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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 埃及經典遊歷『神話傳說．文明起源』 

暢遊：開羅、亞斯旺、金安寶、艾德夫、樂蜀、洪加達 

 

『閃亮推介』
『世界七大奇蹟』吉薩金字塔 

遊覽屹立超過 4500 年的金字塔群，親睹古埃及人超卓的建築技巧。 

『第一瀑布下最大城市』亞斯旺 

參觀市內多個景點，進一步了解古埃及人的建築智慧。 

『黃金之城』金安寶 

到訪昔日商業活動頻繁的城鎮並參觀埃及僅有， 

接近完全對稱的雙神廟。 

『世界最大露天博物館』樂蜀 

曾是古埃及首都﹔參觀多個市內古蹟，了解古埃及人的迷信。 

『法老王長眠之地』帝王谷 

參觀多個地下墓穴，親睹地道內手工精緻的壁畫。 

『度假天堂』洪加達 

暢遊難得一見的蔚藍海岸，讓身心於度假天堂盡情放鬆。 

『圖坦卡門黃金面具所在地』埃及博物館 

踏足超過 30 萬件展品的博物館內，細味古埃及皇朝的光輝。 

 
『極致享受』 
乘坐埃及航空公司客機，經停曼谷往返埃及，快捷舒適。 

乘坐內陸機由開羅飛往亞斯旺，節省長車程。 

全程住宿 5 星級酒店。 

度假天堂洪加達特別安排一天自由活動， 

可自行參與各項活動，各適其適。 

 
 
 
 
 

Tour Code: MECF08 

新西蘭 

吉薩金字塔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亞斯旺 



第 1 天 香港亞斯旺(埃及)                                    
Hong Kong  Aswan (Egypt)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埃及航空(停曼谷)經開羅轉機飛往埃及南部城市亞斯旺。 
第 2 天 亞斯旺~未完成方尖碑~大水壩~                    
Aswan ~ Unfinished Obelisk ~ High Dam ~                                                                                                                       
航班抵達後開始市內觀光。 
I亞斯旺：第一瀑布下最大城市，尼羅河水路運輸的終點站。 
未完成方尖碑：位於亞斯旺的花崗石礦場中，由女法老王哈
姬蘇所建造，高達 41 米，重達 1150 噸。可惜方尖碑於建造途
中出現裂痕。若完成的話，將會是全球最大的方尖碑。 
I大水壩：由於古時尼羅河經常氾濫，嚴重影響農民生計。當
地政府於 1970 建成了高 111 米，長達 3.6 公里的大水壩。 
是日可安排自費參觀阿布辛貝神廟 

 5 星級 Helnan Aswan 或 Pyramisa Isis Island 或同級 
第 3 天 亞斯旺~金安寶~鱷魚神廟及鷹神廟~艾德夫神廟 (包 
2 人一車馬車)~樂蜀~樂蜀神廟                                                   
Aswan ~ Kom Ombo~ Sobek Temple & Horus Temple ~ 
Temple of Edfu~ Luxor~ Luxor Temple                                               
早餐後，驅車前往金安寶，遊覽鱷魚神廟及鷹神廟、艾德夫
神廟，及後抵達樂蜀，並參觀樂蜀神廟。 
I金安寶：古埃及時代的黃金之城，是商業活動頻繁的城鎮。 
鱷魚神廟及鷹神廟：又被合稱為雙神廟，分別供奉鱷魚神「索
貝克」以及鷹神「荷魯斯」。神廟左右接近完全對稱，絕無僅
有。除了神廟外，更可親睹難得一見的鱷魚木乃伊。 
艾德夫神廟：艾德夫可解釋為『復仇』。相傳鷹神荷魯斯於
此地打敗殺父仇人賽特，古人為紀念此事而建成神廟。 
樂蜀神廟：最初建於公元前 1479 年，於其後數百年經歷多
次擴建。神廟外原有兩座方尖碑，其中一座於殖民地時代運到
巴黎協和廣場。 
 5 星級 Mercure Karnak Luxor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樂蜀~卡納克神廟~帝王谷~女王神廟~萬農神像~      
洪加達                                               
Luxor ~Karnak Temple ~ Valley of Kings ~ Hatshepsut   
Temple ~Colossi of Memnon ~ Hurghada                                                                             
早餐後，將遊覽卡納克神廟，帝王谷~女王神廟~萬農神像，
及後將驅車前往洪加達。 
卡納克神廟：被譽為埃及最壯觀的神廟，神廟內大柱廳佔地
5000 多平方米，有 134 枝高達 21 米的巨石柱豎立於廳內。 

帝王谷：18 至 21 王朝 62 位法老王的長眠地，包括著名的
拉美西斯二世以及唯一沒有被盜的圖坦卡門陵墓。 
女王神廟：由埃及第一位女法老，又被稱為『埃及武則天』
的哈姬蘇建成，哈姬蘇於丈夫去世後，以垂簾聽政方式輔助年

幼的圖斯摩斯三世，其後攝政奪權，自立為法老。其後更於山
中建成了這座氣勢磅礡的神廟。 
I萬農神像：2 座高 20 米的神像鎮守於帝王谷外，於多年前
一場地震中損毀。 
I洪加達：世界聞名的紅海沿岸城市，更是著名度假天堂。 
 5 星級 AMC Royal 或 Pharaoh Azur 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洪加達~全日自由活動                                                 
Full day free at leisure                                                                           
全日自由活動。 
是日可安排自費參加紅海遊船之旅以及沙漠四驅車之旅 
 5 星級 AMC Royal 或 Pharaoh Azur 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洪加達~開羅~埃及博物館 ~木乃衣館                                      
Hurghada ~ Cairo~ Egyptian Museum~ Mummies Room                                                                           
早餐後，開車前往開羅(車程約 5 小時)，並參觀埃及博物館。 

埃及博物館：陳列著古埃及時期至古羅馬統治時代的遺物、
展品。博物館下層按年代展示展品，上層按主題展示。著名的
圖坦卡門墓內的超過 1700 件珍品也長期於館內展出。 

 5 星級 Movenoick Media City 酒店或同級 
第 7/8 天 開羅~吉薩金字塔~獅身人面像~第二金字塔~        
香水店~造紙廠~開羅香港                                                    
Cairo ~ Giza Pyramid ~ Sphinx ~ Second Pyramid~       
Perfume shop~ Papyrus shop~ Cairo  Hong Kong                                                                                    
早餐後，全日於開羅市內觀光，並乘夜機返回香港。 
I開羅：公元 9 世紀成為首都，阿拉伯語意思為「勝利之都」。
吉薩金字塔：主要由三個金字塔組成，而當中最大的是胡夫
金字塔；次大的是卡夫拉金字塔；最小的是孟卡拉金字塔。卡
夫拉金字塔由胡夫的繼任者卡夫拉建造。雖然它的高度不及胡
夫的金字塔，然而它建在了一塊高地上，看上去似乎更為高大，
同時周圍的附屬設施也更為複雜。 

獅身人面像：位於吉薩金字塔群旁邊，亦是世上最著名雕像
之一。儘管如此，這個雕像仍存在許多個不解之謎。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 7/8 

早 --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遊船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自費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自費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晚 
航機上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自費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MED19-017-0909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