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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內陸機開羅直航亞斯旺，減省半天車程，充裕時間展開旅程 

連泊 2 晚洪加達【HILTON】 

連泊 3 晚豪華尼羅河遊船【5星 MOVENPICK MS】 

卡巴布烤肉串 (Kebab)、特色烤乳鴿 (Haamaam)、沙漠燒烤晚宴 

埃及 EGYPT 全包行程#

 + 膳食 

金字塔‧阿布辛貝神殿‧日落四驅車‧全程 5 星‧海陸空之旅 

 暢遊 5大名城：【開羅‧亞斯旺‧金安堡‧樂蜀‧洪加達】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重本安排 

節省車程 

全程 5 星 

地道響宴 

「洪加達四驅車之旅」穿過撒哈啦沙漠，走進游牧民族村莊 

「埃及博物館」人生必到 (已包參觀千年木乃伊館) 

「阿布辛貝神殿」重本安排內陸航班往返亞斯旺，免卻舟車勞動 

「艾芙神廟」已包兩人一部特色馬車遊覽埃及最完整神廟 

FPM10TK 天 

 



   

   

  

  

亞斯旺 Aswan 

FPM10TK : 4 月 1日至 9月 30 日生效 SIGHT-SEEING 

開羅 Cairo 

樂蜀 Luxor 

法老王長眠之地 「帝王谷」 

共有 60多座帝王陵墓，遍佈著古埃及新王朝時期第 18至

20 王朝之間的多位法老王及貴族的陵墓。新王國時期期

待重生的埃及法老因怕死後遭被盜墓，於是不再建造金

字塔，結果將陵墓藏在這個小山谷裡。當中包括古埃及新

王國時期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以及唯一一座沒

有被盜墓賊搜括一空的圖坦卡門的墓穴等。 

世界七大奇蹟 

「吉薩金字塔區、獅身人面像」 
四千多年前法老王的陵墓，有保護法老王的功能，建造時動

用了十萬民工，二百三十萬塊巨石，歷時 20 年才完工，工程

浩大。主要由三個金字塔、獅身人面像、河谷神殿、堤道及

太陽船博物館組成，是世界最著名雕像之一。有關於其的建

造者以及建造時間，目前為止仍是一個謎團。 

三千年歷史文物古蹟 「埃及博物館」 
建於 1891 年，共有二層樓高，展品按年代順序陳列在多個
展室中。一樓陳列公元前 27-22 世紀古埃及時代到 5-6 世
紀羅馬統治時代的歷史文物；二樓設木乃伊、珠寶、棺木、
繪畫、紙草文書等專題陳列室。當中圖坦卡蒙的黃金王座、
圖坦卡門的黃金面具、特產紙莎草等也是非常值得欣賞的
文物。 

溫馨提示: 館內禁止穿涼鞋及攜帶背包；如使用相機拍照， 

則須額外購買照相券約 50埃及磅 

 

埃及第二大且保存最完整 「艾芙神廟」 

特別安排兩人一部特色馬車約 30 分鐘前往艾德芙神殿，

位於尼羅河西岸的埃德富，是埃德富保存得最好的神廟，

因距離尼羅河碼頭有段距離，主要為亞歷山大大帝之後的

托勒密王朝時期的神廟，供奉鷹頭神「荷魯斯」，同時亦

會作宗教祭祀活動。神殿牆上刻畫著古埃及神話、宗教等

紀錄，充滿神話故事及歷史古蹟。 

包兩人一部特色馬車 

世界文化遺產的誕生 

 

「阿布辛貝神殿」 

乘坐約 45 分鐘內陸機來回，減省 8 小時車程。神殿一度

淹埋在沙塵中，直到 1813 年才被瑞士探險家意外發現，為

了保護古遺跡，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由一隊國際工程專家

切割成一塊塊再分批運送過來組裝移至高出遺址 60 餘米

的高地上，使他們免遭上漲的尼羅河的破壞。而正是這次

行動促進了世界遺產名錄的誕生。 

重本安排內陸航班往返亞斯旺 



   

 

   

     

選乘豪華低密度 5 星 Movenpick 系列河船，全船只有 46-66 間

艙房，優雅寧靜。 

 

連泊 3 晚展開世界上著名尼羅河遊船之旅，沿途停泊亞斯旺、

金安堡及樂蜀，遊覽岸上歷史古蹟。 

 

客艙面積約 230 平呎，裝潢雅緻，配有浴室、獨立控制空調、

電視、迷你酒吧和 GSM 國際電話。船上設施包括:餐廳、大型

游泳池、日光浴平台和健身房等。 

連泊 3晚 尼羅河遊船 Nile Cruise 
【5星豪華 Movenpick MS】 

SIGHT-SEEING & ACCOMMODATIONS 

嚴選住宿 

FPM10TK: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洪加達 Hurghada 

特別安排 

摩西與紅海 「洪加達」 

「四驅車沙漠之旅」 探訪游牧民族村莊 

1) 搭乘沙漠四驅車，馳騁於沙漠中，司機將帶領你隨著沙丘起

伏，追逐層層沙浪，沿途於不同位置停下來，讓你感受沙漠中

海市蜃樓影像 

 

2) 遊覽沙漠游牧民族「貝都因村莊」享用特色午餐及品嘗傳統

貝因茶 

 

3) 專人帶領騎乘駱駝，漫遊撒哈拉沙漠（全程約 50 分鐘或可選

擇於貝都村莊散策），黃昏欣賞日落美景，享用沙漠開放式自

助晚餐，晚上於沙漠天空下觀賞漫天星空及精彩肚皮舞表演 

 

溫馨提示: 建議帶備防曬用品、太陽眼鏡、帽子、圍巾及潤唇膏 

紅海省首府，紅海位於亞洲與非洲之間。聖經記載「出埃及

記」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描繪了新約中所啟示神的救恩；而過

紅海則代表神選民救恩第一階段的完成。 1980 年代開始發展為

一個渡假城市，市內有多個海灘，陽光充沛。遊客可在泳灘游

泳及乘潛艇欣賞紅海海底的珊瑚景色所啟示神的救恩；而過紅

海則代表神選民救恩第一階段的完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6%B3%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6%B3%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B%E8%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8A%E7%91%9A


   

 

   

  

  

香港     伊斯坦堡 (土耳其）  開羅  

開羅     尼羅河貿易終點站「亞斯旺」 ~ 亞斯旺水壩 為了解決尼羅河每年夏天氾濫的問題，嚴

重影響農民生計，在前蘇聯的幫助下興建了高 111米的大水壩 ~ 未完成方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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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完成後將會是全球最大的方尖碑  

摩西過紅海「洪加達」~ 沙漠四驅車之旅 (備註 9,10,15) ~ 遊覽沙漠游牧民族「貝都因村莊」 

~ 駱駝漫遊 專人帶領騎乘駱駝漫步撒哈拉沙漠，參觀沙漠中的貝都因人村莊，探索傳統文化 (備註 10)  

~ 傳統肚皮舞歌舞晚宴 (備註 11) 

 

特別安排 

連泊 3 晚 
【豪華 5 星遊船】 

 

MOVENPICK MS 

 

或 

 

MS FAIRA 

(備註 14,15) 

連泊 2 晚 
【洪加達 5 星】 

 

 

HILTON  

或 

MOVENPICK 

或 

OBEROI SAHL 

HASHEESH 

免費大堂及房間 

DAY7 樂蜀 ~ 帝王谷守護神「萬儂神像」是兩座高 20 米的神像矗立在帝王谷外，神殿有個傳說，當這神殿倒

塌後，神像每天清晨時份皆會發出「呼」「呼」聲，所以當地人稱之「萬儂之歌」 ~ 洪加達(車程約 5 小時) 

Luxor ~ Colossi of Memnon ~ Hurghada 

早餐  尼羅河遊船上 午餐  尼羅河遊船上/當地餐廳 晚餐  酒店餐廳 

DAY8 

Hurghada ~ 4WD jeep safari tour ~ Bedouin Village ~ Camel riding ~ Belly dance show & Dinner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沙漠燒烤晚宴 

DAY5 亞斯旺 ~ 古埃及金城「金安堡」 ~ 鱷魚神殿及老鷹神殿 又被稱為「雙神廟」，分別供奉鱷魚神

「索貝克」以及鷹神「荷魯斯」，神廟的左右幾乎完全對稱。除了神廟外，更可親一睹難得一見的鱷魚木乃伊  

~ ＊埃及最完整神廟「艾芙神廟」【包兩人一部特色馬車】廟內主要供奉鷹頭戰神荷魯斯(備註 13,15)  

~ 世界最大露天博物館之稱「樂蜀」 

Aswan ~ Kom Ombo Temple ~ Edfu Temple ~ Luxor 

早餐  尼羅河遊船上 午餐  尼羅河遊船上 晚餐  尼羅河遊船上 

DAY6 
樂蜀 ~ 法老王長眠之地「帝王谷」 共有 60 多座帝王陵墓，當中包括古埃及新王國時期最著名的法老拉

美西斯二世，以及唯一一座沒有被盜墓賊搜括一空的圖坦卡門的墓穴等 ~ 女王神殿 由「第十八王朝法老」哈

特謝普蘇特建造，亦是古埃及一位著名的女法老 ~ 最受敬仰的地方「卡納克神殿」 許多埃及王朝的政

治、宗教及文化中心 ~ 樂蜀神殿 建於公元前十四世紀，其後數百年經歷多次擴建 

Luxor ~ Valley of the Kings ~ Temple of Hatshepsut ~ Temple of Karnak ~ Luxor of Temple 

晚餐  尼羅河遊船上 早餐  尼羅河遊船上 午餐  尼羅河遊船上/當地餐廳 

DAY3 

Cairo    Aswan ~ High Dam ~ Unfinished Obelisk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特色烤乳鴿 晚餐  酒店晚餐 

ITINERARY   FPM10TK : 4 月 1日至 9月 30 日生效 

(備註 2,5,7,8,12,16) 

(備註 2,3,4,6) 

酒店 

DAY1 

Hong Kong    Istanbul (Turkey)   Cairo 

【開羅 5 星】 

 

 

SHERATON CAIRO 

或 

MARRIOT CAIRO 

免費大堂及房間 

【亞斯旺 5 星】 

 

 

SOFITEL ASWAN 

或 

MOVENPICK ASWAN 

免費大堂及房間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尼羅河遊船上 

DAY4 

Aswan    Abu Simbel     Aswan ~ Nile Cruise 

埃及首都「開羅」 ~ 世界首座「沙卡華梯形金字塔」 建於第三王朝約公元前 2600 年共有 6 層，

高 62米 ~   ＊吉薩金字塔區 佇立在沙塵超過 4500 年，主要由三座金字塔、人面獅身像及太陽船博物館

組成 ~ 獅身人面像 ~ 阿拉伯香水工房 ~ ＊埃及博物館 共有兩層樓高，一樓依時序展出，二樓則

按主題性陳列，收藏超過 12 萬件文物 (備註 17)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航班上 晚餐  當地餐廳 

DAY2 

   Cairo ~ SAKKRA Pyramid ~ The Pyramids at Giza ~ Sphinx ~ Perfume Shop ~ Egyptian Museum 

亞斯旺        ＊世界遺產名錄的誕生「阿布辛貝神殿」(備註 18)     亞斯旺 

~ ＊尼羅河遊船   沿著被金色沙丘環繞的尼羅河河谷揚帆而行，揭開古埃及另一層神秘的面紗(備註 14,15) 



   

 

   

 

【溫馨提示】 

 如出發前感到身體不適，敬請出發前徵詢家庭醫生意見是否適合 

外遊，以免在旅途中未能獲得適當治療而影響旅程 

 証件必須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計) 

 當地活動工作人員或公共設施收取之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服務費約埃及鎊(EGP)$1-20，請客人自行考量 

# 每人每天建議服務費為 HKD150，包括領隊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及 

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並不包括行程內其他服務收費。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埃及】旅遊資訊 

簽證簡介 
1) 持香港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不需辦理簽證 

2) 持 BNO 護照：需辦理一般簽證 

3) 持外國護照：需辦理電子簽證 

★辦理簽證所需之申請資格、文件、費用及批證期詳情，

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wwpkg.com.hk 

天氣及時差 月份 

4-9月 

天氣(平均氣溫) 

攝氏 14 ~ 34 度 

＊埃及當地時間慢香港 6 小時  

＊因埃及佔地廣闊，不同地方溫度差異較大，敬請注意 

FPM10TK: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Hong Kong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航班上 

香港   
DAY10 

DAY9 洪加達 ~ 開羅 ~ 蘆葦草紙品坊 ~ 埃及最大型的露天市集「哈利利露天市集」 由驛站改建

而成，市集內各類型商店林立，更可充分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備註 12)      伊斯坦堡(土耳其) 

Hurghada ~ Cairo ~ Papyrus Shop ~ Khan El Khaliy Bazaars    Istanbul(Turkey)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航班上 

牌照號碼:350217 FPM10TK (APR)-ITX2021 製表日期:2 FEB 2021 

(備註 2,5,7,8,12,16) 

(備註 2,3,4,6) 

酒店 

ITINERARY  

 

TK 71 23:15    06:05 +1 

TK690 07:25    08:40 

【土耳其航空・伊斯坦堡轉機．開羅來回】 

香港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開羅 

TK695 21:20    00:45+1 

TK 70 02:00    17:05 

開羅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香港 

備註 

1)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如有任何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將有機會入住另一酒店，不能與客人入住同一酒店，敬請留意。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由於每樓層房間供應有限，因此同團或同組合的客人有可能被安排於不同樓層，以酒店最終安

排為準。 

4)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閣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6)  如報名時為單人或單數組合，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A) 單人報名，客人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安排，

不得藉故退出。 

B) 3 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 或 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

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

如最終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7)  酒店晚餐將以西式 3 道菜或自助餐供應，視乎酒店當天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8)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

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在參與 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

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內容及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

旅客須承擔因 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9) 【沙漠四驅車之旅】４-6 人一車，故有可能同一組客人會被安排乘坐不同車輛，客人不可藉此

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見諒。 

10) 乘坐四驅車或駱駝的過程中有機會造成搖晃及震盪，客人可自行選擇參加與否。如不參加之客

人將視作自動放棄而相關的費用不會退還，客人可於酒店休息，敬請留意。 

11) 如遇伊斯蘭教齋戒月(Ramadan)，在此期間會取消肚皮舞表演及部份餐廳不設酒精飲品供應。 

12) 如遇以上旅遊景點、參觀博物館等節目休息或維修或臨時關閉，行程/景點將改為外觀拍照或以

其他景點取替，一切以旅團集合/當地接待為準。 

13) 如遇上客滿或其他問題未能安排馬車，將會改為乘三輪車或當地巴士往來艾芙神廟。 

14) 若尼羅河遊船之船期更改，行程次序或會有所調動，一切以船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敬請留意。 

15) 【尼羅河遊船】上全體工作人員建議服務小費為每人每日美金 6 元;【馬車】之工作人員建議服

務小費為每人美金 2 元;【沙漠四驅車之旅】之工作人員建議服務小費為每人美金 3 元， 

敬請留意。 

16) 部份入場博物館及古蹟之景點，均須額外購買門票方可攜帶相機入內拍照，敬請留意。 

17) 【埃及博物館】如攜帶相機入內拍照，須額外購買門票約 50 埃及鎊，手機拍照不用收費，一切

以當地實況為準，敬請留意。 

18) 【阿布辛貝神殿】如因天氣或特殊情況而未能前往參觀，將退回每位港幣 1,500 元，敬請留意。 

19)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20)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21)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 223 號指引，旅行社如因

「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 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

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有關收費請參閱報名表背頁旅遊細則及責任事項。  

22) 有關旅行團建議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