔
門外有座小型的人面獅身像，推斷是圖坦卡門面容。而聖甲蟲雕像是這裡人氣標的，
據說繞雕像走 3 圈會有好姻緣走 7 圈會發大財！

神殿古語為大量黃金，約有 2200 年歷史，其建築特色是雙神殿建築，北殿是荷魯
斯化身的鷹神神殿，南殿是鱷魚神索貝克神殿，兩殿各有一中黑色的閃長岩供桌，
而神殿的最大特徵，是從塔門進入開始到至聖所的所有神殿建築，統統是成雙成對。

曼儂巨像 Colossi of Memnon 
在帝王谷附近，最有名的地標即是曼儂巨像。曼儂巨像高約十八米，原本是阿蒙霍
特普三世神廟，這座神廟傳說以金石築牆，銀磚鋪地，而這兩座巨像安置在塔門之
前。後來神廟倒塌只剩兩座巨像，據說是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的雕像，中間曾
有斷裂，羅馬帝國時期修補，屹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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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恩波神殿 卡納克神殿

哈姬蘇女王神廟 曼儂巨像



埃及旅遊體驗

紅海搭乘玻璃船觀賞海底美景

到簽署開羅宣言的餐廳用餐

紅海被譽為世界十大潛水勝地之一，紅海擁有全世界最熱的海、同時也是最年輕的
海。海水豐富的營養形成了海底生態的多樣性，水質清澈，水底滿是珊瑚礁和熱帶
魚。這次搭乘玻璃船，隔著地面的透明玻璃地板，便能近身觀賞成群的珊瑚礁以及
多樣貌的紅海生態。

在 1943 年開羅宣言的簽署地 Mena House 酒店享用精緻午餐，該餐廳最大特色就
是面對開羅地標古夫金字塔，當年舉辦開羅會議的庭院，有立碑紀念，飯店內有個
展覽空間，據說可見到當時簽署合約的三巨頭邱吉爾、羅斯福、蔣中正合影的照片。
1943 年 11 月於開羅舉行會議，並於 12 月發表開羅宣言，具有非常大的歷史意義。

紅海玻璃船



阿布辛貝燈光秀

路克索體驗熱氣球

尼羅河風帆船

只有在阿布辛貝歇上一晚的旅人，才能觀賞到炫麗的阿布辛貝燈光秀。隨著太陽西
下，燈光在阿布辛貝神殿上和納芙塔蒂神廟來回交錯，所演繹的是拉姆西斯二世以
及皇后納芙塔蒂兩人之間的愛情，以及與西台人的戰爭。

這次到訪埃及，不僅要搭乘五星遊輪細賞尼羅河，更會搭乘熱氣球由高空俯瞰這片
大地。在路克索雖然看不見金字塔，卻能飛越神秘壯闊的帝王谷，遠眺哈姬蘇女王
神廟。隨著熱汽球冉冉升空，屬於埃及的輪廓又更加清晰了一些。

三角風帆船 Felucca －風帆船是在尼羅河上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之一，據說最早以前
是給法老王到各處巡視時使用的，後來才慢慢的普遍起來。Felucca 三角風帆船最
主要是用來搬運尼羅河上游亞斯文的石頭到下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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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文探索

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Mosque of Mohammed Ali

阿慕爾清真寺 Mosque of Amr Lbn al-As

努比亞人家作客 Nubian Villages

巨大的拱頂和兩座像鉛筆的尖塔，是清真寺代表標誌，由於使用雪花石大理石蓋成，
也有大理石清真寺美名。清真寺竣工於 1848 年，由土耳其建築師沿襲傳統奧斯曼
清真寺形式打造，整座建築具有濃濃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風格。穆罕默德•阿里在 19
世紀統一埃及，且花 18 年時間建造這座清真寺，不僅提供居民祈禱，也象徵著現
代化的埃及，如同金字塔是古埃及標誌一樣，拿起手中 20 元埃磅，穆罕默德•阿
里清真寺便是其中的代表圖案。

這是全埃及，也是非洲大陸第一座清真寺，當年阿慕爾將軍率領阿拉伯大軍進入埃
及，清真寺位置便在他當年駐軍紮營的地點，最初的清真寺非常簡陋，直到兩百多
年後才開始擴建，經過多個伊斯蘭王朝的不斷整建，才有今日規模。

努比亞人是埃及原住民族，曾統治過埃及一世紀，戰敗後淪為貴族的奴隸。據說努
比亞人是世上最早的民族之一，也是非洲黑人的祖先。早在西元五百年前就已定居
在尼羅河，而且全都沿著尼羅河生存，身上的白袍就是努比亞人的傳統服飾，此趟
旅程，會探訪努比亞人家，體驗努比亞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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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11/1 23:45 05:40(+1) 桃園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7

11/12 03:40 15:35 杜拜 / 桃園 阿聯酋航空 EK366
● 機位為經濟艙。
● 內陸安排兩段航班。

連絡資訊
主辦單位 :                                     

聯絡電話：（02）8643-3543、8643-3926、8643-3517、8643-3581、

手機：0956-200-868、0915-883-089

客服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貼心安排
* 桃園機場環宇商務中心禮遇出關，禮賓服務享快速出關尊榮
* 每房提供一台 wii 機，團費含領隊、司機、導遊及行李小費
* 安排兩段內陸航班及三日遊輪行，省去舟車顛簸更輕鬆舒適
* 本團尊榮限定 20 人，16 人以上出團
* 團體旅遊險提高 500 萬元、意外醫療 20 萬元，多保障多安心
（備註：民法規定 15 歲以下含，與 70 歲以上含，無法投保 500 萬 20 萬，將替貴賓投保 200 萬 3 萬）

特別贈送
* 路克索熱氣球體驗 （不參加可退費，限出發前通知，現場告知無法退費）
* 開羅金字塔騎駱駝體驗 （若放棄無法退費）
* 紅海玻璃船出海體驗（若放棄無法退費）

出發日期
2020 年 11 月 01 日─ 13 日，共 13 日。

團費 189,000 元

行程講座（講座席位有限，敬請來電預約）
北中南不定期舉辦行程講座，活動訊息請上有行旅官網（http://utravel.udn.
com）「講座資訊」查詢，或來電由專人服務。



有這樣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至今建築工程仍是未解之謎的金字塔、後世讚嘆的
木乃伊技術，及充滿神秘的象形文字，這裡便是四大古文明－埃及。

在這不僅有著璀璨的文化，還有純凈紅海、浩瀚沙漠及秀美的尼羅河，在古今中穿梭，
這裡是考古聖地亦是度假天堂。一趟尋古現代之旅，以河為源起的大河文明，乘著五
星遊輪，沿著尼羅河行駛，將揭開埃及的神秘面紗，當我們循著埃及祖先的腳步，在
追溯遠古神秘的文化時，也正在為這個時刻寫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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