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行旅中東古文明篇
埃及尼羅河、時尚杜拜十二日遊
★ 特色介紹：
一如杜拜知名邦長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所言：「夢想沒有極限，持續往
前。」從七星帆船飯店、杜拜塔、棕櫚灣…杜拜每年都在刷新自己原創的紀錄，不斷推陳出新、完成夢想，
達到不可能的任務。杜拜給您的奢華提案，絕對令您大開眼界！

★免稅天堂~不同風格的購物商城中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櫚島
杜拜「The Palm 棕櫚島」工程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也有「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稱，整個由 1
億平方公尺沙石建成的棕櫚島，外型酷似棕櫚樹，最終將可容納 50 間豪華酒店、2500 間沙灘住宅別墅、
2400 間面海住宅大廈、2 個遊艇會、水上樂園、餐館、大型購物中心、運動設施、水療設施及戲院等等。
三座棕櫚島預計於 2006 年後陸續完工，另一個「The World 世界島」工程也已展開，計劃填海建造 250
個人工島，從空中島瞰就是一個世界地圖的形狀。
★世界第一高樓「杜拜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2010 年 1 月 4 日氣派落成
哈里發塔高 818 公尺，比台北 101 大樓還要高出 310 公尺，氣勢非凡，據說從地面到塔頂，氣溫相差了
10 度 C。其他的世界「第一」，全球最高的住商混合大樓，一共 160 層樓，包括共 57 部電梯在 43、76 和
123 樓層分段運輸，總運輸長度全球第一，主電梯 504 公尺，上升高度也是世界第一，超過台北 101 的
448 公尺；電梯速度每秒達 18 公尺，超過台北 101 寫下的每秒 16.83 公尺。哈里發塔還有位於第 76 樓的
全球最高游泳池、第 124 樓的全球最高觀景台「登峰造極」、第 158 樓的全球最高清真寺等。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536-6251 傳真:(02)2536-1983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杜拜貼心安排：
☆ 造訪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第一大國-阿布達比酋長大公國，尋訪有”黃金打造的城市之美譽之稱”暱稱的
神祕國度。
☆ 親身體驗現代與原始的特殊融合，超大的巨型建築、超科技的設計構思、超浪漫的異國風情。
☆ 感受杜拜令人嘆為觀止的人造景觀棕櫚島及世界島的神 奇傑作。
☆ 前往黃金市集是杜拜最閃亮的市集，每天約有 80 頓的黃金，有超過 800 家黃金珠寶店擺設，高質量低
價位的特質，令人愛不釋手；香料市場是中東地區最大香料批發集散中心，體驗阿拉伯傳統市場的異國神
秘風情，瀰漫了一股濃郁的復古氣氛。

埃及貼心安排：
◆ 安排搭乘國內飛機 路克索／開羅，豐富的景點安排，而又真正輕鬆悠閒的埃及深度之旅；省卻長途繞
路紅海拉車勞頓之苦。開羅／亞斯文，體驗夜臥火車不同的旅遊情趣。
◆ 安排阿布辛貝參觀舉世聞名神殿，不讓您錯失埃及 獨一無二的雄偉建築。

◆ 參觀世界人類遺產保護區：吉薩金字塔、卡納克神殿、阿布辛貝神殿、伊西斯神殿、路克索神殿，讓
您更能了解古埃及文化。
◆ 特別安排您進入金字塔內部，揭開埃及金字塔神秘面紗。
◆全程涵蓋亞斯文、路克索、康孟波、艾得夫、孟斐斯精華景點。
◆ 暢遊開羅金字塔區，安排騎乘駱駝。艾得夫安排乘坐馬車前往神殿參觀。
◆ 行程中安排參觀莎草紙畫製作過程、埃及特產香精油。
◆ 有經驗又親切的中文導遊，讓您的杜拜+埃及古文明之行加分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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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天 桃園／香港／阿布達比

(參考航班) HX-253 12:15/14:20+EY- 833 18:55/23:30

人害怕時間；而時間害怕金字塔
埃及由尼羅河孕育出古老文明，四千多年前古王國輝煌金字塔時期，三千多年前新王國鼎盛時期，歷經希
臘、羅馬、阿拉伯民族、土耳其統治幾經戰亂，古埃及文物沒有在戰亂中毀掉，拿破崙開啟埃及另一頁，
古埃及文明在探險家和考古學家中活了過來
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首都
建立於 1761 年，昔日是世界最好的珍珠採集海域，1962 年發現石油，隨即經濟起飛成為阿聯酋石油總部。
然而現今的阿布達比是個擁有超現代的玻璃摩天大樓，還有視覺震撼閃爍光感的白色清真寺以及建築美輪
美奐的高樓大廈此起彼落。
貼心提醒
1. 航班飛行時間：台北→（１ 小時５０分）香港→（８小時３５分）阿布達比
2. 時差：比台灣慢夏令時間５小時；冬令時間６小時。
3. 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舒適的衣服及寬鬆的鞋子。
4. 由於航程關係，請攜帶口罩、眼罩、空水瓶、保暖外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5. 因長途飛行，有配戴隱形眼鏡的貴賓，請隨身攜帶藥水隨身包。
6. 出發前，請來公司或電話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7. 如有特殊餐食(不吃牛、雞、羊、海鮮、蛋奶素或嚴格素)，請務必於團體出發日前五天告知。
餐食：晚//機上
住宿：機上
第 02 天阿布達比／開羅（古城堡及清真寺、孟菲斯、階梯金字塔）
(參考航班) EY- 651 00:35/02:40
古城堡區&穆罕默德清真寺
薩拉丁將軍在 1167 年~1176 年對抗十字軍東征所建造的城堡，其中鄂圖曼建築的穆罕默得阿里清真寺，
外部是雪花石建材，內部華麗的祈禱室、掛鐘、遼闊的庭院，乃埃及現代化的最佳表徵，為現代開羅的一
大標誌，富麗莊嚴值得一看。
【世界遺產】孟菲斯博物館
5000 年前古埃及舊王朝首都，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河口佔據了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在巔峰時期，孟菲斯
是商業，貿易和宗教中心。昔時繁華情景宛若今日之紐約大城；在這博物館裡，可以欣賞到由巨大花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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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雕成之拉姆斯二世像及雪花石所雕成之獅身人面像。

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
撒卡拉-階梯金字塔，有近五千年的歷史，此金字塔是埃及天才建築師英荷泰普所設計，以石材取代蘆葦
及泥磚之新建築風格，展現昔日金字塔另一全新風貌。在金字塔下發現了數量多得驚人的地道、走廊和王
室成員的墓室，最底下是法老王的花崗岩墓。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古城堡區&穆罕默德清真寺、孟菲斯博物館、階梯金字塔
貼心提醒
1. 航班飛行時間：阿布達比→（４小時０５分）埃及
2. 天方夜譚曾說：沒見過開羅的人，就不曾見過世界，因為開羅的泥土是黃金…
3. 撒卡拉－此地區為撒哈拉沙漠的邊緣，天氣好時，可遠眺吉薩三大金字塔及其周圍的金字塔群。
4. 揭開法老王的神秘面紗．飽覽尼羅河的兩岸風光豐富的景點安排，輕鬆悠閒的享受中東深度之旅。埃
及是世界四大古文明國之一，西元前 3200 年，第一王朝米尼斯王統一上下埃及，建都於底比斯，至第 18
王朝，征服敘利亞、利比亞等地，為埃及歷史上最強盛的時代。公元前 31 年，埃及被羅馬所滅，為羅馬
帝國的一省，西元 640 年被阿拉伯軍征服，自此埃及信奉回教，學阿拉伯語，以阿拉伯人自居。至 1885
年蘇丹脫離埃及宣佈獨立，1952 年，成立埃及共和國。1967 年中東戰爭，以色列佔領西奈半島與運河東
岸，1978 年，埃及承認以色列獨立，收回領土及運河區。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埃及風味料理 晚//埃式烤鴿餐
住宿：LE MERIDEN PYRAMIDS CAIRO 或 MOVENPICK HOTEL CAIRO PYRAMIDS 或 MÖ VENPICK HOTEL CAIRO
PYRAMIDS 或同級
第 03 天 開羅（吉薩金字塔區、人面獅身像、金字塔區騎駱駝）
→（夜臥火車）亞斯文
【世界遺產】世界七大奇景吉薩金字塔
1979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吉薩金字
塔區。埃及境內共有八十多座金字塔，其中以吉薩地區最有名。
這裡有三座大型金字塔、人面獅身像及許多小金字塔組成。最大
的一座是古夫金字塔，高 137 公尺，相當壯觀。卡夫爾金字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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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公尺，最小的一座是孟卡拉金字塔；古夫、卡夫
爾及孟卡拉三位法老王是祖孫三代，孟卡拉體恤百姓
的辛苦，金字塔建得特別小，但建築較華麗。
守護金字塔的人面獅身
位於次高的卡夫拉金字塔前面的這座人面獅身像，完
全是由一整塊的岩石雕刻出來的，古埃及人常用獅子
代表法老王，結合獅子的力量配合人的智慧，象徵古代法老的智慧和權力，這種法老王既是神又是人的觀
念，促使了獅身人面混合體的產生。
【特別推薦】金字塔區騎駱駝
作為阿拉伯的象徵，駱駝是主要的旅遊景致之一。自然也就成了旅程和
沙漠之旅中不可少的內容。可自行照相，體驗沙漠，是種經典的感受，
留下一張令人永生難忘的回憶。 ※騎駱駝小撇步~不論上下駱駝，身體
都要挺直，不要跟著駱駝動，就會很安全。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吉薩金字塔區、人面獅身像、金字塔區騎駱駝
2. 帶您參觀埃及自古流傳下來的【莎草紙畫】製作方式，並前往參觀【香精精油】的製作過程，喜愛香
精的您，千萬不可錯過喔！
3. 為何我們安排開羅與亞斯文間搭乘夜臥火車? 近年來旅遊行態一直改變，除了旅遊舒適性之外，教育
及體驗觀光是旅遊中不可缺的元素，我們希望所有的貴賓都能深入當地的風情民俗，融入當地的民情，當
然最希望是拓展您的旅遊新視野，夜臥火車是深度旅遊的方式，可感受不同的旅遊情趣，在多重考量下，
我們精心規劃的方式不失為您最佳的選擇。唯一洗澡盥洗問題已為您解決，好好體驗一下火車之旅吧！
4. 由於埃及的夜臥火車沒有浴室的配備，我們特別安排再前往搭乘夜臥火車前(或抵達目的後)，安排旅
館給各位貴賓們盥洗（２人一室），再前往火車站搭乘夜臥火車（２人一室）前往開羅。別人在火車上用
的簡單晚餐，我們是給貴賓們當消夜用的。
貼心提醒
1. 參考火車行駛時間：開羅→（１２小時）亞斯文
2. 四千多年來，人面獅身矗立在卡夫王金字塔前，它被太陽神祭司們奉為冥府大門的守護神，忠誠地守
護著金字塔群。人面獅身像面向正東方，每年在春分和秋分這兩天，太陽從它的正面升上地平面，古老文
明一一呈現在您的眼前。時至今日，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在時空的的考驗下依然傲於天地，無論在烈日黃沙
或朗朗晴空下，都呈現一種雄偉又壯麗的氣象。
3. 金字塔為法老的陵寢，從法老一登基就開始建造自己的墳墓，經過時間的流逝，許多都已坍塌。而著
名的三大金字塔，由古夫、卡夫、曼考爾三位法老所建造，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而且是唯一存在的。金
字塔的不可思議，相信不需我們在此多做補充，它矗立在那四千多年，只為等候您的見證。
4. 卡夫爾金字塔－位子剛好在三大金字塔的正中央，因座落地基比較高，加上金字塔頂端部仍保存覆蓋
岩片，成為埃及金字塔群中最顯目的一座。
餐食：早//飯店內享用 午//埃及風味料理 晚//埃式料理＋火車套餐
住宿：火車上夜臥火車(二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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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天 亞斯文（伊希斯神殿、風帆船、亞斯文大水壩、碼頭登船尼羅河遊輪之旅）
伊希斯神殿（費萊神殿）:乘坐渡船至尼羅河中【阿卡奇島】
，參觀島上有「古埃及國王寶座上的明珠」的
【菲萊神殿 TEMPLE OF ISIS（亦名伊斯伊斯神殿）】。1960 年高壩興建時由 1 公里外的菲萊島上，共費時
20 年，耗資 3000 萬美元，才移至此地；腓萊神殿主要是祭祀伊西斯女神(Isis)，這位女神是「幽冥之王」
歐希里斯的妻子，鷹神荷魯斯的母親，是諸神之后與嬰孩的守護神，也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女神。
阿拉伯式風帆船:埃及人在尼羅河上使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完全靠風力行駛。悠閒輕鬆的暢遊尼羅河畔綠
洲景觀，船家載歌載舞的唱著努比亞人的歌曲，刻劃出一幅美麗的風情，非常的浪漫愜意。您可和船家一
同歌唱跳舞，在風帆船上也有小物品，可以自由選購。（一團
一條船，不併船）
具有調節尼羅河水位及發電功能的亞斯文大水壩
古代尼羅河每次氾濫，都會對莊園農地造成嚴重損害，歷代君
王無不想整治河道，最後終於在 19 世紀時建了高 30.5 公尺的
水壩，開發出 3 萬 8 千平方公里的農地，但這僅是全埃及土地
的 4%。並可一覽納瑟湖之湖光山色。
五星級尼羅河遊輪
辦理登船手續，尼羅河４天３夜遊輪之旅。出國住５星飯店是
基本款，但有３晚要睡在遊輪上，在遊輪上吃喝稀奇吧！尼羅河河速緩慢，不會暈船，每個房間都是面河
房，２人一室。從亞斯文出發順流而下，沿途停靠康孟波、艾得夫、伊斯納、最後抵達路克索。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伊希斯神殿、風帆船
2. 下車參觀：亞斯文大水壩
3. 前往碼頭登船，開始浪漫的【尼羅河遊輪之旅】。
貼心提醒
1. 亞斯文－是埃及最南端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以兩岸及河中散佈的許多小島、岩島蘊藏豐富堅硬的紅
色花崗岩（RED GRANITE）聞名，所以又被稱為「花崗岩的故鄉」。
2. 歷代法老王都會豎立方尖碑或建金字塔，以表彰自己的豐功偉業，建造時所用的花崗岩，都來自亞斯
文的採石場。
3. 未完成的方尖碑－了解古埃及人是如何藉助大自然的力量來切割石頭。
4. 亞斯文大水壩－以科技征服尼羅河的現代奇蹟。在 1960 年，納瑟總統在蘇聯貸款及技術協助下，興
建了高 3600 公尺長、40 公尺高，全世界最大的一座水壩。
5. 您可自行漫步於亞斯文傳統市集周遭充滿埃及香料及特產味道妳可嘗試飲用埃及特有的落神花茶或
茴香味濃的咖啡或茶亦可嘗試特有水煙。
餐食：早//火車套餐 午//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住宿：五星級遊輪或同等級旅館

晚//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第 05 天亞斯文→阿布辛貝大神殿→亞斯文→康孟波（康孟波雙神殿）
【世界遺產】阿布辛貝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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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埃及最南方的阿布辛貝神殿（Abu Simbel）是由古
埃及最偉大的法老王拉姆西斯二世建的。整座神殿是一
整座岩山鑿刻而成的，它沉默了千年之後，在 1813 年
才重新被人發現。 神殿內部是深邃幽暗的岩洞，通道
兩側的石柱裝飾著冥神俄賽斯形像的拉美西斯二世雕
像：壁面的故事則是描寫當時和西台王國在卡德什戰爭
的場面。拉美西斯站在雙頭馬車上，拉開弓蓄勢待發的
神勇英姿栩栩如生。
【世界遺產】尼菲塔莉小神殿
這座由拉美西斯二世獻給皇后的小神殿，一樣都是朝東鑿
山壁打造而成。正面有兩尊尼菲塔莉站姿雕像，以及四尊
分別陪在皇后左右兩側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法老王與皇
后雕像大小一致，這在當時的埃及禮教上可算是破例之
舉。由此可見此神殿的特殊性。
黃金之都－康孟波雙神殿
下船後步行前往參觀，此兩間規格相同之神殿，北邊祭
祀鷹神霍魯斯 HORUS，南邊則祭祀鱷魚神索貝克
SOBEK，在埃及也是絕無僅有的，細密的浮雕，充滿著
原始藝術之美與古人智慧之結晶，由於入口處的小房間
放了三隻鱷魚木乃伊，所以又稱「鱷魚神殿」。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阿布辛貝神殿、尼菲塔莉小神殿、康孟波雙神殿
2. 安排專車與車隊一同前往阿布辛貝參觀，盛大的車隊集結讓人一輩子難忘，亞斯文與阿布辛貝之間搭
車，還可以有機會看到海市蜃樓的沙漠特有的景觀。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及航行時間：亞斯文→（２７８公里）阿布辛貝神殿→（２７８公里）亞斯文→（因配
合尼羅河上百條船班，時間不一定）康孟波
2. 阿布辛貝－是埃及最南方的觀光城市，離南部的蘇丹只有 50 公里。這個城市不像開羅、亞斯文等大
城，有著 5 星級大飯店和熱鬧的街道，但… 當你去過阿布辛貝，它一定會成為你整個旅途中最震撼也最
懷念的一個地方。
3. 這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明定為世界級古蹟、擁有三千年古歷史建築的拉美西斯二世神殿。
宏偉的建築，展現古埃及富可敵國的氣勢，令人嘆為觀止。而自 19 世紀起， 阿布辛貝亦為前往埃及旅遊
者之嚮往聖地。
4. 阿布辛貝神殿-在最裡面的至聖堂，並列著直視入口方向神格化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及三位一體神的
坐像。每年的 10 月 22 日與 2 月 22 日，從尼羅河對岸升起的晨光會直直照射進長達 60 公尺神廟甬道，
直達至聖堂。當晨光慢慢地從拉美西斯二世像的臉慢慢移到太陽神瑞荷拉克提、阿曼神像上時，頓時整個
幽暗的岩洞呈現一股莊嚴神聖氣氛，彷彿象徵著天地至尊的太陽神，正深深的祝福著昇華為神的拉美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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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
5. 為什麼要在人煙罕至的阿布辛貝雕鑿一座如此雄偉的神廟？根據某些說法是「用來嚇人用的！」由於
古代努比亞人與蘇丹人沿尼羅河前往埃及進貢，或埃及軍隊前往努比亞徵稅時，船隊均會行徑此處，而阿
布辛貝神廟就是宣示國威與提振士氣的最佳象徵。
6. 尼菲塔莉小神殿－內部則精緻雕刻著描寫尼菲塔莉接受哈托爾女神祝福的雕刻，由此可看出，在拉美
西斯二世的心目中，皇后尼菲塔莉是多麼的重要！這座造型優雅的小神廟充份流露出拉美西斯二世對皇后
的款款深情。
7. 康孟坡－本是個繁榮的農村，阿拉伯文裡是小山丘的意思。它距離亞斯文 40 公里，也是尼羅河畔重
要的防禦點。
餐食：早//配合車隊時間安排餐盒 午//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晚//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住宿：五星級遊輪或同等級旅館
第 06 天 康孟波→艾德芙（搭乘馬車前往艾德芙神殿）→途經伊斯納→路克索（尼羅河遊輪之旅）
埃及第二大的神殿－艾德夫
【搭乘馬車】前往艾得夫神殿又名霍魯斯神殿，花 300 多年時間建成，目
的是獻給正義化身－鷹神霍魯斯；啟用 27 年後，羅馬人占領埃及並定基
督教為國教，下令關閉所有法老王的神殿，目前全埃及保存最完整的神殿
建築，至今幾乎還維持當年的原貌，其內牆上刻有老鷹神霍魯斯與邪惡河
馬神賽特戰鬥的經過。
伊斯納
一路欣賞尼羅河兩岸農村風光及沙漠奇景，因為水位之不
同必在伊斯納遇到閘口，過閘門時可到舺板上體驗遊輪過
水閘門的方式。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搭乘馬車
2. 門票景點：艾德夫神殿
貼心提醒
1. 路克索－埃及中王國及帝國時代的首都，昔稱底比斯 THEBES 的－路克索 LUXOR，當年古希臘詩人荷
馬 HOMER 曾形容底比斯為「百門之城」，這「門」指的是當時神殿的入口宏偉壯觀，底比斯古城的規模
由此可見一斑。
餐食：早//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午//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晚//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住宿：五星級遊輪或同等級旅館
第 07 天 路克索（路克索神殿、卡納克神殿、帝王谷、哈姬蘇女王神殿、曼儂巨像）
【世界遺產】世界上最大之一的露天史前古蹟卡納克神殿
前往太陽東昇之路克索東岸，這裡處處充滿熱鬧的景氣。 神殿規模之大無所可及，神殿門前列著一排獅
身羊面像，入門後還有一排，緊接著的則是十根高約二十一公尺的石柱，現僅存一根完整的石柱，但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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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仍可感受得到。最後見到的二座方尖碑，高約二十九米，是埃及現今最高的
方尖碑。 是底比斯最重要的神殿，內有亞門納加內克大神廟及拉姆西斯三世神
廟及大多柱宮及哈姬蘇方尖碑等等巨大的雕像與嘆為觀止的列柱大廳、崩圮的
神殿，長約 1.5 公里，寬 800 公尺，估計可以塞入 10 間大教堂，當年震撼感覺
都令人緬懷埃及古帝國榮耀，不勝低迴。
【世界遺產】路克索神殿
同樣是供奉底比斯三神：阿蒙神與阿蒙神的妻子戰爭女神穆特和他們兩個的小
孩月神洪斯神，相傳每年尼羅河漲潮的時期，卡納克神殿的三個神明會乘船到
這裡接受眾人的朝拜與供奉。此神殿呈南北走向，較為細長。一直到希臘時代
亞歷山大大帝都曾來造訪。
帝王谷
造訪尼羅河西岸山間的乾涸溪谷深處，帝王谷 18 王朝開始，由於金字塔的光芒
太過於醒目，成了盜墓者鎖定的目標，因此再也沒有法老王願意再興建金字塔。
一直到新的王國以後，一些聲名顯赫的法老王將他們的陸墓朝地下發展。
哈姬蘇女王神殿
埃及唯一一座有建樓層的神殿，神殿佔地非常寬廣，建築格調高雅脫俗，建築體氣勢磅礡，頗具現代感，
建築師瑟南穆特巧妙的將神殿與大自然山壁結合為一體，充份的展現了古埃及人對法老王的崇拜與法老王
權力的象徵。
曼儂巨像
建於西元前 14 世紀初期阿梅諾菲斯三世神殿所留下的最後證據。希臘歷地學家報告說，西元前 27 年的地
震造成神廟坍塌，巨像從肩部到骨盆裂開。從那一刻開始，每當太陽升起時，巨像便會發出聲音，開始說
話，這便是【曼儂神諭】的由來。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路克索神殿、卡納克神殿、帝王谷、哈姬蘇女王神殿
2. 下車參觀：曼儂巨像
貼心提醒
1. 路克索西岸之旅，首先造訪位於埃及尼羅河西岸的一處谷地。
2. 參觀帝王谷進入陵寢內，不能拍照，門票可以自由參觀三座陵墓（圖坦卡門的墓穴要另外收費！）
3. 帶您霎那間恍若穿過時光隧道，從現代到三千年前頗有今世何世之感。令您更瞭解古埃及統治者的歷
史背景及古埃及人對死後世界的嚮往。
4. 從售票口需搭乘電瓶車前往哈姬蘇女王神殿。
5. 哈姬蘇是埃及史第一位女法老王(西元前 1503~1482 年)，丈夫過世後，自任為法老王，就像中國武則
天，執政 12 年，統一了上下埃及。
6. 後世法老為了感謝曼儂，命人修復兩尊巨像，結果是巨像從這一刻起又停止說話了。現今僅留這兩座
巨像，不過其幾千年來默默守護著埃及，也如同守護神一般，日夜守護著帝王谷的入口。
餐食：早//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午//遊輪上西式自助餐 晚//飯店內套餐或自助餐
住宿：SHERATON HOTEL LUXOR 或 MERCURE LUXOR KARNAK 或同等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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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天 路克索／開羅（埃及博物館、懸空教堂、哈利利傳統市集、沙達特紀念廣場）
世界聞名重量級埃及博物館
收藏古物及手工藝品多達十萬件以上，文物展
品多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龐然的人面獅身
像、棺柩、雕像等讓您交錯於古老時光中。帝
王谷中圖坦卡門陵墓挖掘出的寶物、黃金面具
雕像、四具鍍金木質神龕，內層套著金質的棺
木等陪葬品更讓您目不暇給。
哈利利傳統市集
古老的伊斯蘭市集，起源於西元 14 世紀，充滿伊斯蘭色彩。在此您可以在當地茶館自費喝杯埃及的奶茶，
享受當地的悠閒自在的氣氛，或購買當地傳統的文物飾品，在這裡有各式各樣紀念品保證讓您逛的頭暈目
眩，記得在這裡殺價是一定要的唷！
懸空教堂
阿拉伯文的原名是牧拉克教堂 (El Muallaqa)，意思就是「懸吊」，這是因為這座教堂過去位在巴比倫碉堡
南門之上，看起來教堂的中庭是「吊」在走道之上，因此而得名。是埃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其歷史最早
可追溯到公元 3 世紀。
沙達特紀念廣場
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前埃及總統沙達特，在 1978 年 9 月與以色列總理在華盛頓簽署了戴維瑩協議，也因此
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埃及博物館
2. 入內參觀：懸空教堂
3. 下車參觀：哈利利傳統市集、沙達特紀念廣場
貼心提醒
1. 航班飛行時間：路克索 →（１ 小時１０分）開羅
2. 懸空教堂得名於其獨特的位置：位於開羅科普特老城中巴比倫要塞入口的上方。進入教堂需要攀登
29 級台階，因此早期來到開羅的旅行者戲稱它是「樓梯教堂」。由於目前的地面已經比羅馬時代抬高了 6
米，因此 羅曼塔樓大部分被埋在地下，減少了教堂不少的視覺衝擊力。十九世紀的雙鐘樓立面，位於鐵
門內一個狹窄的庭院內。登上台階，通過入口後是又一個小庭院，通往 11 世紀的外門廊。
3. 香精－埃及人幾千年來製作香精，埃及香精最大的特色是不含酒精成份，不加任何油類，入水即化，
所以自古仕女喜歡滴下幾點進浴缸，泡澡時香氣使人精神怡然，浴後渾身輕盈。是和世界有名的香水，加
入大量的酒精，擺久後香味會揮發掉，最不同的地方。
4. 紙莎草畫－有國王手持紙莎草莖狀的權力杖、古埃及壁畫與文字、反映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宗教生活，
還有埃及的地圖與風土人情等等，畫面多以風土人情、阿拉伯文字為主，而且都是手工繪制，上色，顏料
都用動植物和礦物為原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色彩鮮艷奪目。可以輕易攜帶回去作紀念，又可以裝框送
人的紙畫。
5. 沙畫瓶－利用不同顏色的沙在透明玻璃瓶中創作出一幅畫，勾勒出充滿中東風情的圖樣，真的是太神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536-6251 傳真:(02)2536-1983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奇了。
餐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料理 晚//飯店內套餐或自助餐
住宿：CONRAD CAIRO 或 SHERATON CAIRO HOTEL, TOWERS AND CASINO 或同等級旅館
第 09 天 開羅／阿布達比→杜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最閃亮的明星—杜拜
揮別古文明國度搭機飛往阿布達比轉往時尚之都－杜拜。
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最閃亮的明星—杜拜，這個沙漠小
邦，70 年代開運河、80 年代做貿易、90 年代推觀光，千禧
年後這裡已是中東地區的轉運中心、觀光購物城和科技網路
城，也躍進成為新現代奢華主義的國度，人生必訪之地。

(參考航班) EY- 654 13:10/18:55

貼心提醒
1. 航班飛行時間：埃及→（３ 小時４５分）阿布達比
2. 參考行車距離：阿布達比→（２小時）杜拜
餐食：早//飯店內 午//機上套餐 晚//中式料理
住宿：HYATT REGENCY HOTEL 或 SAMAYA HOTEL 或 ASIANA HOTEL DUBAI 或同等級旅館
第 10 天 杜拜（水上計程車、香料市集、黃金市集、杜拜噴泉、杜拜博物館、杜拜購物中心）
哈里發塔+杜拜噴泉
哈里發塔原名杜拜塔，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境內的摩天大樓，為當
前世界第一高樓，2010 年 1 月 4 日正式完工啟用，高度 828 公尺，斥資
15 億美金打造，寫下建築史的新奇蹟。塔內也有目前世界最快的電梯，速
度達 18 公尺/秒。杜拜塔是住商混合建築，內部有購物商場、超級豪華私
人住宅、休閒娛樂中心、餐廳、辦公室和全球精品或連鎖飯店。只要一分
鐘馬上到達位於第 124 層樓的景觀台 AT THE TOP。 目前世界最大的音樂
噴泉，水池面積達 2 個足球場大，水柱高度可達 150 米，造價 218 萬美元，
噴泉長達 275 米，搭配不同歌曲及 25 台彩色投射機，變化出不同的效果，
演奏出美麗的水舞，帶來視覺的震撼享受，也寫下世界記錄。
杜拜博物館
城堡建於 1787 年，曾經作為皇宮、要塞及監獄，很可能是杜拜最古老的建築物。現在，博物館提供各類
展覽，包括考古發現及傳統杜拜生活，還有鳥瞰圖見證杜拜自 1950 年代的發展，以及多媒體展示，介紹
杜拜在不同年代的發展。
水上計程車＋香料市集
搭乘【水上計程車】一遊杜拜河灣，前往香料市集，多半隱藏在曲折的巷弄內，體驗阿拉伯傳統市場的異
國神秘風情，瀰漫了一股濃郁的復古氣氛，在這裡可以買到世界各地的調味香料，為了配合顧客需要，許
多店舖將香料以色彩繽紛的罐子盛裝，相當有趣!
杜拜購物中心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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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世界最高的杜拜塔旁，堪稱是中東規模最大，風格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每家導覽地圖上都標示有
上百間珠寶飾品店、化妝品店、時裝店、古董店和藝術品店。還擁有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水族館，只要通過
270°的海底隧道，就可輕鬆觀賞到美麗的海底世界。
杜拜最閃亮的黃金市集
1940 年代起，來自印度與伊朗的商人與企業家來此開設店家，黃金市集旋即聞名世界，這裡有各式各樣
的商店，各種商品價格實惠，每個櫥窗都放滿黃金、手鐲、項練、戒指、鑽石、綠紅藍寶石等，是各地珠
寶商的必遊地。夜幕時分，一切顯得格外迷人耀眼！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水上計程車
2. 入內參觀：杜拜博物館、杜拜購物中心
3. 下車參觀：香料市集、黃金市集、外觀哈里發塔、杜拜噴泉
4. 登高哈里發塔不是夢，只要一分鐘馬上到達位於第 124 層樓的景觀台 AT THE TOP。費用：每人 USD75.貼心提醒
1. 參觀有 150 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的－杜拜博物館，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從
而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2. 古代的阿拉伯商人運用泥建造，設有降溫風塔的－風塔大泥屋，您可以迅速了解這個地方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
3. 晚餐為不打擾逛街遊興，請您自理。因為根據我們長久以來的操作經驗，在杜拜購物商場餐食自理是
最佳的選擇，因為您能以最輕鬆的方式感受購物商場之便利，當您來到此地就會發現，我們為何如此安排！
餐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料理 晚//自理
住宿：HYATT REGENCY HOTEL 或 SAMAYA HOTEL 或 ASIANA HOTEL DUBAI 或同等級旅館
第 11 天 杜拜（亞特蘭提斯飯店享用午餐）→阿布達比（謝赫扎伊德清真寺）／香港
(參考航班) EY- 834 21:55/10:15+1

世界頂級七星帆船旅館
外觀如一艘銀白色的帆船，矗立在阿拉伯海上，彷彿準備揚帆啟航，高 321 米，熱情好客的傳統阿拉伯
風格與現代最新科技相結合，造就了這家新世紀里程碑式的酒店。202 間豪華套房均設有大玻璃幕牆，視
野一覽無遺，杜拜及阿拉伯海灣迷人景色盡收眼簾。
亞特蘭提斯飯店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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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 15 億美金，以傳說中失落的海底古城亞特蘭提斯為藍本打造。座落在朱美拉棕櫚島外環中央最重要
的頂端位子，象徵它無法取代的皇冠地位，設計豪華的飯店接待大廳，這裡的雕塑，都訴說著無限想像的
傳奇故事。
謝赫扎伊德清真寺－世界上最奢華的清真寺
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紀念 1972 年建立阿聯酋的第一任酋長謝赫扎伊德興建的。用了
55 億美金，裝飾了 46 噸黃金，大清真寺的雄偉與細緻並存，是個令人驚豔的建築奇蹟。興建清真寺是穆
斯林神聖的宗教義務和信仰虔誠的體現。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亞特蘭提斯飯店餐廳 Kaleidoscope 享用國際自助餐。
2. 入內參觀：亞特蘭提斯飯店、謝赫扎伊德清真寺
3. 下車參觀：七星帆船旅館（僅在外參觀）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杜拜→（２小時）阿布達比
2. 航班飛行時間：阿布達比→（８ 小時２０分）香港
3. 前往杜拜最大最美最著名的－朱美拉清真寺它是杜拜城一處顯眼的地標，也是杜拜最受歡迎的攝影景
點。
4. 七星帆船旅館－迎著風昂立在阿拉伯灣中一座專為顧客打造的人工島上，周圍是磅礡的海洋，內部是
精緻豪華的阿拉伯風格設計，金色、紅色、藍色，那雍容華貴的裝潢，完美品質的建材，22 頓黃金鑄起
的阿拉伯神殿，是以金字塔為背景故事，大廳內使用高科技手法製成的噴水舞及整片牆面水族箱，更令人
為驚嘆不已。
5. 亞特蘭提斯飯店－海洋是 ATLANTIS THE PALM 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約有 64 個足球場面積大的度假村，
1539 的客房及海濱遊樂場所，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值得停留。參觀【水族館 Ambassador Lagoon】的景觀
玻璃，觀賞數萬條五彩繽紛的魚群悠遊的景觀，還可以看到魔鬼魚和鯨鯊從您面前遊過。
6. 謝赫扎伊德清真寺－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入口大廳可見純白且光亮的大理石牆面
和地板，義大利進口大理石材打造，佈滿了彩磁雕花，柔和而細緻；透光的玻璃窗和門，雕琢著回教風格
強烈的花樣紋飾。大圓拱頂覆蓋下的祈禱大廳，氣勢恢宏；近百根大理石柱上嵌上數以千計的寶石、雕花
和貝殼，刺繡般的牆飾在柔和的燈光下風格莊嚴而溫和；由伊朗藝術家設計的全世界最大地毯；高聳的圓
栱頂下垂掛著高 15 公尺、直徑十公尺、重達八噸多的奧地利進口的水晶吊燈；讓您大開眼界。
餐食：早//飯店內 午//亞特蘭提斯飯店餐廳 Kaleidoscope 晚//發餐費美金 10 元
住宿：機上
第 12 天 香港／桃園
(參考航班) HX-264 12:00/13:55
班機於抵達香港，隨後搭機飛返國門，結束此次難忘的埃及+杜拜古文明之旅。 敬祝旅途愉快萬事如意。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
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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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出團備註：
感謝您對於埃及+杜拜地區團體的青睞，為了使您對於此行操作更加了解，特將埃及地區團體旅遊產品有
關的操作情形向您報告，盼能增加您對埃及+杜拜旅遊產品的認識，並做好行前周全的了解。是為本公司
應盡告知的責任，也保障您的權益。
A. 關於埃及出遊所需的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埃及旅遊前必須申請落地簽証。(請注意：持有之護照需有半年以上之
有效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有雙重國籍或其
他國家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業務服務人員。護照持有人，如因個人因素導
致當地海關拒絕入境，請自行負責。如因被拒入境所產生之相關團體損失費用，本公司將依旅遊定型化契
約規範請求被拒旅客賠償。
B.關於餐食的說明：
‧埃及旅遊之一般餐食安排為西式餐自助餐或套餐式；中式餐八菜一湯。皆不包含飲料。餐廳內免費提供
之飲用水皆為自來水，其餘飲料皆須另外付費！
若行程中有特殊餐食需求，如素食、兒童餐或一張大床、嬰兒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本
公司將盡力協助貴賓達成需求。但須以航空公司或餐廳、飯店提供之結果為準。
‧素食：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之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無法如國內之素食
烹調標準般嚴謹。除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
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所以在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
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請素食貴賓見諒！建議自行準備符合口味及方便攜帶的副食品或點心備用，如
餅乾、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團體旅行中安排在中國餐廳用餐時，只有俄羅斯莫斯科、聖彼得堡才有
中國餐廳，受限於材料來源、當地飲食民情及廚師素質，實無法與國內相比較。若無法盡善盡美盡如您意，
尚請見諒！感謝您的體諒！
C.小費是對領隊、導遊及服務人員服務態度的肯定，是一種表達感謝的方式，也是一種國際禮儀；沒有強
制性，但根據各國的風俗不同，有不同的標準，請各位貴賓對表現良好的領隊、導遊及服務人員給予小費，
讓他們良好的服務態度受到肯定及鼓勵。
(1)、領隊/司機/導遊服務小費：每天美金１０元
(2)、助理服務小費：每天美金１元
(3)、飯店房間床頭清潔小費：每間房每天美金１元
(4)、飯店行李小費：每件行李進出房間各美金１元
(5)、火車行李小費：每件行李上下火車各美金１元
(6)、火車服務員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包含床頭小費)
(7)、遊輪小費：每天美金 ３元 (包含船上餐廳服務生、行李、房間清潔員、床頭小費)
(8)、搭乘風帆船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9)、搭乘費拉島接駁船來回：每人美金１元
(10)、搭乘馬車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11)、騎乘駱駝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12)、四輪傳動車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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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年長者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
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敬請諒察。另由於隨團領隊必須於工作時間全面照料所有參團
成員，若有不便，尚請海涵。
E許多以埃及建築為主房間大小不一，團體房均由飯店主導安排，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
請諒察。因埃及每個城市全年度有許多大小展覽，如遇展期致飯店客滿，我們將以同等級同性質飯店替代，
尚請諒察。埃及住宿飯店等級說明：國人往往習慣以星級多寡評鑑旅館等級，然而世界各國評鑑旅館標準
不一，莫衷一是，實不應將不同地區之旅館，作同一標準性比較。以東南亞、北美地區地廣人稀的特性而
言，較適合大型旅館發展，故旅館之豪華程度，往往令人咋舌！
F飯店內不主動提供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飯店都有，並另請自備拖鞋。(衛生用品如必須，可以
在飯店內需求，惟需要自行支付服務小費或相關費用！)
G埃及飯店內所提供之上網方式仍以須要收費為主，各家飯店的上網費用，如未盡清楚，請於現場詢問領
隊協助了解。
H醫療保健藥品部份：
埃及其行程由於當地狀況、交通規劃與台灣較為不同，相對而言，走路行程不算少。同時有可能因為維護
古蹟的考量，古城內的道路狀況多是砌石路面。請考量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參加較為適合之旅遊產品。
如有上山等行程，多為搭乘纜車或齒軌車上、下山，移動之速度較為和緩，但若個人體質因素，恐有高山
症之徵狀或後遺症影響請考量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參加較為適合之旅遊產品。本公司接受法規之規範，恕
不提供任何醫療藥品，個人藥品及其它必需品請自備。
I關於埃及的廁所：
基本上都是需要"使用者付費"，敬請準備零錢預算斟酌使用。
J.如何撥打國際電話：
埃及國碼：20
◆ 由埃及打回台灣
00（埃及冠碼）＋886（台灣國碼）＋台灣城市區域碼＋對方電話號碼
◆ 由台灣打到埃及
002（台灣冠碼）＋20（埃及國碼）＋埃及城市區域碼＋對方電話號碼
杜拜國碼：971
◆ 由杜拜打回台灣
00（杜拜冠碼）＋886（台灣國碼）＋台灣城市區域碼＋對方電話號碼
◆ 由台灣打到杜拜
002（台灣冠碼）＋971（杜拜國碼）＋杜拜城市區域碼＋對方電話號碼
※ 請注意，城市區域碼不需加0，如台北市區域碼為02，撥的時候只需撥2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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