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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罗——拥有千万种面孔

埃及首都开罗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顶点以南约14公里处，它不仅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还是中东政治活动中心。开罗是一座极富吸引力的文明古都，城里现代文明

与古老传统并存，在城西有大量建于20世纪初的欧洲风格的建筑，城东则以古老的阿拉伯建筑为

主。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这里是一个充满生机并且丰富多彩的城市，集市中那富有魅力的窄小街道；现代建筑与古代遗迹

隔街相对；高耸的方尖塔和众多的清真寺分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带给人们一种宁静安详的感

觉。在开罗的街道上漫步，用脚去丈量这座城市的历史，您将被这里的多面和活跃所吸引。

最佳旅游时间：

开罗尼罗河三角洲北倚地中海，南邻撒哈拉沙漠属于半沙漠气候。每年中最适合旅游的时间是10

月至次年2月。 

旅人提示：白天和日落前后的温差较大，出游时携带好必要的御寒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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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签证种类：

旅游签证：一次或多次出入境，有效期3个月。

入境签证：仅发给赴埃及工作、学习的外国公民，以便其办理在埃及的长期逗留签证。

过境签证：有效期7天。

落地签：国内部分旅行社可把名单发给埃及地接社，由地接社办理埃及的落地签。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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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埃及旅游多为商务签证和团队签证。故个游必须通过中国旅行社申报旅游签证，且该社必须

是经过中国国家旅游局批准认可的。

2、落地签的成功率和办理时间等因素均不确定不推荐办理。

签证领区划分：

北京领区：除上海，香港领区之外的其它省份

上海领区：江苏，浙江，上海，安徽

香港领区：香港，澳门

签证费用：

旅游签证一次入境费用为145元，商务签证一次入境费用为220元，多次入境为340元。

受理时间：

埃及使馆的受理时间通常为5-7个工作日

签证注意事项：

1、消签：

若回国后5个工作日内销签，需提供护照

出发前取消的客人，护照必须送进使馆消签

2、未成年人需提供亲属关系公证，委托公证（如父母一方带孩子去）

3、如果有旧护照必须提供；如旧护照丢失，需要当地派出所挂失的报案手续单或本人写的详细的

丢失说明

4、面试：如客人护照为白本或是多次申请过埃及商务签证的，使馆保留面试的权利

埃及签证资料须知：

1、在职人员、退休人员

护照

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6个月以上；护照须有2页以上的空白页）

照片

2寸近期白底彩色照片3张

2、学生

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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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6个月以上；护照须有2页以上的空白页）

照片

2寸近期白底彩色照片3张

公证书

1、与父母双方同行，需提供：

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2与父亲或母亲一方同行，需提供：

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不去的一方要出具同意书的公证即委托书

3、对于未成年人单独出行，不予受理

3、无业人员或家庭主妇

护照

1、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6个月以上；护照须有2页以上的空白

页）

2、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

3、持换发护照者，需同时提供所有旧护照原件（如旧护照丢失，需要当地派出所开出的证明原件

）

照片

2寸近期白底彩色照片3张

相关单位：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东路2号

电话：010-65321825 6532254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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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新闻处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外交公寓12-53

电话：010-65326274

传真：010-6532627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凤凰城A2-2805

电话：010-84405409 84405410 84405411

传真：010-84405412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n Shanghai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375号启华大厦19A,19B

电话：021-64331020

传真：021-64330049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告士打道255-257号

电话：0852-28270668

   

2、货币

埃及磅（EGP）是埃及的官方货币。1 磅（阿拉伯语称为“Geneeh”）可以分为 100

“比索”（或“Ersh”）。埃及货币的面值共有 200、100、50、20、10、5、1磅以及 25 和

50“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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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所有主要城市均设有众多各大银行的分理机构。一般说来，银行的营业时间为周日至周四

上午 8：30 至下午 2：00，有些分行将营业时间延长至下午 5：00。有些位于酒店的分理处全天候

营业。所有分行以及如超市、加油站和购物中心都设有众多自动取款机。

ATM自动取款机：在开罗银行、机场和高档宾馆内通常设有ATM机，银联卡可在埃及使用。

旅人提示：

1、保管好埃镑兑换凭证，在一些中高档宾馆内住宿时，旅馆可能会要求您出示兑换凭证，为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务必保管好兑换凭证。

2、兑换部分小额货币在商店遇到“没有零钱”找零和需要给小费，是这些零钱会派上用处。

3、注意货币的完整性很多商店是不收有任何破损的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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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关信息

为了顺利出入埃及国境，您应该了解相关的海关规定。

根据埃及法律的要求，您带入境时携带的香烟数量不得超过 200 支（或 25 支雪茄或 200

克烟草）、酒精不得超过 2 升。此外，严禁携带药物、武器以及棉花入境。

另一方面，携带镇静剂（药物）、武器与棉花出境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在当地购买且用于个人使

用的少量金银产品允许携带出境。

埃及法律严令禁止携带历史超过 100

年的古董及艺术品出入境。因此，对于此类物品，您需要申请特别许可。

对于出入埃及国境时携带的货币数量，法律没有任何限制。然而，游客必须申报 500

埃镑或等额的国外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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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罗最棒体验

   

1、让金字塔之谜带您进入神奇的世界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金字塔——世界建筑史的不朽之作，它是多少人提及埃及时脑中闪过的第一印象。在最初的埃及

，金字塔是在王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它闪耀着古代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光芒。开罗吉萨

平原上的大金字塔是20万人经历20个春秋所建成的结晶。这三座金字塔雄伟的气势确实不虚，而

且在世界七大奇迹中也唯有它硕果仅存、遗世独立！面对它巨大的身形，人类的渺小可谓是“一

览无遗”。这里的日出日落更是美得摄人心魄，给整个金字塔镀上了金色的光辉。除此之外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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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的个中奥秘至今仍谜团重重。

   

2、沿尼罗河扬帆航行体验尼罗河游船之旅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沿着环绕在金色沙丘周围的郁郁葱葱的尼罗河河谷扬帆而行，观赏沿途的古埃及遗迹和尼罗河美

妙的景致。您可以在清晨柔和的阳光中漫步；在游艇甲板上的游泳池里休憩；观看沿岸的渔民、

农民、鸟儿、水牛种种奇妙生态；边观赏充满节庆气氛的迷人的肚皮舞，边享用美味的传统食物

。在尼罗河乘船游览，为您揭开古埃及另一层神秘的面纱。

   

3、吉萨平原骑骆驼，原汁原味儿的沙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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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穿越那沙漠，以信心为我骆驼，绿洲就在前方，路就在脚下开拓”几句《沙漠中的骆驼》的歌

词，从中不难看出骆驼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骆驼有着“沙漠之舟”的美称，早在几百年前它就作

为交通工具载着人们驰骋于浩瀚沙漠之中。对于每一位来到开罗的游客而言，骑骆驼是必不可少

的体验之一，坐在驼背之上待它慢慢起身迈开坚毅的步伐开始一段最原汁原味儿的沙漠之旅。

旅人提示：

在吉萨平原地区有很多可以骑行的骆驼，但在开始之前，务必先商定价格，因为是旅游项目，小

费随意。

   

4、“圣母玛利亚之树”带您追忆圣家逃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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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在现在开罗的一个区Mataria，有一棵古老的西克莫无花果树（sycamore tree）。两千多年来，这颗

被称为“童贞女之树”，或者“玛利亚之树”的无花果树，吸引了无数的人。相传，圣母玛利亚

和丈夫约瑟，带着出生不久的耶稣从巴勒斯坦躲避到埃及，在被追到这棵无花果树下时，这棵树

的树皮神奇地张开，把他们隐藏起来。由于他们曾在这棵树下受到庇护，从第四世纪开始，这里

就成了朝圣者的圣地，而这棵树下便成了最神圣的（the most holy）地方。现在前往Mataria您将在

此地看到于1692年栽植在同一位置的一颗埃及榕树，追忆耶稣的逃亡之旅。

   

5、老城伊斯兰区带您领略千年的伊斯兰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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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古老的开罗伊斯兰区是一处世界遗产，这里的伊斯兰建筑总的来说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像这样汇

集了古老历史建筑的城区，恐怕也只有开罗的伊斯兰区。漫步在开罗伊斯兰教老城的爱资哈尔清

真寺后的Al-Azhari小巷中，您一定能够看到一些迷人的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式民居，通常称为“Bey

t”或“Manzil”。其中下列两处建筑更是不容错过：ManzilZaynabKhatun和BeytAl-Hrawi。第一处

最远可以追溯至1486年，并以其最后一位所有者的名字命名；后一处现在被称为“阿拉伯乌得琴

之屋”，供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乌得琴学生和教师瞻仰并分享他们对这种传统乐器的热爱。

   

6、漫步神秘法老村感受古埃及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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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神秘的法老村是一个让古埃及在现实中复活的主题公园。它利用尼罗河中的岛屿，建造了众多古

埃及式的建筑。进入法老村便能让您有重游古埃及的感受，四下走走，就能看到法老以及建造金

字塔的劳工、尼罗河船工和农夫们在古埃及时代是如何生活的。此外在这里您可以乘着游船在两

边长满纸莎草的狭窄运河中穿梭，一边倾听着对埃及神、古老传说以及伟大法老们的介绍，一边

欣赏那纸莎草后隐约而见的古埃及式建筑。您也可以漫步在法老村的街道之上，看着周边的演员

以最自然的表演方式展现着古埃及传统农业、渔业、纸莎草制作和香水制作等传统工艺。

   

7、金字塔前挥杆入洞，品味千年文化

                                               18 / 7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65&do=album&picid=32455


�������

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高尔夫这项绅士运动很多人都曾体验过，但即使是最有经验的高尔夫球手，恐怕也从未畅想过在

金字塔下挥杆入洞是怎样的感受吧？在开罗您可以在世界建筑奇迹金字塔下尽情挥杆，这里有着

一流的18洞球场，周围就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物。您可以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在地中海清风吹拂下

的蔚蓝天空，可以在金字塔和棕榈树映衬下的高尔夫世界中尽情游乐。不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球场

高手，待您踏上这一片球场之时定会被这奇特的景色吸引。

旅人提示：

1、米纳豪斯欧伯奥（Mwna House Oberoi）酒店高尔夫场

网址：www.oberoihotels.com

2、金字塔高尔夫乡村俱乐部（Pyramids Golf & Country Club）

电子邮件：amers@gega.net或amn-golf61@hotmail.com

3、梦境（Dreamland）高尔夫和网球度假村

网址：www.dreamlandgo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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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8、征服白色沙漠，发现顶级绿洲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在开罗您不用深入渺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就能进行最棒的户外体验！开罗的西南部有着雄伟的沙漠

，在无垠的沙漠之中点缀着生命的绿洲。在这里您可以骑上“沙漠之舟”骆驼或是开上吉普车在

沙漠中驰骋征服浩瀚的沙漠，去发现美丽的法尤姆绿洲。法尤姆从远古的法老时代、希腊罗马时

代再到科普特和伊斯兰时代，一直都是一片受人喜爱神奇的绿洲，此外这里还是埃及最好的一处

观鸟好去处。

                                               20 / 7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55&do=album&picid=32513


�������

开罗：千塔之城
  

四、开罗全城漫步

   

1、埃及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这是一家荟萃远古艺术精品的顶级博物馆，不参观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开罗之旅就不算圆满。12 

万余件藏品让人眼花缭乱，尽显古埃及的鼎盛繁华。神秘的木乃伊、精致的石棺、奇特的陶器、

华美的首饰，还有法老王图坦卡门灿烂的珍宝，都在这里。这位国王英年早逝，而在坟墓中留下

了那张精美绝伦的纯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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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门票：普通票：60 埃镑 学生票：30 埃镑

木乃伊陈列室：标准价：100 埃镑 学生票：60 埃镑

地址：Cairo, Midan El Tahrir 11557, Egypt

电话：02-5782452

开放时间：09：00- 19：00 周五早上 9：00 - 11：00；下午 1：30 至晚间 7：00

   

2、开罗塔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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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这座塔由埃及建筑师 Naoum Chebib 设计，建于 1956 年至 1961 年，耗时 5 年。187 米的高度、无比

开阔的视野，开罗塔鸟瞰首都全景。接近中午或黄昏时，站在圆形瞭望塔上俯瞰城市，视线最为

清晰。同时这里还设有塔顶餐厅，时不时还会绕着高塔主轴慢慢旋转。

门票：60 埃及镑，6 岁以下儿童免票。

地址：El Borg Street, El Gezira, Zamalek, Cairo

电话：+20 (0)227365122

开放时间：8：00-24：00

网站：http：//www.cairotower.net

   

3、哈里里可汗大市场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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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这个市场真的可以说是九曲小巷的珍珑迷宫，在哈里里市场驻足小游、感受阿拉伯旧时风情，是

开罗旅行的必需流程。热情揽客的商贩、四下弥散的香料、往来买卖的嘈杂，还有形形色色的精

美物件，都让人在这一条条街巷中流连忘返。不论雕塑、香料、纪念品、银饰、T 恤，还是伊斯

兰长袍、肚皮舞服饰或其它东西，您只要拿出讲价的气势，就能淘到中意的商品。购物之后，还

可在著名的费沙维咖啡馆（Fishawi）来一杯传统风情的阿拉伯茶。

门票：免费

地址：Pyramids Road, Giza

开放时间：通常店铺的营业时间为10：00-21：00

   

4、悬空教堂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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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经过数步攀登，就能爬上中东地区最精致的教堂之一—悬空教堂。位于罗马巴比伦要塞城入口处

的悬空教堂，主殿就挂在栈道上方。悬空教堂在开罗科普特博物馆以南不远处，内殿 13 根巨大的

石柱代表着耶稣和追随他的十二信徒。听着礼拜时人们吟诵的科普特古语，眼前犹如呈现出古埃

及的生活图景。

地址：Shar＇a Mari Girgis Street

   

5、开罗歌剧院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人们很难想象，歌舞升平的开罗歌剧院曾在 1971

年的大火中夷为平地。从威尔第的《阿伊达》、埃及女歌手 Um Kulthoum 的混合曲风，到奥尔夫

的《布兰诗歌》和地方乐队的流行音乐会，现在的开罗歌剧院就如浴火重生的凤凰般熠熠生辉。

作为后现代建筑艺术的奇珍，扎马雷克岛高级生活区的歌剧院最初是在 1869

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管辖时期，为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由意大利设计师 Avoscani 和 Rossi

共同设计；后在 1988 年，又经一位日本设计师进行了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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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歌剧院拥有两座主音乐厅、一座露天剧院和一处记录自身历史的博物馆,在这里，游客会看到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赠予新开罗歌剧院的成套戏服、新歌剧院在建时的建筑模型和照片，以及名叫“Na

y”的阿拉伯两米长笛。

旅人提示：最新节目单请访问开罗歌剧院网站,或拨打以下电话：

咨询处：+20 2 2739 8144, +20 2 2739 0144

票务处： +20 2 2739 0114, + 20 2 2739 8114

地址：In the Gezira Exhibition Grounds, Cairo and Nile Delta

网址：http：//www.cairoopera.org/

   

6、爱资哈尔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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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位于开罗这座伊斯兰城市中心的爱资哈尔建筑群，不仅有清真寺，还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而大

学毕业生身穿黑色长袍的惯例正是源于此处。各国大学生的毕业礼服，难道不像爱资哈尔“结业

”的伊斯兰学者们身上那飘逸的长袍？

虽然大学如今已分为数栋建筑中的若干学部，但法蒂玛王朝大将昭海尔-绥基利（Jawhar

al-Siqilly）在公元 970 年建造的清真寺，仍是开罗之旅不容错过的奇迹。

门票：免费

地址：Qism Banha, Banha, Qulubiya

开放时间：7：00-19：00

旅人提示：在礼拜时间和诵古兰经时间，不要打扰这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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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7、开罗萨拉丁大城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到了开罗，就绝对不能错过这座名列世界遗产的中世纪防卫建筑——气势磅礴的萨拉丁大城。巨

大的城门、矗立的塔楼、高耸的城墙，均在展现着中世纪早期堡垒的典型特征，作为开罗主流景

点之一，萨拉丁大城或是这座埃及首都之中最知名的非法老古迹。在这里甚至还能游览各处防御

工事，居高临下、俯瞰美景。城堡中还有富丽堂皇的盖瓦拉宫（Gawhara

Palace），亦称珠宝宫，得名于穆罕默德-阿里的最后一任妻子，盖瓦拉-哈涅（Gawhara

Hanem）。这座建于 1814 年的要塞曾作为埃及领导人的私人宅邸，四壁镶满华丽的土耳其风格黄

金装饰。其最奇特之处当属钟表大厅（Watch

Hall），顾名思义，即墙壁的装饰组合成一只钟表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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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门票：50 埃镑 学生票：25 埃镑

地址：El Cairo. 3, Saray El Gerizah Zamalek

开放时间：8：00-17：00

   

8、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来到开罗，城际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高高在上、大气显眼——穹顶主殿高达 52

米，东侧两座附塔更在 84

米以上。在寺中游览一番，您便知道为何它又名“雪花石之寺”。因为内、外高 11 米的城墙均用

洁白的雪花石砌成，真可谓萨拉丁大城的顶上王冠。这座寺庙是在穆罕默德-阿里巴夏（Mohamed

Ali Pasha）的要求下，于 1830 年至 1848 年间由建筑师 Yousef Bushnak 主持修建。

门票：50 埃镑 学生票：25 埃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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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地址：El Cairo. 3, Saray El Gerizah Zamalek

开放时间：8：00-17：00

   

9、纳赛尔-穆罕默德清真寺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作为开罗城堡（Cairo Citadel）三大清真寺之一，纳赛尔-穆罕默德清真寺与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站在一起或相形见绌，但它却是存世的唯一马穆鲁克建筑瑰宝。

清真寺的历史可回溯到 1318，拥有两座宣礼塔，造型高度各异。记得看看至今完好的镂花木制天

花板；艳丽的蓝、绿瓷砖赏心悦目，在埃及清真寺中亦不多见。走过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寺庙，很

难想象它竟曾是一个马厩！

地址：Cairo, Kairo und Nildelta, Egypt

   

10、哈基姆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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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开罗规模最大的法蒂玛王朝遗世清真寺——哈基姆清真寺。这座建筑的落成，得于著名哈里发

、怪人哈基姆-比-阿姆-阿拉在公元前 990 年下达的教令。他在 36

岁时莫名失踪，结束了自己的掌权生涯。自此，清真寺便用作仓库兼小学，直到 1980 年重回正身

。这座圣堂的最大特征在于其若干宣礼塔——开罗塔林中最古老的“遗世”建筑；伊斯兰风格的

正门也极具古埃及建筑特色。

门票：免费

地址：Sultan Mosque, Karmouz, Alexandria, Egypt

   

11、侯赛因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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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作为埃及最神圣的庙宇之一，侯赛因清真寺毗邻著名的开罗哈里里可汗大市场，并在 1900 年寺庙

地基施工期间，发现了地下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公墓遗址。这里是名流显要乃至埃及总统在特殊

场合进行祈祷的专门圣地。寺庙大部分建筑落成于 1870 年，壮观的宣礼塔上镶嵌着十四世纪的石

板。大面积的铁氟龙天蓬算是其中比较现代的设施，为星期五做礼拜的信徒们提供了一片荫蔽。

地址：Giza Cairo, Egypt

   

12、瑞法伊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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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瑞法伊清真寺是开罗最大的寺庙之一。其建筑富丽堂皇，融合多种伊斯兰风格，耗时 43

年才得以建成。地处城堡广场（Citadel

Square），其对面就是苏丹哈桑清真寺-宗教学校，与之比较，气派不相上下。

这座清真寺是埃及王族的行宫，最后的埃及国王阿鲁克（King

Farouk）曾在此下榻。伊朗末代国王亦在 1980 年于此入土。装饰精美的窗格、44

根巨石柱撑起的高大屋顶，都值得一看。

门票：25埃镑 学生15埃镑

地址：Moschea di al-Rifa'i Cairo Egypt

   

13、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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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这里收纳万余件藏品、回溯埃及的伊斯兰纪元，这里不容错过。巨大的雕花木门引人赞叹，小巧

的黄铜雕塑让人称奇。囊括埃及各个伊斯兰纪元的展品，均来自法蒂玛、马穆鲁克、阿巴斯、乌

马亚、奥斯曼以及阿尤布等各大王朝。

门票： 40 埃镑学生票：20 埃镑

地址：Bab El Khalk Square

开放时间：平日9：00-16：00周五，早上 9：00-11：30；下午 13：30-16：00

   

14、法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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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进入法老村、重游古埃及，四下走走，就能看到法老、金字塔劳工、船工、农夫们在古埃及时代

是如何生活。您还会看到木乃伊的制作过程，古人这样做的信仰何在，以及他们为何建造那些宏

伟建筑，吸引着今天的人们纷纷前来、一睹为快。在法老村中参观一天，您和家人便可提前了解

埃及旅途中将会看到的各个寺庙、金字塔以及陵墓。

地址：3 El Bahr El Aazam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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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五、开罗周边景点

   

1、吉萨平原

吉萨平原

坐落于开罗城郊吉萨平原的吉萨大金字塔，是旅行必看的地标性古埃及建筑，这里是遗世奇迹的

坐落之处。而名列金字塔群之首的胡夫金字塔，其雄伟的气势确实不虚。世界七大奇迹中也唯有

它硕果仅存、遗世独立！面对它巨大的身形，人类的渺小可谓是“一览无遗”。另两座吉萨金字

塔——哈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排名虽在其次，但规模仍然巨大。往东不远处，有三座

约 20 米高的土堆——王后金字塔群，即法老王胡夫妃嫔、姐妹的墓室。

同在吉萨平原近旁，还有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和太阳船博物馆（Solar Boat

Museum）。而这里也正是吉萨金字塔声光表演的场所、以及埃及初游者骑行骆驼的地方。

地址：Tag El Dewal, Embaba

开放时间：金字塔区 夏季7：00-16：30 冬季8：00-16：00，太阳船博物馆

夏季9：00-16：30，冬季8：00-16：00

公交：357路、997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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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胡夫金字塔

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作，是埃及国家的象征，是埃及人民的骄傲。胡夫金字塔是埃及最大

的金字塔，塔高146.5米，因年久风化，顶端剥落10米，现高136.5米。塔身是用230万块石料堆砌而

成，大小不等的石料重达1.5吨至160吨，塔的总重量约为684万吨，它的规模是埃及迄今发现的108

座金字塔中最大的。数万人共用了 30

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人类奇迹，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

票价：

普通票：100 埃镑

学生票：50 埃镑

哈夫拉金字塔

哈夫拉金字塔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哈夫拉建造的金字塔。在它初建成时，即公元前约26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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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千塔之城
，它有143.5米高，只比胡夫金字塔矮3.2米，它现在高136.5米，与胡夫金字塔一样高。当初它的边

长是215.3米，现在是210.5米，塔壁倾斜度为52°20′，比胡夫金字塔更陡，且它处在吉萨的最高

处，因此看上去它比胡夫金字塔要高。哈夫拉金字塔石灰石块总体积为1629200立方米，塔里空间

不到万分之一，是世界上最紧密的建筑。

票价：

普通票：30 埃镑

学生票：15 埃镑

门卡乌拉金字塔

门卡乌拉金字塔是位于开罗西南面的吉萨高地上的祖孙三代金字塔之一，为埃及法老门卡乌拉建

造的金字塔，它与大金字塔（也称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及其周围众多的小金字塔形成金

字塔群，成为埃及金字塔建筑艺术的顶峰。门卡乌拉金字塔的底边边长108.5米，塔高66.5米。183

9年，一名英国探险家首次打开这座金字塔，在墓室中发现一具花岗岩石棺及法老木乃伊。但装运

这些文物的船只在返回英国途中遭遇意外，石棺和木乃伊都沉入大西洋。

票价：

普通票：25 埃镑

学生票：15 埃镑

太阳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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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古埃及人常在法老的陵墓旁随葬一只太阳船，因为他们相信君王要乘船才能前往彼岸。1954

年胡夫大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只杉木驳船的五块残片。通过对 1200

块碎木的组装，复原的驳船从此陈列在了吉萨大金字塔旁的玻璃博物馆中。

票价：50 埃镑 学生票25 埃镑

旅人提示：吉萨金字塔声光秀 神奇的声光秀，让千年古迹跃然人间。当落日收起开罗城市上空的

余晖，吉萨平原举世闻名的几大金字塔便将在如梦似幻的声光协奏中鲜活过来。这一不容错过的

表演，将演绎出古埃及的昔日风华，尽显那一座座巨型建筑的宏伟与神秘。

   

2、狂澜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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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沙漠中畅游水上乐园，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清爽？在大型冲浪池随着波涛起伏颠簸，从数层楼高的

瀑布冲下，或者像敢死队员在滑道漂流，听起来不错吧？现场娱乐项目更加丰富，门票价格合理

，还包含一顿餐费！早晨参观金字塔，其余时间在吉萨水上乐园享受凉爽、洗去暑气，真是再好

不过。购票时请指明要家庭特惠套餐，如果不想下水，也可躺在沙滩椅上晒晒太阳，或是去游戏

室疯狂一番。

地址：Giza Cairo

   

3、拉美西斯二世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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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面向尼罗河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堪称众多埃及神庙中最富想象力的一座。神庙建于3300年前—

—确切地说是“开凿”，因为整座神庙不是土石所建，而是在山岩中雕凿而出，它本身就是一座

巨大而精美的雕刻作品。拉美西斯二世神庙是献给阿蒙，拉�哈拉凯悌和普照塔神的，并且还纪

念拉美西斯二世本人。实际上是一座神庙和祭庙的结合体。

地址：埃及孟菲斯

门票：25埃镑 学生票15埃镑

开放时间：7：30-16：00

   

4、玛卡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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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又名“神圣玛卡琉斯之庙”的玛卡神庙位于纳特闰谷，历史久远、与世隔绝，庙宇得名于贤者玛

卡琉斯，这位埃及修道士离群索居，在洞穴中终日虔诚祈祷。待玛卡琉斯仙去，跟随他的隐修士

便将其葬于祈祷洞中，并以之为中心建起一座修道院。贤者生前的遗物存留至今。后来，为抵御

贝都因人的侵袭，修道院外围又修起一道高墙。大部分科普特长老是在这座修道院中选出，归西

之后也全都埋葬于此。到了纳特闰谷，就应该看看这里肃穆的碑林和神庙中玛卡琉斯的精美圣像

。游客需穿着正装。

地址：纳特闰谷位于西部沙漠，开罗城西北 100 公里处。

交通：西三角洲巴士（West Delta Bus），黑里奥波里斯车站（Heliopolis

station）发车，每小时一班。

   

5、法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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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西部沙漠中最与世隔绝的绿洲，法尤姆绿洲距离白色沙漠最近，使您能够观赏到布满不同寻常的

白垩质岩层的梦幻沙漠景观。在您的西部沙漠探索旅程中，征服白色沙漠是必不可少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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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罗美食王国

开罗作为埃及的首都自然汇聚了埃及的各色美食。埃及的饮食品种多样，风格迥异，埃及的饮食

融合了地中海特色，纯熟的土耳其风味还有黎巴嫩与其他中东国家的风味。这些各色美食风味一

同汇聚成了独特的埃及美食。

   

1、美食推荐

烤鸽肉 

这些乳鸽在填塞大米和青麦之后，加以精心烤制，喷香扑鼻，新鲜多汁，令人胃口大开。大快朵

颐的同时，请小心乳鸽身上的细骨头。这是最受青睐的埃及美食之一，绝对值得游客一试。开罗

哈里里可汗大市场 (Khanel Khalili) 的入口有多家餐厅及其它高端食肆均供应这道美食。乳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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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有别于鸡肉，其颜色更深、芳香扑鼻，填馅新鲜味美。

达伍芭莎 (Dawood Basha) 

这道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佳肴以羊肉丸（肉沫拌香芹和洋葱）为原料，加浓汁番茄酱烹调，米

饭打底，配以烤松仁，在中东地区大受青睐。广受青睐的达伍芭莎 (Dawood Basha) 是一道使用羊

肉烹制的家常菜，但经常以主打菜出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烹饪这道菜的关键是番茄酱不要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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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的味道。这道菜以一位鄂图曼帝国政治家的名字命名。

埃及绿汤 (Mouloukhiya)

以产于埃及西部地区，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很受欢迎的一种叫做“锦葵”的绿色蔬菜叶做原料，通

常以鸡肉或兔肉汤炖熟，然后佐以芫荽和大量大蒜。这是一道绿色健康、美味可口的下饭菜。埃

及绿汤 (Mouloukhiya) 有多种烹饪方式：有些使用羊肉块，有些则以鸡肉和羊肉一起烹饪。同时，

也会使用各种不同的佐料，从辣味番茄酱到柠檬汁、醋和洋葱片。

海鲜 

埃及有丰富的海岸线，因此，生产大量新鲜美味的海鲜食品。以当天捕获的海鲜为原料，使用橄

榄油煎炸，然后放到热炭上烧烤，或者放进粘土坩埚内煮熟。埃及人吃得最多的鱼就是伯蒂 (ba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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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很长，几乎扁平的银灰色鱼，或者埃及西部地区知名的胭脂鱼。‘甘巴里’(Gambari

)和墨鱼、对虾和鱿鱼也是埃及比较常见的美味佳肴。

木槿汤 (Karkadeh)

清爽提神的紫色木槿汤让您好生享受。木槿汤 (Karkadeh) 以干燥的红色木槿花为原料煮沸，然后

冷藏。加点糖，味道酸酸甜甜。一边巡游尼罗河，一边喝着木槿汤，回味无穷。木槿汤作为一种

热草药茶来喝，好处良多：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常喝有助于治疗高血压。

面包布丁 (Umm Ali) 

分层的面包片以牛奶浸透，加入葡萄干或者坚果仁，然后放入烤炉烘烤，知道面包表面呈现棕黄

色。这道埃及特色甜点风靡整个中东地区。其味道就像表面加了葡萄干的奶油蛋糕，而且入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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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家里餐桌上的面包布丁 (Umm Ali)

味道最好，但在当地的埃及餐厅也能找到。尼罗河游船上也会定期供应。

沙拉三明治 (Taameya)

这道味道可口的绿色食品在中东地区其它国家称为“沙拉三明治”，是埃及人的主要食品。以捣

烂的大粒蚕豆混合大量调味品，做成小小的甜甜圈形状，然后炸透，直到外表颜色亮丽，而且又

松又脆，然后做成三明治，并且在三明治当中加入大量蔬菜和芝麻酱。这是最地道的埃及小食之

一。通常在街边小摊和一些小型的家庭商店里才能找到最好吃的沙拉三明治。

杂豆饭 (Koshari)

杂豆饭 (Koshari)

可能是最出名的埃及小食。埃及全国的街边小摊和小店都有供应。有意思的是，供应杂豆饭

(Koshari) 的店都会在橱窗上放一只漂亮的大银壶。以米饭、小扁豆、烧洋葱和意粉为原料，然后

抹上一层厚厚的番茄酱，有时候则是抹上很辣的辣椒酱。这是埃及人形影不离的美味。加点醋和

大蒜，就可以成就您一顿美味、实惠，而且有趣的午餐或晚餐。

皮塔饼 (Aish Baladi)

在阿拉伯语当中，“Aish”的意思是“生命”，对于埃及人而言，面包是他们每餐都必不可少的

最重要食物。通常以全麦和白面，然后近明火烘烤，最后烤成皮塔状。从街边小摊，到超市，在

埃及，到处都供应 Aish Baladi。Aish Mirahrah

类似于煎饼，但是更薄更脆。通常在乡村地区有售。Aish

用来勺起食物，以制作沙拉三明治或者沙威马（烤猪肉或鸡肉条）。

福美达美斯 (Ful Medammes)

福美达美斯 (Ful Medammes) 是埃及最受欢迎和最实惠的速食之一。它以细火慢煮的蚕豆，佐以盐

、大蒜、切片香芹、柠檬、橄榄油、黑胡椒和孜然芹等。福美达美斯通常是早餐食物，但是任何

时间都能从街角的小店，或供应地方特色和中东食品的餐厅买到。食用时，通常是使用面包舀出

小蚕豆入口。细品慢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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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特色水果

在开罗水果非常便宜，它是人们饭前饭后，餐桌上必摆的食品。他们还特别讲究饮鲜榨果汁，这

是埃及人的上选饮料。在开罗大街上，水果吧屋特别多，玻璃罐中是各种鲜榨果汁，店前挂着串

串香蕉、椰枣，摆放着胡罗卜、葡萄、芒果、甜橙、西瓜、苹果、哈密瓜、香瓜等各种水果，老

板和蔼可亲的笑容，衬得水果吧特别温馨。想喝什么手一指，老板就会现洗现榨，再加上冰块，

一饮而尽，会感到特别的爽。埃及的水果也以其鲜甜闻名，西瓜、芒果、哈密瓜等，只要是盛产

季节，都是甜入心坎里的圣品。埃及盛产热带水果和甘蔗汁，甘蔗汁是埃及的国饮。此地由于水

质与土壤品质佳，种植出来的白甘蔗味道棒(不是常见的黑甘蔗，而是专为制造蔗糖所用的白甘蔗

)，榨成果汁饮用，口味甜而不腻。

卡巴布

“卡巴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烤肉串的意思。选料非常考究，一般只以羊腿和背脊上的瘦肉为原料

，制作“卡巴布”时，先将选好的羊肉刷上用精盐、胡椒、姜葱和橄榄油混合而成的调料，然后

切成四五厘米见方的肉块，依次穿在一米长的钎子上，放入特制的烤炉中，待肉色变黄后即可出

炉。烤好的“卡巴布”，香味四溢，嫩而不焦，口感极佳。吃的时候，配上“陶黑那”(一种类似

芝麻酱的佐餐酱)和当地用黄瓜、洋葱、胡萝卜、莴笋叶做的沙拉，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埃及的

许多专门经营“卡巴布”的店铺，每一家“卡巴布”店在配料上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烤出来的

“卡巴布”味道各不相同。

旅人提示：

斋月：

每年伊斯兰教历九月实行斋戒。在“斋月”中，穆斯林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戒绝饮食，工作时间

也相应缩短。斋月里每天太阳下山，饿斋才告结束，教徒们开始享用“早餐”，一些街道两旁，

摆满了吃食小摊，有羊肉、棉饼、甜羹、干果等。在斋月里，人们喜欢在面条中掺入厚古薄今量

的糖和素油，制成各甜食，有类似粉丝压的糖糕，有用木杏仁和花生做馅的油炸饺子等。

民族风情：

埃及饮食集中体现了埃及人慷慨、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埃及吃饭讲究的是吃饱、吃痛快、吃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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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因此，大多数餐厅都很干净、舒适，饭菜的量也很大，用餐者根本不用担心吃不饱肚子。

   

2、美食地推荐

Abu El-Sid 餐厅

开罗非常著名的 Abou el-Sid

餐厅世界闻名，具有东方韵味、鲜活而真实的环境，是品尝优秀地道的埃及菜的最佳餐厅。

这里有令人垂涎的小吃，以及埃及最著名的美食，如兔肉 Molokhiya、填馅鸽和可沙利（Koshary

，由面糊、扁豆、炒洋葱和番茄酱混合烹制）。您也可以点些酒和

shishas。至于甜点，千万不要错过著名的“Umm

Ali”，一种由牛奶、糖、面包和坚果制成的美味布丁。

地址：157, 26th of Jul

Abu Tarek Koshary

如果不在全埃及比较， Abu Tarek Koshary 无疑是开罗最著名的餐厅之一。正如它的名字含义，这

家餐厅堪称埃及大众美食可沙利（Koshary）之翘楚。虽然这种由面糊、扁豆、鹰嘴豆、番茄酱混

合烹制的美食，在埃及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买到，但可以肯定地说 Abu Tarek

烹制的可沙利（Koshary）是迄今为止最好最美味的。

地址：16 Champollion Street, Maarouf Street 转角处

电话： +20 (0)2 2577 5935 +20 (0)2 2576 1911

L’Aubergine

L’Auberine 餐厅是扎马雷克青年人最喜欢光顾的餐厅之一。 在较低的楼层，柔和的灯光照亮舒

适的餐厅，这里曾经是开罗唯一的素食餐厅；保持着良好的传统，但如今有些荤菜出现在菜单上

。如果您没有心情用餐，希望把酒小聚，那就追随着音乐到楼上的酒吧去。虽然您起初可能感觉

进入了开罗时尚青年的俱乐部，但您很快会发现，这里的气氛非常愉快，非常西化。

地址：5a Sayed El Bakry Street

电话： +20 (0)2 332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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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oula 餐厅

正如您所期望的，Taboula 是一家黎巴嫩风味餐厅，而且是非常奇特的一家餐厅！在花园城市沿着

街道在郁郁葱葱的路边大快朵颐， 这个装饰精美的地方给人的感觉很优雅，供应各式各样的美味

小吃和烧烤。无论您是黎巴嫩美食鉴赏家还是无经验的新人，都没有关系：尽管来品尝经典美食

，例如鹰嘴豆泥和 taboula，也尝试一下 Fattah， 点上一杯 Arak 或 shisha

为整个体验增添更多乐趣。

地址：1, Latin American Street, 开罗

电话： +20 (0)2 2792 5261

Maison Thomas

Maison Thomas 连锁餐厅的旗舰店不仅仅是开罗的历史地标。餐厅非常小位于扎马雷克，回溯到

20 世纪早期的老照片点缀其间。菜单不到10页，但这里却有美味佳肴，尤其是法式三明治、开罗

绝无仅有的薄皮披萨和令人垂涎的甜点。

但 Maison Thomas 备受欢迎的背后有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里供应真正的猪肉。

地址：157, 26th of July Street, 开罗

电话：+20 (0)2 2735 7057, +20 (0)2 2735 0415 , +20 (0)12 433 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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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开罗甜美入梦

   

1、商务型酒店

城市之星宿之桥套房酒店（Staybridge Suites Citystars） 

宿之桥套房酒店拥有别具一格的氛围与陈设，致力于提供宾至如归的温馨感受，是您悠长假期的

完美选择。您的入住时间越长，房费就越低廉；客房配有全套厨房设施——可让宾客自行烹制心

仪菜肴、宾客洗衣房、免费 Wi-Fi 网络覆盖，以及 24 小时开放的食品储藏室。酒店拥有中心厨房

，供应每日早餐；下班后接待会可提供免费饮品与点心，让您可尽情放松或与其他宾客休闲聊天

。大厅随时提供新鲜咖啡，您可闲坐于沙发之上，品尝现烤的饼干。如果您需要进行运动，可随

时前往健身房，或跃入清爽的泳池中。宿之桥让您在旅途中也能过上如家般的正常生活。

地址：Emtedad Makram Obeid St.Heliopolis,Cairo,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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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0 (0)2 2480 3333

参考房价：标准间144美元

网址：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sb/925/en/hotel/croci?rpb=hotel&crUrl;=/h/d/6c/1/en/hotelsear

chresults

希尔顿拉美西斯酒店（The Ramses Hilton）

希尔顿拉美西斯酒店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尼罗河畔：其紧靠古埃及博物馆（Ancient Egyptian

Museum）、金字塔以及购物区。所有房间都设有无线网络，店内共有 10

间酒吧与餐厅可供选择，其中一间还可让您在 36 层高空俯瞰开罗与金字塔全景。酒店设施包括一

间健身俱乐部、一座户外观景游泳池以及两座网球场。拉美西斯希尔顿酒店还设有一间设施齐全

的商务中心。

地址：1115 Cornish El Nile，Cairo，Egypt 12344

电话： 20 (0)2 2577 7444

参考房价：标准间131美元

网址：http://www1.hilton.com/en_US/hi/hotel/CAIRHTW-Ramses-Hilton/index.do?WT.srch=1

Conrad International Cairo Hotel（开罗康拉德酒店）

开罗康拉德酒店位于开罗市中心，矗立在尼罗河上，令人印象深刻。从酒店的大部分地方可以欣

赏到壮丽的河流风光。拥有617间客房的酒店为商务和休闲旅客提供周到和奢华，这里还是探索古

老开罗的一个完美基地。那些希望得到特殊呵护的酒店客人会乐意享受行政楼层，它有全景的休

息室和私人管家服务

地址： 1191, Corniche EI Nil St.

电话： 00202-5808000/5808182

传真： 00202-5808080/5808979

Cairo Marriott Hotel（开罗马里奥特酒店）

地址： 33, Saraya El Gezira St. Zamalek

电话： 002-02-73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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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02-02-7356667

   

2、历史型酒店

米娜宫酒店 

位于吉萨，紧靠大金字塔，始于 1869 年的米娜宫酒店是一间拥有皇家历史的富丽堂皇的酒店。酒

店被一片茉莉园环绕其中，华丽而传统的装饰将令您感到走入了另一时空。酒店设有各种现代化

设施，例如正在进行翻修工程的高尔夫球场——在这里您可在金字塔下享受挥杆乐趣、

一座泳池、一个健身中心、互联网接口、以及多间提供当地与国际美食的高级餐厅。

地址：Pyramids' Road, Giza, Cairo, Egypt

电话：20 (0)2 33 773222

参考房价：标准间150欧元

网址：http://www.oberoihotels.com/oberoi_menahouse/index.asp

万豪开罗酒店与奥玛尔海亚姆娱乐场

位于扎马雷克区，距开罗国际机场仅 45 分钟路程，万豪开罗酒店始建于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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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初是作为法国欧热妮皇后（French Empress

Eugénie）的行宫。如今，它拥有一家世界级娱乐场、两座现代塔楼、17 种不同的餐饮选择、优

美的花园与露台、一座优良的户外游泳池，以及俯瞰尼罗河的极佳视野。酒店共有 976

间客房，还设有一座 24 小时营业的商务中心。

地址：16 Saray El Gezira StreetCairo, 11211 Egypt

电话： +20 (0)2 2728 3000

参考房价：标准间205美元

网址：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caieg-cairo-marriott-hotel-and-omar-khayyam-casino/

   

3、中档型酒店

Hotel Arabesque 

这是一家2005年1月开始营业的一家经济型酒店，房间安排在6-7层上，里面还有一家很特别的花

店。这个酒店的房间非常的整洁干净、设计得也很简洁，这里的房间有很多种，所以有广泛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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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空间。

地址：11 sharri‘ ramsiis

电话：+20-(0)2 5799679

参考房价：160埃镑

Luna Hotel

旅馆在在塔拉特�哈尔卜街上，位于建筑物的5层。这个酒店在街里面所以在这里不需要担心噪音

的问题。这里的每一房间都很宽敞。大厅里还有可以坐地板上的舒适雅致东洋间。

地址：27 Shaari‘ Tala‘at Harb

电话：+20 (0)2 3961020

参考房价：100埃镑

   

4、经济型酒店

Lialy Hostel

这是开罗城内氛围最好的青年旅舍之一，它的该旅馆的位置不错，交通方便。

地址：8midan talaat harb downtown

电话：02-5852802

参考房价：单人间50埃镑

King tut hostel

这家旅店有着干净的卫生间和东方情调的休闲室。

地址：37 sharia talaat harb downtown

电话：02-3917897

参考房价：标准间60埃镑

Berlin hotel

这里有着良好的管理，而且还有很独特私家演出可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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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 sharia shawarby downtown

参考房价：单人间77埃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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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罗特产及购物

开罗作为古老埃及的首都有着深厚的民族风俗，这样的深厚底蕴自然也就产生了众多的手工艺品

与特产。开罗的街上汇集了众多的集市、工艺作坊和五彩斑斓的货摊，摆满了图案精美的挂毯、

数不尽的香料以及在玻璃瓶中的特色香水。

   

1、埃及特产

纸莎草纸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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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莎草纸画是埃及文化瑰宝的、世界上最早的纸画！纵使过去了几千年，在埃及，制作纸莎草纸

画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曾变过。并且，只有以尼罗河两岸采摘的纸莎草为原料，严格按照与古埃及

完全相同的程序手工制成纸莎草纸，再由传统画师用纸莎草笔精心绘制，才能得以生成。

旅人提示：

通常纸莎草纸画用香蕉叶制造，真正的纸莎草纸经得起揉搓，若揉搓后破裂的纸莎草纸就不要买

。

香水和香料

开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贸易中心和香精供应商之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的芳香仍然

弥漫在哈里里商栈市场。埃及为许多法国香水制造商提供香精。他们不但以自己的配方配制香水

外，还将他们稀释在鼻烟壶里。另外，埃及香水经常用于稀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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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

帐篷制造是埃及的特艺，在街区节日中常常可以看见使用美丽的贴花帐篷。上面的装饰可能是法

老时代或伊斯兰时代的人物。但是最好的装饰是抽象的阿拉伯花纹图案或复杂的书法。但没有必

要买全套帐篷，它们是分块制造的，你可以买一块作为坐垫。

挂毯

吉萨附近的小村庄哈拉尼亚生产的带有乡村气息和浓墨重彩的挂毯世界闻名，具有朴素迷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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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它们是由在维萨威塞夫艺术学校学习传统工艺的儿童制造的，参观学校将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

木器和镶嵌工艺品

开罗工匠制造的木盘、棋盘和木盒，用珍珠镶嵌复杂的图案，然后着色，价格十分低廉。开罗老

屋中发现的精致的mashrabiyyas雕花木屏风，有时出现在市场中，但价格很高。

   

2、购物地推荐

城市之星-星光购物中心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643 家商铺、2 座主题公园、21 屏艺术剧院、现代化室内哈里里市场、3 家酒店，还有一处大型展

览厅，这就是开罗设施最齐全的商场——城市之星-星光购物中心。这里的世界知名品牌让人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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缭乱，还汇集了各色本地精品店和零售店。若想专心购物，您可以把孩子放在神奇星系儿童乐园

（ Magic Galaxy），其中有过山车、碰碰车和 90

余种好玩的电子游戏，让您的购物时间不受丝毫打扰。

哈里里可汗大市场

在哈里里市场驻足小游、感受阿拉伯旧时风情，是开罗旅行的必需流程。热情揽客的商贩、四下

弥散的香料、往来买卖的嘈杂，还有形形色色的精美物件，都让人在这一条条街巷中流连忘返。

不论雕塑、香料、纪念品、银饰、T

恤，还是伊斯兰长袍、肚皮舞服饰或其它东西，您只要拿出讲价的气势，就能淘到中意的商品。

                                               62 / 76



�������

开罗：千塔之城
  

九、开罗交通

   

1、航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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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班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埃及航空公司都有从广州起飞经停曼谷到开罗的航班，每周运营三班，分别

于周二、四、日出发。也有从北京起飞经曼谷到开罗的航班，每周运营四班，分别于周一、三、

五、六出发。另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香港也有直飞开罗的航班，阿联酋航空公司、海湾航空

公司等也有香港至开罗的航班。或者乘坐各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接到曼谷，然后转接埃及航空直抵

开罗，埃及航空每周2班直飞开罗，飞行时间约9小时。其他还有经新加坡和吉隆坡等的国际航班

。

若乘坐埃及航空公司飞机，将在1号候机厅抵达；其他在2号候机厅。移民局检查手续很简单，但

是很耗时。开罗机场设有出入境时可购物的免税商店。在埃及乘坐飞机，应尽早登机。

国内航班

在埃及国内进行高效游览的话，搭乘飞机是最合适的。埃及国家航空公司 Egyptair

负责所有国内航班的运营工作并在 11 座机场有航班升降： 阿布辛拜勒、亚历山大港、阿苏维特

、阿斯旺、开罗、赫尔格达、卢克索、阿莱姆、马特鲁、沙姆沙伊赫以及塔巴。

以下是埃及国内航班的参考飞行时间表（按照小时计算）：

开罗至卢克索： 1：00

开罗至阿斯旺： 1：25

开罗至沙姆沙伊赫： 1：00

开罗至亚历山大港： 0：45

开罗至沙姆沙伊赫： 0：50

具体航班信息可通过网站查询：http：//www.egyptair.com.cn/

开罗国际机场 (Cai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距离开罗商业中心仅仅 15 公里的开罗国际机场 (Cai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新的航站楼，使机场目前的客运能力超过 2200

万人次；而两座原有的航站楼也引进了众多新设施。例如自动人行道、机场商城和 VIP

休息室。同时，建成的一条新的高速公路，让您可以快捷地来往于机场与市区之间。

机场到市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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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在机场的1号航站楼可以乘坐空调356路（费用2埃镑大型行李50皮阿斯特）、400路（24小

时运营费用25皮阿斯特）和949路（费用1埃镑）公交车到达市中心。

出租：在机场用出租前往市内很难砍价，通常费用为50-65埃镑。

机场大巴：实行预付费开往市内的费用通常为60-70埃镑。

   

2、轨道交通

火车

卧铺分为豪华、一等（有空调）、二等和最便宜的三等。但一等卧铺只开放给埃及人和苏丹人。

埃及铁路目前有27条路线、全长7000多公里，仍是全国交通大动脉，年运送乘客7亿人次。开罗至

亚历山大的铁路与开罗至亚历山大的农业公路平行，途经三角洲许多农村，列车运行速度除特快

列车外，大都低于汽车速度。于是，农民们或爬上车顶，或扒在车门外，踩在踏板上，免费乘火

车。铁路人员网开一面，不闻不问、久而久之，形成一幅埃及风俗画。

埃及铁路的车费有各种折扣。4岁以下免费，4～10岁之间半价，当日往返车票打7.5折，1个月内往

返，车票打9折。出示学生证之后可以打7折。此外，根据乘车区间和季节不同，还有一定的折扣

。车票可在火车站提前购买或上车后补。注意各种车票上的标识完全为阿拉伯语，一定要在买票

时看清站台号和到站时间。

开罗的火车站是拉美西斯站，穿过月台和地下通道上楼梯一转弯就是售票处，一等和二等票的售

票窗口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注意选好窗口排队。此外购买火车票原则上是要用埃镑购买。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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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市区及郊区范围内，最快的出行方式是乘坐地铁。地铁运营时间为夏季从早上6点到凌晨1

点，冬季从早上6点到午夜（包括公共节日和周末），费用为1埃镑。开罗地铁全长43千米。第一

条地铁把火车站至赫勒旺和来蒙桥至麦来吉的两条交通干线连接起来。地铁在城市中心的地下部

分长4.7千米，由宰奈白站，经解放广场的萨达特站和纳赛尔站，到拉美西斯广场的穆巴拉克。3

号线西自人口稠密的伊巴伯，直抵东部老城艾资哈尔大学和萨拉丁城堡地区。地铁采用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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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先进的自动化售票和验票系统，并在列车的最前端设有女性专用车厢，确保女性乘车安全。

地铁票价便宜，尤其对学生优惠。地铁已是开罗市民外出最受欢迎的安全、舒适、廉价的交通工

具。

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主要在拉美西斯和赫利奥波里斯之间作为交通工具使用了，通常电车从早晨6点运行到晚

上10点。

   

3、公路交通

长途巴士

埃及的主要城市之间有发达的巴士网络。埃及有Superjet、EastWestDelta和UpperEgypt等等巴士公

司，通常提供空调巴士，并配备快餐、卫生间和车载电影。乘坐大巴很实惠，是目前一日游的最

佳出行方式，但您要记住至少提前一天预订。

开罗和主要城市之间巴士线路的运行时间（以小时计）：

开罗-卢克索：9：00

开罗-阿斯旺：12：00：00

开罗-阿斯旺：3：30

开罗-沙姆沙伊赫：9：00

开罗-马沙马特鲁：6：00如

巴士公司

Eastdelta

联系电话：+202–2814–2574和+202–2293-2576

Westdelta

联系电话：+202–5582-2576和+202–1318-2414

Super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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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202–8181-2579和+202–5032-2572

汽车租赁

汽车租赁在埃及是很容易的，所有的国际汽车租赁公司在埃及的机场和城镇都设有办事处。租车

费用与国际汽车租费相当。

部分租车公司电话：

A1 汽车租赁+20 2 2262 1031

Abo Ouf 汽车租赁+20 2 3303 4140, +20 2 3344 4822

Al Buraq 汽车租赁 & 豪华轿车租赁服务+20 2 2270 4309

Al Hakeem 汽车租赁+20 2 2270 8139

Amgad 汽车租赁 & 豪华轿车租赁服务+20 2 2380 2308

开罗汽车租赁+20 2 3345 9248

旅人提示：

1、首先若想租车自驾出游，您必须年满26岁。

2、在沙漠地区驾车请确保有向导陪伴，不然可能会遇到迷路或是其他不必要的麻烦。

3、请务必随身携带身份证件与驾照，警察也许会在卡口查看这些资料。

4、在埃及租赁并驾驶汽车，需出示国际驾驶执照。

5、埃及的驾车方向为道路右侧，非市区官方限速为90公里/小时，注意安全切勿超速。

6、如果您希望在城区驾车，那么请务必做好准备应对拥挤的交通状况。

出租车

在开罗出行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乘坐为数众多的公共出租车。开罗的出租车的颜色为黑白相间，

而新推出的出租车是纯白色的。新的白色出租车全部配备计价器，并且可以提供收据。开罗还有

一种配备计价器和空调的黄色出租车，您须在出行前至少一小时预订。请向您的酒店服务台寻求

帮助。在您出发之前，请确认收据打印机和计价器工作正常。至于黑白相间的出租车，最好与出

租车司机就期望的费用达成一致。

出租车热线电话号码

城市出租车（City Cab）+20 2 1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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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出租车（Cairo Cab）+20 2 19155

旅人提示：

1、出租车可同时载二三拨儿乘客。如果你向开过来的车子打招呼，哪怕车内有乘客，只要车内有

空座，司机也会停下来问你去哪儿。假若大体方向相同，司机就会请你上车，然把乘客一一送到

目的地。

2、开罗很多街道多为单向行驶，在打车前一定要确定好自己方向后再招手打车。此外付费时一定

要下车后，从窗口付费。

观光马车：

乘坐火车站前和旅游点的观光马车绕城市跑一圈，通常至少需要5-10埃，有时对方会漫天要价，

或索要高额小费要会还价。

出租自行车：

通常情况下一日5埃左右，不过要先仔细检查一下轮胎、车座、车把和链条等是否完好后再租用。

此外还要事先询问好租用时限是多少小时为一天。

   

4、水路交通

水上公交：埃及的母亲河尼罗河贯穿开罗，所以在开罗的交通工具中水路是不可缺少的。7个航道

和13所栈桥间有10余艘船往返。

运营时间：8：00-16：00

费用：50皮阿斯特

此外尼罗河上海航行着被称为“浮动旅馆”的豪华游轮，一般为四五层，两人一间房，顶部平台

上有游泳和健身器材，游客可任意在此散步休闲和观赏尼罗河风光或游泳健身。每到一个胜地，

轮船靠岸，组织游客上岸并介绍古迹。尼罗河上约有200艘游船，多数在卢克索和阿斯旺之间航行

，从开罗至阿斯旺的水路行程一共要11天以上，也可以选择4天至8天的旅行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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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1、开罗精华一日游

线路设计：埃及博物馆→胡夫金字塔→太阳船博物馆→开罗萨拉丁大城→哈里里可汗大市场

开罗一日游将让您了解开罗最精华的地方，早上在开馆之时就到达埃及博物馆，不浪费一点时间

，参观汇聚了众多埃及精美展品的博物馆了解古埃及人民的伟大。之后在博物馆可以直接乘坐395

路公交车直接到达吉萨平原的胡夫金字塔前。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中仅存硕果金字塔！在金字塔和

狮身人面像前会让您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之后参观金字塔旁的太阳船博物馆，在这里参观古

埃及人追寻梦想的太阳船。之后返回开罗市区参观宏伟的萨拉丁大城，这里的巨大城门、矗立的

塔楼、高耸的城墙，均在向您展现着中世纪早期堡垒的典型特征。游览城堡之后，前往哈里里市

场，在这个古老的市场用逛一逛体验最纯正的埃及市井气息。

   

2、开罗体验2日游

线路设计：伊斯兰区→哈里里可汗大市场→埃及博物馆→开罗萨拉丁大城→吉萨平原

D1：早上醒来前往开罗汇集了古老历史建筑的城区的伊斯兰区，这里的建筑总的来说已经有千年

的历史，漫步在开罗伊斯兰教老城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后的Al-Azhari小巷中，您一定会被迷人的奥

斯曼和马穆鲁克式民居所吸引。在老城区逛完之后前往哈里里可汗大市场在这古老的市场中体验

体验最纯正的埃及市井气息。在市场游览完喧嚣的集市之后前往埃及博物馆，在宁静的博物馆内

慢慢欣赏精美绝伦的展品，感受埃及的悠久历史。

D2：伴着被地中海清风吹拂下的晴空，前往名列世界遗产的中世纪防卫建筑——气势磅礴的萨拉

丁大城。在城内游览是还可以观赏可谓是“萨拉丁大城的顶上王冠“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的美

景。之后前往遗世奇迹金字塔的坐落之处——吉萨平原。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胡夫金字塔、哈夫拉

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以及狮身人面像。当落日收起开吉萨平原上空的余晖，举世闻名的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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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便将在如梦似幻的声光协奏中鲜活过来。伴随着奇幻的声光秀表演仿佛千年古迹跃然人间

，演绎出了古埃及的昔日风华，尽显那一座座巨型建筑的宏伟与神秘。

   

3、开罗宗教之旅

线路设计：埃及博物馆→爱资哈尔清真寺→悬空教堂→开罗萨拉丁大城→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纳赛尔-穆罕默德清真寺

D1：在开启正式的埃及宗教前先前往埃及博物馆，这里的丰富藏品会让您对古老的埃及有更深一

步的认识。之后前往爱资哈尔清真寺，这里不仅有清真寺，还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而大学毕业

生身穿黑色长袍的惯例正是源于此处。之后动身前往中东地区最精致的教堂之一悬空教堂，欣赏

这座美丽的教堂。

D2：在和煦的阳光之中动身前往开罗萨拉丁大城，这座宏伟雄奇的古堡巨大的城门、矗立的塔楼

、高耸的城墙，均在展现着中世纪早期堡垒的典型特征。在城堡中游览时可以自己去参与位于城

堡内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他的穹顶主殿高达52米

，东侧两座附塔更在84米以上。之后前往纳赛尔-穆罕默德清真寺，虽然它和穆罕默德-阿里清真

寺对比起来相形见绌，但是作为唯一存世的马穆鲁克建筑瑰宝还是非常值得游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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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时差

冬令时比北京时间慢6个小时，夏令时从4月初到10月底，比北京时间慢5个小时。

语言

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也可以在其境内通用。

电压

电压均为220V。插座是欧标两项圆插与中国的不同，请带好插头转换器。

小费

在埃及，给小费不仅流行，而且由来已久，它来源于伊斯兰教中的“喜舍”，就是有钱人将财物

赠给穷人。任何提供了服务的人，不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希望有小费的收入。在埃及所到之

处，凡是可能要麻烦别人或是参观什么的，都要准备好小费，否则会十分尴尬，建议您事先准备

好一些小面额的钱币，在接受他人的服务后，以示感谢。

上班及营业时间

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工作时间是8：00-15：00，私人公司工作时间为9：00-17：00，星期五和法定节

假日除外。银行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不营业，大部分商场和商店都是上午10点开门晚上21点关门，

周日除外。此外在斋月期间这些时间都会有所调整。

其他提示

1、境外房间一般为双人间，酒店内不提供一次性使用牙刷、牙膏、拖鞋等物品，请各位旅友在出

发前做好相应准备。

2、埃及生水不可饮用，最好烧开水或喝矿泉水。通常酒店内没有可饮用的热水供应，喜欢喝茶的

游客，请自备茶叶，并带好电热壶。

3、酒店房间内的小酒吧、付款电视、洗衣、通讯设施等个人消费，一律由客人自己负责。

4、饭店房间小费一般为每天房间小费1个美元即可。行李员小费由客人自己负责，每件行李或者

每个房间1个美元。

5、当您的游览项目包括一些宗教圣地时，你的穿着打扮要适宜。某些地方禁止摄影，请注意警示

标志。

6、在埃及没有得到允许之前，不要把相机对准当地穆斯林人，因为有些穆斯林妇女极其反感拍照

。如果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多数人会乐意接受。穆斯林禁猪肉和酒，清真寺和古兰圣经神圣不

可侵犯，这是游客必须注意的。

7、在开罗使用公共电话十分方便。通常公用电话分为插卡式和投币式两种，插卡式公用电话需要

购买电话卡（20埃镑、30埃镑面值），投币式公用电话需投入10皮阿斯特的硬币。此外还有很多

私人运营的国际电话吧，以分钟计算，不同店面的费用不等，拨打前要询问好价格。在埃及网国

内拨打电话：+00+86+区号+对方电话号码，需要提醒的是国内电话的区号需要去掉第一位的“0

”，如北京区号国内时为“010”在埃及向国内拨打是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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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互联网在埃及用很多的网吧通常网吧每小时为5-20埃镑左右，此外在许多中高档宾馆内均提供

网线，使用前请询问是否单独付费。

9、照相与摄像：埃及有法律规定，禁止在机场、汽车站、桥、军事设施等地拍照摄影，如果在上

述地点拍摄可能会被当局要求删除照片，胶片机可能会被没收胶片。在拍照是若有军警对您喊“

玛姆努”（禁止的意思）时一定要立刻停止拍照。此外在为了保护文物在博物馆和陵寝中禁止使

用闪光灯，许多的商店可以直接打印数码照片。使用摄像机录像一般会另外收费称作录像税。

10、切勿在尼罗河中游泳或是赤脚淌水，因为尼罗河是一条途径沙漠的河流，河水中有许多的寄

生虫一旦这些寄生虫进入体内很容易导致疾病。

11、禁忌

风俗禁忌

埃及国教为伊斯兰教，游客应注意尊重当地的宗教习俗。

基本礼节

车上礼节：请注意保持车内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不吸烟、不要吃冰激凌、带果皮食物等。

酒店礼节：请注意避免在房间、走廊及餐厅内穿睡衣拖鞋大声喧哗；房间内聊天请关上房门，以

免影响其他客人。

观光礼节：教堂、清真寺内请勿坦胸露背，否则无法进入。在游览宗教场所是要穿着得体，参观

清真寺内请务必脱鞋进入。另外，女性在旅游场所不宜穿得太暴露，但在饭店内可以穿短裤和泳

装。

女士优先：进门上下电梯，餐厅选位等请让女士优先。

见面礼节：习惯握手为礼，但千万不要用左手和他人握手或交换传递

物品。

用餐礼节：注意用餐姿势，不要将手臂放在桌上，请不要图方便而以口就餐盘，喝汤，喝饮料。

就餐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在席间大声喧哗。

禁忌

用左手与他人握手或递东西是极不礼貌的，甚至被视为污辱性的。

在埃及，看不见袒胸露背或穿短裙的妇女，也遇不到穿背心和短裤的男人。虽然埃及人对外国人

是宽容的，不像某些伊斯兰国家那么严厉，但必须提醒一点，在埃及穿背心、短裤和超短裙是严

禁到清真寺去的。

不要打哈欠。通常在埃及人面前尽量不要打哈欠或打喷嚏，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应转脸捂嘴，并

说声“对不起”。

饮食习俗。埃及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在饮食上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斋月里白天禁食，

不吃一切忌物，也不吃红烩带汁和未熟透的菜；口乞饭时不与人谈话，喝热汤及饮料时禁止发出

声响，食物入口后不可复出，而且忌讳用左手触摸食具和食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地址：NO 22 BAHGAT ALY STREET，ZAMALEK，CAIRO，EGYPT

电话：00202-2736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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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202-27362094

常用电话：

观光警察126

消防服务180

救护车123

警察122

电话指南140

开罗机场往返巴士19970

流动医院服务37766393/2

燃气紧急处理129

攻略内涉及到的价格及相应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费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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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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