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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埃及 11 天～一段國內航班、阿布辛貝聲光秀、尼羅河畔五星 

  

搭乘日 啟程地/目的地 預計使用參考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台北 /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25 21：55 05：10+1 12 小時 15 分 

 伊斯坦堡 / 開羅 土耳其航空 TK-690 07：25 08：40 2 小時 15 分 

 開羅 / 亞斯文 埃及航空 MS-395 13：00 14：25 1 小時 25 分 

 開羅 /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695 21：25 00：45+1 2 小時 20 分 

 伊斯坦堡 / 台北 土耳其航空 TK-24 02：05 17：40 10 小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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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桃園／伊斯坦堡 

人害怕時間；而時間害怕金字塔 

埃及由尼羅河所孕育出的古老文明，四千

多年前古王國的輝煌的金字塔時期，三千

多年前新王國的鼎盛時期，然後歷經希臘、

羅馬、阿拉伯民族、鄂圖曼土耳其的統治，

幾經戰亂，幸好古埃及的文物並沒有完全

在戰亂中毀掉，拿破崙開啟了埃及的另一

頁，古埃及的文明在這些探險家和考古學

家中活了過來。現在就讓我們一窺這神秘國度…。 

貼心提醒 

航班飛行時間：桃園→（12 小時 15 分）→伊斯坦堡機場→（2 小時 15 分）→開羅機場。 

時差：比台灣慢 6 小時。 

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舒適的衣服及寬鬆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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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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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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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國籍者、或持多本護照的貴賓，請自備相關之證照或文件，以免自誤無法出境，影響行程。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

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敬請貴賓們諒解。 

航空公司的團體機位均無法提前選位，若有機艙位子需求的貴賓，請補價差，改訂可以選位個人機票。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第二天 伊斯坦堡／開羅 Cairo【階梯金字塔、孟菲斯博物館】 

抵達後，前往參觀階梯金字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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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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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雕成之拉姆斯二

世像及雪花石所雕成之獅身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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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內參觀：階梯金字塔、孟菲斯博物館 

餐食：早餐：xxx 午餐：埃及料理  晚餐：埃及料理  

住宿: Grand Nile Tower 

 

第三天 開羅【古城堡區、穆罕默德清真寺、埃及博物館(皇家木乃伊室)、哈利利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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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博物館(皇家木乃伊室)收藏古物達十

萬件以上的著名★

埃及博物館，豐富

的文物收藏，像是

一部活生生的埃及

古文明史，尤以圖唐卡門法老王的陪葬品、黃金棺、黃金

面具、★木乃伊室等，令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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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您可以自費在當地茶館喝杯埃及的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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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安排：埃及博物館(包含皇家木乃伊室)。 

入內參觀：古城堡區、穆罕默德清真寺。 

下車參觀：哈利利傳統市集。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埃及風味餐(烤乳鴿+烤餅)   晚餐：尼羅河遊船晚餐 

住宿: Grand Nile Tower 

 

第四天 開羅 Cairo／亞斯文 Aswan →阿布辛貝 Abu Simbel【阿布辛貝神殿+聲光秀】  

上午前往開羅機場後，轉乘搭國內航班前往亞斯文。

隨後專車前往阿布辛貝神殿位於埃及最南方的阿布

辛貝神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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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安排：阿布辛貝神殿聲光秀。 

入內參觀：阿布辛貝神殿。 

貼心提醒: 最後一班巡護車隊 15:00 

今日因阿布辛貝燈光秀行程，故須安排入住阿布辛貝

地區飯店，該地區飯店選擇有限，房況條件皆有所不足之處，敬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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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飛行時間：開羅機場→（1 小時 30 分）→亞斯文→（3 小時 30 分）→阿布辛貝。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配合班機~安排餐盒   晚餐：埃及料理  

住宿: Nefertari Hotel Abu Simble 

 

第五天  阿布辛貝→亞斯文【伊希斯神殿、阿斯旺水壩、風帆船、尼羅河遊輪之旅】 

早餐後，專車返回亞斯文。抵達後前往午餐,餐後參觀伊希斯神殿敬奉歐西里斯、伊希斯、荷魯斯三

位神祇，伊希斯是埃及最有名的女神，掌管生命與健康，保護小孩的神明。神殿融合古埃及、古希臘

和古羅馬的文明，這裡的建築及繪畫藝術幾乎無懈可擊，充滿優雅和魅力，集高貴與魔力於一身，有

人形容費萊神殿是－埃及的珍珠。亞斯文大水壩具有調節尼羅河水位及發電功能水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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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帆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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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斯文的尼

羅河畔搭乘三角風帆船，微風徐徐吹來，藍天白雲，清澈的河水，沿途秀麗的風光，彷彿置身於世外

桃源。船家載歌載舞的唱著努比亞人的歌曲，非常的浪漫愜意。

 
特別說明 

門票景點：伊希斯神殿、風帆船。 

下車參觀：亞斯文大水壩。 

今日抵達亞斯文辦理登船手續，展

開尼羅河 4 天 3 夜遊輪之旅。尼羅

河河速緩慢平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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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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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行車時間：阿布辛貝→（3 小時 30 分）→亞斯文。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遊輪上西式   晚餐：遊輪上西式  

住宿: M/S Miss Egypt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http://www.nefertarihotelabusimble.net/
http://www.ntsegypt.com/Cruises-Details.aspx?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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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第六天  亞斯文 Aswan→康孟波 Kom Ombo【康孟波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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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邊則祭祀鱷魚神索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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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殿旁邊有個鱷魚博物館，裡面有許多鱷魚

木乃伊和一起出土的製作器具與一些陪葬品。 

特別說明 入內參觀：康孟波神殿。 

餐食：早餐：遊輪上西式  午餐：遊輪上西式   晚餐：遊輪上西式  

住宿: M/S Miss Egypt 

 

第七天 康孟波 Kom Ombo→艾德芙 Edfu 【搭乘馬車前往艾德芙神殿】→途經伊斯納水閘→路克索

Luxor【帝王谷、哈姬蘇女王神殿、曼儂巨像】 

今日下船後特別安排搭乘馬車(2~3

人一台)前往參觀霍魯斯神殿(艾德

芙神殿)，此神殿是埃及保存最完整

的建築，到現在幾乎還維持當年的

原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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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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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 

特殊安排：搭乘馬車前往艾德芙神殿。 

入內參觀：帝王谷、哈姬蘇女王神殿、曼儂巨像。 

餐食：早餐：遊輪上西式  午餐：遊輪上西式   晚餐：遊輪上西式  

住宿: M/S Miss Egypt 

http://oceansk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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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路克索 Luxor【路克索神殿、卡納克神殿像】→紅海渡假勝地～虎加達 Hurghada 

世界上最大之一的露天史前古蹟卡納克神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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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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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規模不似卡納克神殿。午餐

後,專車前往聞名於世的紅海渡假勝地－虎加達，永遠的

晴天、清澈的海水，是熾熱沙漠中的避暑度假勝地，沿

途一邊沙漠、一邊為美麗的紅海的奇特景致，讓您發現您所不知的埃及面貌。 

特別說明 入內參觀：路克索神殿、卡納克神殿像。 

貼心提醒 參考行車距離：路克索→（4 小時）→虎加達。 

餐食：早餐：遊輪上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 Sea Star Beau Rivage Hotel 

 

第九天   虎加達【四輪傳動車探訪貝都因部落】～開羅 Cairo 

虎加達湛藍的天空加上蔚藍的海水，綿延不盡的沙漠，

宛如世外桃源！紅海是世界聞名之潛水勝地，紅海水質

清澈見底，海底有許多色彩鮮艷的魚群悠遊其中，兩岸

滿佈細軟的沙灘、溫暖的海水及充沛的陽光，水底盡是

熱帶魚和珊瑚礁，被譽為世界十大潛水勝地之一。早餐

後安排★搭乘四輪傳動車奔馳在廣闊的荒漠沙源，追逐

層層沙浪，一望無際的撒哈拉沙漠就在眼前，途中可以

http://oceansk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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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海市蜃樓的沙漠奇景，並前往貝都因部落，抵達後享受他們熱情的貝都因部落傳統風味餐招待，

並體驗貝都因人以獨特的方式寧靜的生活在這片沙漠中，怡然自得！午餐後，前往專車返回開羅。紙

莎草是歷史上最早、最便利的書寫材料大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人就開始使用莎草紙，是古文

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對紙莎草十分崇拜，後來成為地中海地區一種通用的書寫材料，希臘、

羅馬及阿拉伯都曾經用它書寫。 

特別說明 : 搭四輪傳動車探訪貝都因部落  入內參觀：紙莎草店、香精油店。 

虎加達是埃及濱臨紅海的休閒渡假區，湛藍的天空加上蔚藍的海水，綿延不盡的沙漠，宛如世外桃源！

今日上午您可到小鎮附近逛逛，或在飯店內慵懶地閒晃、去沙灘散步或游泳，您可於充滿陽光及沙灘

的海岸充份享受一個悠閒的時光。 

 

參考行車時間：虎加達→（5.5 小時）→開羅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飯店內   晚餐：埃及料理 

住宿:  Le Méridien Pyramids Hotel & Spa 

 

第十天  開羅【吉薩金字塔區、騎駱駝、金字塔入內參觀、人面獅身、土產雜貨店】／伊斯坦堡 

吉薩金字塔區 1979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埃及

境內目前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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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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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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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內參觀：吉薩金字塔區、金字塔入內參觀、人面獅身、土產雜貨店。 

今日安排金字塔入內參觀，將依現場狀況擇一入內；金字塔為密閉空間，旅客請自行評估身體狀況，

若放棄入內恕無法退費，敬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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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Mena House 套餐  晚餐：埃及料理或中式料理 

航班飛行時間：開羅→（2 小時 20 分）→伊斯坦堡 

 

第十一天  伊斯坦堡／桃園   

期待再相逢！ 班機於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此次難忘的埃及古文明之旅。 敬祝旅途愉快萬事如意。 

航班飛行時間：伊斯坦堡→（10 小時 35 分）→台北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行程順序依實際確認之航班而定，並以出發前之說明會資料為主，如遇特殊情況

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

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埃   及   旅   遊   地   圖 

 

＜埃及阿拉伯共和國簡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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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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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地理位置： 

埃及疆域橫跨亞、非兩洲，當中大部分位於非洲東北部，另外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西奈半島位於亞洲西

南部。西面與利比亞為鄰，南與蘇丹交界，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北臨地中海。埃及

全境有 95%為沙漠。世界第一長河尼羅河從南到北流貫全境，境內長 1350 公里，兩岸形成寬約 3-16

公里的狹長河谷，並在首都開羅以北形成 2.4 萬平方公里的三角洲。這兩岸的河谷及三角洲地帶，雖

然只佔埃及全國總面積的 4%，但卻是埃及 99%的人口聚居所在。 

 

三. 土地面積：1,001,449 平方公里。(約台灣 27.7 倍大) 

 

四. 人 口：約 8300 萬人。(大開羅約 1000 萬人) 

 

五. 首 都：開羅 Cairo 

 

六. 宗 教：90%以上信奉伊斯蘭教，其他信奉科普提克基督教及其他宗教。 

  

七. 語 言：埃及人使用阿拉伯語，但在旅遊點或大都市，可用英語。 

 

八. 氣 候： 

1.地處北非沙漠帶，沙漠地帶早晚溫差大，全境乾燥少雨。 

2.尼羅河三角洲和北部沿海地區屬地中海型氣候；年平均降水量 50-200 毫米。 

3.其餘大部分地區屬熱帶沙漠氣候，炎熱乾燥，沙漠地區氣溫可達 40℃，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30 毫米。 

※ 氣溫參考表： 

城 市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REMARK 

開 羅 18 20 24 28 33 34 35 35 32 31 25 21 AVG TEMP 

亞斯文 23 26 29 24 39 42 42 41 40 33 32 26 AVG TEMP 

 

九. 衣 著： 

1.夏季(3-10 月)炎熱，以夏天衣服為主，建議準備棉質、透氣的夏季衣物短袖或薄長袖。冬季(11-2 月)

涼爽，以秋冬裝為主，早晚溫差大，冬天以洋蔥式穿著，攜帶薄長袖，再外搭秋冬季保暖外套、毛衣。 

2.以輕便舒適好走的鞋為宜，建議可攜帶一雙輕便的拖鞋或涼鞋。 

3.請注意防曬，請攜帶遮陽帽子、太陽眼鏡與防曬油、及遮陽傘。 

4.由於氣候乾燥，所以請務必要攜帶乳液、乳霜、護唇膏、肌膚保養品及保濕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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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紅海渡假區飯店、尼羅河遊輪上都有游泳池，可攜帶泳裝。 

6.進入清真寺請注意：不要穿著無袖上衣，或短褲、短裙。 

7.若有騎乘駱駝的行程，建議女性旅客勿穿裙裝，以方便體驗的穿著為宜。 

8.首都開羅的空氣污染問題較為嚴重，建議準備口罩或溼紙巾。 

 

十. 餐 食： 

1.以中西式料理為主，搭配埃及當地風味餐食。開羅有中餐廳，但其他旅遊城市就很難吃到中餐，如

果您的行程安排搭乘尼羅河遊輪的話，搭船期間餐飲都會在船上使用自助餐。 

2.若擔心飲食方面會不習慣，可自備零食：如泡麵、餅乾等。惟請請尊重埃及當地伊斯蘭教信仰，所

有食品外包裝不可以有豬的圖案。 

3.埃及為伊斯蘭教文化，無吃素習慣，故素食菜色選擇較少，建議茹素旅客可自備糧食。 

4.由於氣候比較乾燥，請多補充水分，礦泉水是不可少的解渴良方。 

5.飲用水請購買礦泉水。當地自來水勿直接飲用，亦不可自行在飯店內煮水，建議旅客攜帶水壺、保

溫瓶，可在餐廳用餐時裝水。 

 

十一.住 宿： 

1.飯店不提供一次性備品，請旅客自備牙刷、牙膏、拖鞋。 

2.當地飯店一般不提供免費上網服務，僅少部分飯店大廳內有免費網路可供使用。如有客人需要上網，

需與飯店人員聯繫，或者可由領隊協助旅客在當地購買網路卡，費用請自理。 

3.若行程中有安排搭乘尼羅河遊輪，搭船期間可自備書籍、娛樂、零食。 

4.若行程中有安排搭乘夜臥火車，提醒您夜臥火車無浴室配備且活動空間小，無法方便使用行李箱，

故搭乘前本公司將安排各位旅客，先至飯店盥洗(四人一室)，請您先打包好當晚於飯店盥洗所需物品。 

4.埃及電壓與台灣不同，請旅客記得攜帶轉接插頭及適用當地電壓電器。 

5.近日埃及電力供應不穩，可能偶有停電的情況發生，請自備手電筒，以避免摸黑。 

 

十二.貨幣單位： 

1.埃及貨幣稱為埃及鎊 Egyptian Pounds(LE)，旅客可攜美金，於埃及機場兌換埃及鎊。紙鈔面額有 200、

100、50、20、10、5 (LE)；硬幣有 1(LE)、50、25、20、10、5(pt)。  

2.匯率 1 美元約= 17 埃及鎊，1 埃及鎊約= 2 台幣。近日匯率變動較大，消費時請自行留意。(建議在

機場用美金更換埃及鎊；注意不要換太多，回程機場不太樂意換回美金) 

 

十三.電話：＊台灣撥打至埃及 002+20+當地區域碼+電話號碼 

           ＊埃及撥打至台灣 00+886+2(台北區域碼)+家用電話號碼 

 

十四.電壓：220 伏特/50 週波率。 

 

十五.插座：二插孔圓型(歐規)，如因個人需要可自備變壓器。 

十六.時差：埃及時間比台灣時間慢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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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其 他： 

1.請個人保管好自己的隨身行李及貴重財物等，記得包不離身，不可放置於無人看管的飯店房間、旅

遊巴士及餐廳座位上！！任何公共場所、任何時間切勿掉以輕心！旅行中請多注意人身安全，謝絶私

自脫隊離團，敬請配合，謝謝！！！ 

2.請自備胃腸藥、感冒藥及個人使用隨身藥品。 

3.請勿攜帶無線對講機、遙控飛機、空拍機、無線通訊設備..或相關設備到埃及，以免引起國家安全

單位的調查，導致影響您的旅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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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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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

收取非硬性強收，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如表現佳，

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

的建議如下，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標準： 

1、 領隊/司機/導遊服務小費： 

每天美金 10 元，例如:* 10 天團 美金 100 * 11 天團 美金 110 * 12 天團 美金 120  

2、助理服務小費：開羅美金 2 元/亞斯文美金 1 元/路克索美金 1 元/虎加達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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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元，例如:4 天 3 夜遊輪共美金 16 元 (包含行李小費、船上餐廳服務生、房

間清潔員、床頭小費) 

8、搭乘風帆船小費：每人美金 1 元  

9、搭乘馬車小費：每人美金 1 元  

10、騎乘駱駝小費：每人美金 1 元 

11、四輪傳動車小費：每人美金 1 元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 感謝您選擇本公司‧並祝旅途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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