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埃及、尼羅河、巴哈雅綠洲、黑白沙漠、水晶山精景遊
PMLB/PMLBP

暢遊：埃及(開羅、樂蜀、尼羅河、阿斯旺、 巴哈雅綠洲、水晶山、黑白沙漠)

行程特點及美食﹕

香港
1

黑白沙漠

巴哈雅綠洲

★ 開羅住宿五星級酒店及3晚五星
級遊船
★ 率先安排參觀埃及神秘的沙漠綠
洲，乘四驅車進入浩瀚壯觀之黑
白沙漠及散落於沙漠之中的水晶
山
★ 參觀巴哈雅綠洲中極具規模及代
表性之亞歷山大大帝神殿
★ 增遊沙卡娜梯形金字塔及大市集
★ 於埃及安排一餐烤魚美食及一餐
中式晚膳 ~ 其餘安排自助餐或地
道午、晚膳
★ 於當地每天提供一樽礦泉水

開羅
香港

(PMLBP團別)

(PMLB團別)
(一晚住宿頭等火車)

樂蜀
艾斯娜
伊芙

(三晚住宿五星級遊船)
金安堡
阿斯旺

˙遊船公司建議服務費小費及行李費每位約$15美元
˙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休
息，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遊船泊岸與啟行時間及登船後岸上觀光目，均
以遊船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備註：行程次序以當地航班、遊船班次、火車班
次、酒店確認及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Day 1
香港      開羅 (埃及)
Hong Kong      Cairo (Egypt)
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豪華
客機飛往埃及首都∼開羅。
沙漠∼四驅車

Day 2
開羅 ~ 埃及博物館
Cairo ~ Egyptian Museum
航機於是日抵達後，隨即驅車前往參觀世界著名的
埃及博物館，館內藏有大量超過三千年歷史之文
物古蹟，如巨大法老王像、純金雕鑄之宮廷御用珍
品、木乃伊及重二百四十二磅的圖坦卡門純金棺
槨、黃金面罩和寶座，還有三千年前的麵包與現時
仍可萌芽的種子等。晚餐於當地餐廳。
住宿：INTERCONTINENTAL或HILTON或同級酒
店
(晚餐)

Day 3
開羅 ~ 吉薩金字塔 (包入場費) ~ 獅身人
面像 ~ 大市集      (乘航機) 樂蜀
Cairo ~ Giza Pyramids ~ Sphnix ~ Khan El
Khalili Bazaar      Luxor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往參觀世界七大建築
奇觀之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金字塔乃古埃及王
朝法老王的陵墓，建造時曾用民工十萬，巨石二
百三十萬塊(每塊約重兩噸半至十六噸)，歷時廿年
才完工。而位於附近的獅身人面像，幾千年來如
盤石般默默守護陵墓，見証著朝代的起落。稍後
安排騎駱駝漫步於吉薩沙漠。午餐於當地餐廳。
餐後驅車前往大市集。這是一個具有傳統特色的
區域，有如迷宮般錯綜複雜的小巷中，充斥著熙
來攘往的人潮、非常熱鬧。市集內佈滿各式各樣
的店舖，如香料店、純手工藝品店、紀念品店、
雜貨店等等。團友可隨意選購特式的紀念品或擺
設。這裡是開羅最能讓你感受到當地一般民眾真
實生活的區域。遊罷安排專車前往機場，乘內陸
機飛往樂蜀。晚餐於當地餐廳或船上餐廳。
住宿：五星級尼羅河豪華遊船
(早、午、晚餐)

出發日期、價目
出發日期、團費及建議服務費，請參閱價目
表，旺季期間均有加班團(詳情請與特約旅行
社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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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開羅 ~ 巴哈雅綠洲 ~ 黑白沙漠 ~ 水晶山 ~
綠洲觀賞日落
Cairo ~ Bahariyya ~ Black & White Desert
~ Crystal Mountain ~ Sunset in Oasis

金字塔

Day 4
樂蜀 ~ 帝皇谷 ~ 女皇神殿 ~ 萬農神像 ~
卡納克神殿 ~ 樂蜀神殿 ~ 艾斯娜
Luxor ~ Valley of Kings ~ Temple of
Hatshepsut ~ Colossi of Memnon ~
Karnak Temple ~ Luxor Temple ~ Esna
早餐於船上餐廳。餐後驅車前往參觀帝皇谷，著名
的圖坦卡門陵墓於1922年在此發現，發現時內藏
大量純金製造的藝術珍品及古代文物(現存於埃及
博物館)，陵墓內雕刻著各種艷麗圖案，內容大多
是描寫天上神明和法老王的豐功偉業。及後前往位
於亞爾巴里懸崖下的女皇神殿，這位古埃及歷史上
最有名的女法老王相當傑出，其一生事蹟幾乎與中
國的武則天不相伯仲。繼而前往約18公尺高，悲涼
而孤獨地坐在沙漠之中的萬農神像。午餐於當地餐
廳或船上餐廳。餐後前往尼羅河東岸之卡納克及樂
蜀神殿，歷代新王朝之法老王皆在此兩座神殿內加
冕，其工程之偉大可媲美金字塔，令人嘆為觀止。
遊罷驅車前往位於樂蜀南方約58公里外的艾斯娜。
晚餐於船上餐廳。
住宿：五星級尼羅河豪華遊船
(早、午、晚餐)

Day 5
艾斯娜 ~ 乘馬車 (二人一車) ~ 伊芙 (荷魯
斯) 神殿 ~ 金安堡 ~ 金安堡神殿 (鱷魚神
廟、鷹神廟) ~ 阿斯旺
Esna ~ Horse Carriage ~ Eduf ~ Temple of
Edfu ~ Kom Ombo ~ Temple of Kom Ombo
(Sobek) ~ Aswan
早餐於船上餐廳。餐後驅車前往位於阿斯旺以北的
伊芙市，伊芙是主要盛產陶器及造糖的中心，而伊
芙神殿為此地最吸引之觀光景點，也是埃及保存
最完美的神殿，特別安排乘馬車前往參觀(二人一
車)。繼而前往參觀金安堡神殿。這是古埃及黃金
之都的舊址，因為自古就有許多往來於努比亞地區
與金礦區的商隊經過，金安堡神殿包含兩部份，一
是鱷魚神索貝克神殿，另一是荷魯斯神殿，雖然經
過數千年的歲月滄桑，十數根巨大的神廟支柱仍屹
立不倒，驕傲地向世人展示著古埃及偉大的文明，
是如何的光輝燦爛。午、晚餐於船上餐廳。
住宿：五星級尼羅河豪華遊船
(早、午、晚餐)

Day 6
阿斯旺 ~ 大水壩 ~ 方尖石碑 ~ 乘火車 (頭
等軟臥：二人包廂) ~ 開羅
Aswan ~ High Dam ~ Unfinished Obelisk
Overnight Train (2 Berth Cabin) ~ Cairo
早餐後團友可選擇自由活動或於早上參與自費活動
~遊覽阿布辛貝神殿。神殿是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
二世所建造。六十年代埃及政府興建水壩，建成後
神殿被河水淹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發起拯救行
動，將神殿切割成1000多塊，搬到比原址高60多
米的地方，此行動亦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開端。中
午各團友集合後，午餐於船上餐廳。餐後驅車前往
阿斯旺大水壩，水壩工程壯觀宏偉，控制著尼羅河
氾濫的情況，不但改變了埃及的民生，更便利了尼
羅河兩岸農民的水利建設。而水力發電方面，亦改
善了該地區的電力供應。稍後前往古埃及人遺留下
的一支尚未完成的方尖石碑。遊罷乘過夜火車(頭
等軟臥：二人包廂)前往開羅。晚餐於火車上。
住宿：過夜火車頭等車箱
(早、午、晚餐)

細心安排

(PMLB之團別)
於第六晚乘火車前，特別安排各團
友於當地酒店或遊船上房間梳洗
(二人一房)，倍感舒適

早餐於火車上，抵達開羅後乘車前往巴哈雅綠洲。
此綠洲位於利比亞沙漠上，是尼羅河西岸的第一座
綠洲，從法老時期已開始有商人到此貿易。午餐於
當地餐廳。餐後乘四驅車前往沙漠區觀光，並進入
白色沙漠。此沙漠是由白色石頭經風化侵蝕後而形
成各種形狀奇特的怪石，極目遠處，盡是白茫茫一
遍，從視覺上還以為進入了冰天雪地之中，景色非
常壯麗。繼而參觀水晶山，整個小山閃閃發光，俯
拾皆是半透明的黃色石頭。稍後到達黑沙漠，由於
沙上佈滿黑色的火山岩，經數千年強風侵蝕，形成
一個個像撒上黑色粉末的山丘，故稱為黑沙漠。約
於黃昏時份，觀賞大漠日落之豔麗景色。晚餐於酒
店餐廳。
住宿：PALM VILLAGE或同級
(早、午、晚餐)
注：由於綠洲地區沒有五星級酒店，本公司已
安排當地最佳的酒店PALM VILLAGE或同級

Day 8
巴哈雅綠洲 ~ 亞歷山大大帝神殿 ~ 開羅
Bahariyya ~ Templ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 Cairo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巴哈雅綠洲中極具規模
的亞歷山大大帝神殿，它擁有四十五間房，是馬其
頓統治者亞歷山大大帝在世時所建的埃及神殿。神
殿內記載了昔日亞歷山大大帝前往司華(Siwa)的歷
史，而殿內其中一幅牆更描繪了大帝向天神獻上禮
物的畫面。午餐於當地餐廳。餐後驅車前往開羅，
抵達後，晚餐於中國餐館。
住宿：INTERCONTINENTAL或HILTON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白沙漠

注意：參加PMLBP之團友，將安排於第6天晚
上乘航機飛往開羅，晚餐於當地餐館，住宿於
MOVENPICK 或同級酒店，並於第7天早餐於酒
店餐廳。餐後與PMLB團友會合後繼續行程。

Day 9/10
開羅 ~ 沙卡娜梯形金字塔      香港
Cairo ~ Sakkara Pyramid      Hong Kong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參觀具4700年歷
史的沙卡娜梯形金字塔，此座金字塔乃是金字塔的
始祖，是埃及最古老的皇族及權貴所在地，被譽為
史上第一座梯形石砌建築物，見證金字塔建築之演
變。午餐於當地餐廳。餐後專車送往機場，乘坐豪
華客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10天抵達香港國際機
場。
(早、午餐)

黑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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