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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埃及聖境之旅 

2020/3/05 ~3/20 

 

訊息帶領者：ASHA與高靈 

 

 

 

 

 

 

 

 

 

神化身的法老王、神祕的金字塔、千古之謎的人面獅身像、等待復活的木乃伊……古

埃及的傳說，傳頌一代又一代。埃及曾是法老的國度，包括希臘、羅馬、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十字軍、法國、英國等列強都曾駐足在此。歷經四千年風霜，謎一般的埃

及，如今仍屹立於沙塵石礫之中，它的魅力與神祕能量，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體會。 

 

埃及是旅人一生必遊之地，讓我們跟著法老王的腳步，隨著高靈的引導，一起探索埃

及古文明的智慧。 

 

本團特色 

★ 私團單獨進入吉薩金字塔國王密室 

★ 私團單獨進入人面獅身相 

★ 私團單獨進入菲萊島菲萊神殿 

★ 私團單獨進入賽克麥女神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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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 2019年全新打造，最新豪華五星級尼羅河遊輪四天三夜 

★ 安排專業中文導遊，沿途詳盡導覽埃及文化、歷史、人文與生活 

★ 餐飲多安排於飯店內享用乾淨自助餐 

★ 踏上摩西受領十戒的朝聖之路 

★ 世界知名潛水聖地——紅海藍洞浮潛 

★ 安排四段內陸航班，省下辛苦拉車的時間，爭取更多的旅遊時光 

★ 透過 Asha與高靈的引導，在埃及不同能量點接收來自宇宙的訊息與神聖能量 

 

行程特色景點 

★ 埃及博物館（世界前四大博物館之一） 

★ 吉薩金字塔區（1979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為古代世界八大奇觀之首） 

★ 哈利利傳統市集（起源於西元 14世紀的古老伊斯蘭市集） 

★ 摩西朝聖之路（一探摩西領受「十誡」的聖殿，登頂後欣賞日出） 

★ 聖凱瑟琳修道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為世界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 

★ 彩色峽谷 （以岩石的天然多層次色彩與條紋而得名） 

★ 紅海藍洞浮潛（全球知名潛水勝地） 

★ 阿布辛貝大神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訂之世界級文化遺產古蹟）  

★ 菲萊神殿（197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 亞斯文大水壩（世界七大水壩之一） 

★ 大象島（搭乘阿拉伯式風帆船巡航尼羅河，體驗努比亞文化） 

★ 柯蒙波雙神殿（埃及唯一一座對稱的雙神殿） 

★ 艾得夫（荷魯斯）神殿（埃及境內保存最好、最完整的神殿） 

★ 帝王谷（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第 17-20王朝共 64座法老陵墓所在地） 

★ 曼儂巨像（三千四百年所留下的 18公尺高石英岩雕像） 

★ 路克索（建造於西元前十五世紀，阿蒙神在奧貝多祭典時於尼羅河畔的行宮） 

★ 卡納克神殿（埃及境內最古老最巨大的古代神殿） 

★ 賽克邁特女神聖壇（Sekhmet是古埃及神話中的戰爭女神，也是法老的守護者） 

★ 人面獅身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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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hshur 金字塔群（彎曲金字塔及紅色金字塔，是埃及兩座最古老及最大的金字塔） 

    為世界文化遺產標誌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a2%9d%e7%b4%8b.html
https://www.itsfun.com.tw/%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wiki-7339065-263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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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行程說明 

第 1 天－2020/3/5（四） 

行程 桃園國際機場／開羅國際機   

說明 搭乘飛機前往開羅國際機場 Cairo。 

 

第 2 天－2020/3/6（五） 

行程 抵達開羅國際機 -- 埃及博物館 

說明 

上午抵達開羅國際機場。 

埃及博物館 Egyptian Museum：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建於 1858年，建築本身就是古蹟，更

是古埃及文物寶庫，收藏文物達三十多萬件，且都有三千至五千年的歷史。展覽品從史前、古埃

及王朝、羅馬時代到近代藝術創作，包括法老王的金馬車、金椅子，更有鎮館之寶——法老王圖

坦卡門金面具、人形金棺、木乃伊等，皆是世上難得的無價之寶。 

 

住宿 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餐點 
午：埃及風味餐 

晚：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第 3 天－2020/3/7（六） 

行程 私訪大金字塔國王密室--哈利利市集-- ASHA與高靈訊息療癒 

說明 吉薩金字塔群Giza Pyramids：吉薩金字塔群，於 1979年登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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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獲選為世界新七大奇蹟中的榮譽奇蹟！吉薩金字塔又稱為【大金字塔】，約於 4800年前，由

260萬塊重約 10噸的石塊堆砌而成。石塊與石塊之間，沒有任何水泥黏著物，歷經 4500年的風

吹雨打，接縫迄今仍相當緊密，即使薄如紙片也難以插入。行程安排清晨私訪進入金字塔最中間的

國王密室，在宇宙最中心體驗地球的喉輪脈動，並與其連結，進而清理自身脈輪。 

 

 

 

 

 

 

 

 

 

*高靈訊息：金字塔國王密室通往宇宙高次元振動頻率，能量如大洪般注滿於密室中，我們將有一

個小時充裕的靜心時間，高靈透過 Asha將能量變頻成團員容易接收的狀態，清理喉輪的同時，有

助於喚醒個人深藏的靈魂天賦，同時直接釋放個人最顯著的負向人格印記，印記通常烙印在喉輪之

中，人格印記往往是阻礙個人天賦施展的習慣反應。 金字塔國王密室中的石棺，與多重宇宙的交

接處為同一通道，我們也可有數分鐘的時間體驗躺入石棺與各個宇宙交合點重疊。有機會你會遇見

宇宙中的另一個自己喔！ 

 

哈利利市集 Khan El Khalili：開羅著名的購物

街，也是最大的自由市場。自 14世紀開始，原

本只有幾處供商旅休憩的旅店，後因商人集中

在此買賣商品，逐漸成為重要的物資交流中

心。市場內有如迷宮，如今和數百年前的景況

相去不遠，來到埃及當然不能錯過這個當地最

熱鬧的特色市集。 

 

Asha與高靈訊息療癒 

住宿 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餐點 

早：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午：埃及風味餐 

晚：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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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2020/3/8（日） 

行程 開羅國際機場/ 沙姆沙伊赫國際機場  --聖卡特琳地區 

說明 

早上搭飛機前往沙姆沙伊赫國際機場 Sharm El Sheikh Airport，再轉車到聖卡特琳地區 St. 

Catherine，位於西奈半島山腳下（車程約 3.5小時）。 

  

 

住宿 Hotel St.Catherine Village 

餐點 

早：Le Meridien Pyramids Hotel 

午：Hotel St.Catherine Village 

晚：Hotel St.Catherine Village  

 

第 5 天－2020/3/9（一） 

行程 
摩西山朝聖之路--登頂至聖殿靜心並欣賞日出--聖凱瑟琳修道院--前往西奈半

島的達哈布 

說明 

摩西山朝聖之路：西奈山位於埃及南部，「西奈」之名來自希伯來語 Har Sinai，源自古代閃族神

話中名為辛（Sin）的月亮老人，故西奈山也有「月亮山」之意。 

 

西奈山又被稱為「摩西之山」。《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族人過了紅海後到達西

奈，摩西獨自於西奈山上領受刻有「十誡」的石板。「十誡」為上帝要求子民必須遵守的十項誡

命。 

 

除了猶太教，西奈山同時也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地，成為朝聖之地。摩西將猶太教神祕的智

慧從埃及帶出來，歷盡千辛萬苦，在西奈山看見了永恆的存在！我們將跟隨摩西的腳步，於凌晨

由飯店出發，踏上摩西山的朝聖之路（上山山路約需步行四小時）。 

 

聖殿靜心及欣賞日出：在全無光害的西奈山慢慢走著，會看到絕美如畫的滿天星斗，登頂後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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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祈禱及欣賞日出。傳說上帝跟信徒許諾，只要能在西奈山看到早上從東方射來的第一縷晨

光，上帝就會滿足一個願望。行程將安排在日出前靜心等待從東方射來的第一縷晨光。 

 

*高靈訊息：摩西山朝聖之路將會進入非常獨特的神祕體驗，聖地磁場拉高意識，讓我們可以更高

角度看見並明瞭個人生命意義。個人靈魂天賦往往與利益地球整體的目標一致，開啟更高意識為

此朝聖行的能量重點。行徑過程，也許高靈會帶出你個人的靈魂訊息，也或許由心個人會有所領

會。記憶重新連結並明白自己在此生與家人、社會、國家、地球最美好約定。 摩西山行程高靈將

帶領團員共同靜心，此地能量可協助釋放個人幼年時與成年後內在小孩的傷痛記憶。 

 

聖凱瑟琳修道院 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凱瑟琳修道院屬希臘正教，建於西元六世紀，被

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經歷了阿拉伯人入侵、十字軍東征、以埃戰爭等屹立至

今，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此修道院有兩處源自於聖經《出埃及記》廣為人知的傳說，

一是摩西遇見妻子西坡拉的那口井，被稱為「摩西井」。二是上帝向摩西顯現「燃燒荊棘」的那

欉荊棘。 

 

*高靈訊息：聖凱瑟琳修道院將下載古老智慧，並感受這座最古老修道院中既尊貴又強大的神聖能

量。荊棘環繞整座聖凱瑟琳修道院，若您個人一直有無法排解的恐懼與很難駕馭的情緒，這會是

個充滿力量的療癒場。 

住宿 Le Meridien Dahab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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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點 

早：Hotel St.Catherine Village 

午：Le Meridien Dahab Resort 

晚：Le Meridien Dahab Resort  

 

第 6 天－2020/3/10（二） 

行程 彩色峽谷 -- 藍洞 浮潛 --沙姆沙伊赫國際機場/開羅國際機場  

說明 

 

彩色峽谷 Coloured Canyon：今天

我們將搭乘四輪驅動專車前往大自然

鬼斧神工之作——彩色峽谷。峽谷的

沙岩岩壁富有天然多層次色彩和條

紋，總長約 800公尺，此峽谷在幾百

萬年前仍沉沒在海底，受海水侵蝕而

形成今日的樣貌。 

 

 

藍洞浮潛 Blue Hole snorkeling：藍

洞是整個紅海地區最有名氣的潛點之

一，教練將為團員備好浮潛裝備，讓

我們輕鬆自在的探索繽紛的熱帶魚和

珊瑚礁，看遍美麗的海底世界。 

 

 

*高靈訊息：經過數日的療癒與釋放，大海是最強大的淨化器，讓我們為之後即將展開的幾個重點

神廟做好淨身準備。紅海會帶給即將一同前往的每個朋友們一份特別的禮物，將於工作坊時與各位

分享。 如果你是天生能感知到五感以外世界的朋友，這裡有著能打開氣場*的神性力量。 

 *打開氣場：我們不再只侷限於個人的狹小感知，氣場一旦打開，就如同張開雙臂迎接整個地球與

宇宙的和諧頻率，並且能更敏銳於周圍環境，使個人能清楚的覺察到自己與外在環境間的供需關

係，形成一完美無缺的互助光網絡。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3%bd%e8%b0%b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a2%9d%e7%b4%8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a2%9d%e7%b4%8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5%b7%e6%b0%b4.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5%b7%e6%b0%b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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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搭機從沙姆沙伊赫國際機場回到開羅。 

住宿 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Hotel  

餐點 

早：Le Meridien Dahab Resort 

午：埃及風位餐 

晚：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Hotel  

 

第 7 天－2020/3/11（三） 

行程 開羅國際機場 /亞斯文--阿不辛貝神殿 

說明 

一早搭機從開羅機場飛往亞斯文，再搭車前往阿不辛貝神殿（車程約 3小時）。 

 

阿不辛貝神殿 Abu Simbel Temple ：全球首座世界遺產阿布辛貝神殿，座落於納賽爾湖西岸，由

兩個岩石雕刻而成的巨型神廟所組成。神廟內有許多的壁畫，描述的是法老出征的故事，講述法

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的功勳。當年最具文功武略，聞名的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為宣揚功績及他對

妃子妮菲塔莉的愛意，花了 20年將整座山壁雕鑿而成雄偉的阿布辛貝神殿。建造該神殿的古代工

程師，利用天文和曆法做出不可思議的設計。每年法老王的生日及登基這兩天，太陽的光束都能

穿越 60多公尺的長廊，照進這終年不見天日的聖殿。陽光會精準的投射在除了黑暗之神以外的其

他三尊神像上，整個神殿閃閃發光 。 

 

*高靈訊息：在阿布辛貝神殿中，我們將感受海底輪與地球母親的關係，在此地，我們專注療癒海

底輪，釋放生存恐懼。 高靈慧帶領各位練習<地球根源靜心>，扎根接地氣的靜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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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辛貝神殿聲光秀：到了阿布辛貝，卻沒欣賞夜晚登場的聲光秀，就如同入寶山空手 而歸，

行程特地安排晚上欣賞魔幻震撼的聲光秀，感受穿越時空與法老面對面的幻覺。 

 

晚上不再趕車回亞斯文，選擇入住阿布辛貝唯一四星級的飯店，努比亞風格的塞提阿布辛貝湖度

假酒店。 

住宿 Seti Hotel Abu Simbel 

餐點 

早：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 Hotel 

午：Seti Hotel Abu Simbel 

晚： Seti Hotel Abu Simbel 

 

第 8 天－2020/3/12（四） 

行程 阿布辛貝神殿日出--奴比亞村-- Asha與高靈訊息療癒 

說明 

阿布辛貝神殿日出：一早再次前往阿布辛貝神殿感受日出第一道曙光投射在巨大雕像的震撼能

量，與舉世聞名的巨型拉美西斯二世摩崖雕像對望最後一眼。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BsK!lQQ!oPbo26q8A9YiLM
https://hotel.eztravel.com.tw/oversea/introduction/HTFZ000460423-%E5%A1%9E%E6%8F%90%E9%98%BF%E5%B8%83%E8%BE%9B%E8%B2%9D%E6%B9%96%E5%BA%A6%E5%81%87%E9%85%92%E5%BA%97-Seti-Abu-Simbel-Lake-Resort
https://hotel.eztravel.com.tw/oversea/introduction/HTFZ000460423-%E5%A1%9E%E6%8F%90%E9%98%BF%E5%B8%83%E8%BE%9B%E8%B2%9D%E6%B9%96%E5%BA%A6%E5%81%87%E9%85%92%E5%BA%97-Seti-Abu-Simbel-Lake-Resor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7%BE%8E%E8%A5%BF%E6%96%AF%E4%BA%8C%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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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比亞村 Nubian Villages：搭車穿過撒哈拉沙漠返回亞斯文（車程約 3小時），參觀奴比亞村，

居住在此的是埃及的少數民族。在古埃及法老時代，努比亞人這個非洲黑人部落，是埃及人的鄰

居，後被埃及人征服。當時埃及人為了使努比亞人敬畏，便在河邊沿岸建立巨大的神殿、雕像。

但被古埃及人征服的努比亞人也曾推翻埃及，成為法老王。現今的努比亞人與貝督因人成為埃及

的少數民族，皆有著自己的獨特生活方式。 

 
 

Asha與高靈訊息療癒 

住宿 Mö venpick Resort Aswan  

餐點 

早：Seti Hotel Abu Simbel 

午：Mö venpick Resort Aswan 

晚： Mö venpick Resort Aswan 

 

第 9 天－2020/3/13（五） 

行程 私訪菲萊神廟--乘坐風帆船--搭乘尼羅河最新的頂級遊輪 May Flower 

說明 

私訪菲萊神廟 Philae Temple：一早將安排私訪菲

萊神廟，也稱伊西斯女神殿（Temple of Isis），位

於阿斯旺城南尼羅河中的阿吉利卡島（Agilika 

Island）上，供奉的是愛神伊西絲（Isis）。伊西絲

溫柔內斂，以著獨特女性智慧追求自己的幸福，是

古埃及司掌管博愛、快樂、音樂和生育的女神，很

受埃及人愛戴。 

 

公元前 4 世紀至公元前 3 世紀，托勒密二世在古法

老神殿的廢墟上修建了這座神殿，作爲禮物獻給女

神伊西絲。當連結伊西斯女神時，將喚醒靈性力量、古老的智慧和前世天賦。 

 



11 

*高靈訊息：Isis女神將會透過 Asha傳遞訊息與能量。 

 

乘坐阿拉伯式風帆船 Felucca ride 

around Elephantine Island：亞斯文附

近是尼羅河最美麗的河段，河水潔淨清

澈、碧波盪漾。尼羅河兩岸有著翠綠的農

田與椰棗樹，綠洲身後高聳著光禿、澄黃

的岩石山。巨大的遊輪一艘艘並排於碼

頭，白色的風帆船忙碌地穿梭於河面，不

時傳來努比亞人嘹喨的歌聲與熱鬧的鼓

聲。特別安排由努比亞人駕駛風帆船，

享受輕鬆悠閒的浪漫，並體驗努比亞人

風情。 

 

搭乘尼羅河最新的頂級遊輪Mayflower：這次安排搭乘的是尼羅河最新下水的河輪——

MayFlower，2019年 10月份才剛啟程，無論是設備或食物，都是尼羅河上三百艘河輪中數一數

二的選擇！接下來的四天，團員們將在這艘五星遊輪上，悠閒的欣賞沿岸遼闊風光，感受尼羅河

母親般呼吸的水波脈動。 

住宿 Mayflower Nile Cruise 

餐點 

早：Mö venpick Resort Aswan 

午：Mayflower Nile Cruise 

晚： Mayflower Nile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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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2020/3/14（六） 

行程 康孟坡神殿--艾得芙神殿 

說明 

柯蒙波雙神殿 Kom Ombo：柯蒙

波雙神殿是全埃及唯一一座對稱的

雙座神殿，神殿有兩個大門，同時

敬奉兩位主神，一位是象徵著正義

化身的鷹神荷魯斯 Haroeris；另

一位則是專為萬惡之神鱷魚神

Sobek所建。這種一殿敬奉雙神

的信仰及建築型態，在埃及是絕無

僅有的。 

 

艾德芙神廟 Temple of Edfu：「艾得芙神廟」是現今埃及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神殿之一，不僅

塔門外牆、庭院、神殿都保存原貌，其規模也僅次於路克索的卡納克神殿，浮雕內容更涵蓋古埃

及崇拜的諸神傳說，無怪乎被推崇是一座集神殿建築、神學及象形文字的圖書館。埃及人始終深

信此地正是傳說中鷹神荷魯斯大戰殺父仇人賽特 Seth之處，也留有哈托 Hathor女神每年逆流而

上與丈夫荷魯斯相會的浪漫場景。 

 
*高靈訊息：聖殿中的高靈亦有機會透過 AshA傳訊 

住宿 Mayflower Nile Cruise 

餐點 

早：Mayflower Nile Cruise 

午：Mayflower Nile Cruise 

晚： Mayflower Nile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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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2020/3/15（日） 

行程 盧克索西岸--帝王谷--曼儂巨像--麥地納工匠村遺址--路克索神殿 

說明 

盧克索熱氣球 Hot air balloon ：（自費行程，美金$125，需於凌晨 4點出發） 盧克索熱氣球是

值得體驗的旅遊項目，不過需在天時地利的狀況下熱氣球才會升空。在熱氣球上可欣賞帝王谷的

日出美景，觀賞兩岸的田園風光，感受空氣中濃濃的古埃及氣息（在空中時間約 50分鐘）。 

 

帝王谷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the tomb of Ramses IV) ：帝王谷位於尼羅河西岸，隱密在溪

谷深處，從 17王朝開始，埃及法老因為怕被盜墓，於是不再建造金字塔，而是將陵墓蓋在古時的

底比斯尼羅河西岸，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第 17-20王朝共 64座法老陵墓在此，從法老生前即位就開

始開挖建造，直到法老過世才停工。帝王谷的陵墓以圖唐卡門、阿蒙霍特普二世、塞提一世、拉

美西斯二世陵墓最負盛名。 

  

 



14 

曼儂巨像 The Colossi of Memnon：曼儂巨像高約 20公

尺，由新王國時代鼎盛期的阿蒙荷太普三世建造。坐像身

後，原是他的葬祭殿，但後來的法老拆了這座建築，並將拆

下的石料挪為己用。到了托勒密王朝時代，建築物已經完全

被破壞。人們認為石像是希臘神話中的曼儂的雕像，就給石

像取名為曼儂。 

 

麥地納工匠村遺址 Valley of the 

Artisans (Deir el-Medina)：麥地納村

落是最有名的工匠村遺址，位於埃及首

都開羅以南 600多公里，西底比斯的

「麥地納」（Deir el-Medina）的山谷

中。工匠村遺址是古埃及第 19王朝至

第 20王朝時期，修建法老和貴族陵墓

區「帝王谷」的勞動者所居住的村落。 

路克索神殿 Luxor Temple：全埃及最大神殿，也有世界最大露天博物館之稱。路克索神殿建於西

元前十四世紀，而後的 1900多年間，又經過歷代多位法老王的擴建，漫步其中，處處可見大型雕

像與充滿神秘感的象形文字，神殿中的廊柱廳，擁有 3500年的歷史，氣勢宏偉，石柱上眾神和法

老的浮雕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高靈訊息：此處能量特點：強化貫穿七個脈輪的中軸線，使人容易回到內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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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Mayflower Nile Cruise 

餐點 

早：Mayflower Nile Cruise 

午：Mayflower Nile Cruise 

晚： Mayflower Nile Cruise 

 

第 12 天－2020/3/16（一） 

行程 卡納克神殿--賽克麥女神聖殿--盧克索機場/開羅機場  

說明 

卡納克神殿 Karnak Temple：建於西元前 2000年的「卡納克神殿」，據說是為了獻給太陽神阿

蒙，由 134根巨大石柱，組成如原始巨木林樣貌。當年古埃及人認為卡納克神殿為世界中心，因

此法老王皆在此祭祀祈福，有句話說：「 到過『卡納克神殿』等於看過埃及的所有神殿 」，因為

這裡囊括埃及各大神殿的建築風格，每年來訪的遊客量，僅次於大金字塔！ 

 

 

賽克麥女神聖殿 Sekhmet the Lioness Goddess Chapel：賽克麥

（Sakhmet）是已知最古老的埃及神之一，以獅頭女身的外型呈

現。祂的名字在埃及語「Sekhem」中代表「力量」。在古埃

及壁畫上，她有時會持有生命之鑰，但有時以站立或行進的狀

態呈現時。來到這間神聖的賽克麥女神聖殿，可以感受到祂的

呼吸，與祂連結時，將帶來強大的勇氣與力量，足以穿越生命

中種種困難與壓力。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會千里迢

迢特地來到這間密室與賽克麥女神進行心靈、身體和精神上的淨

化，找回內心的勇氣。 

  

*高靈訊息： 2020 年三月在此處的磁場與其他時間略有不同，療癒女神此時有協助穩定神經

系統的力量。 賽克麥女神聖殿聚焦在太陽神經叢的能量，在這個場域中，對於療癒脆弱或

容易分散能量，無法聚焦在力量本身的人很有幫助。對於已經頗有意志力的朋友，在此場域

中亦可學習到如何不過度承擔，隨著靈魂意願讓過度承擔的部份有所提升，並且在生命中吸

引到適當的人共同創造。 



16 

下午搭乘飛機從盧克索飛往開羅機場，入住密納皇宮飯店（Mena House Hotel）。密納皇宮飯店

最大特色就是有古夫金字塔作伴的景觀，連吃早餐都能夠看著金字塔，還有哪間飯店足以媲美

呢？密納是舊有皇宮改造的飯店，二戰期間英國首相邱吉爾所召開的開羅會議，就是在這裡舉

行。密納皇宮名人錄包括：開羅會議三巨頭（蔣介石、 羅斯福、邱吉爾）、美國企業家比爾蓋

茲、名推理作家柯南道爾、喜劇演員卓別林及諸多知名影星。 

 

*小知識：「開羅會議」是西元 1943年 11月，由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美國總統羅

斯福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舉行的會議，討論亞洲問題及對日本作戰方針。會後發表宣言，三

國同意制裁日本侵略，且日本應歸還中國領土東北、臺灣及澎湖島，並給予朝鮮獨立。 

 

  

住宿 Marriot Mena House Hotel  

餐點 

早：Mayflower Nile Cruise 

午：埃及風味餐 

晚： Marriot Mena House Hotel 

 

第 13 天－－2020/3/18（二） 

行程 私訪人面獅身像-- Asha與高靈 ending ceremony 

說明 

人面獅身像 Sphinx：舉世聞名的埃及金字塔旁的人面獅身像，建造於 4500年前，是世界最古老

的古代大型石像之一。它是利用建造金字塔的採石場上岩石雕鑿而成，臉型仿法老的面龐，冠戴

國王頭巾，額角上雕有國王標誌的眼鏡蛇，身體呈萬獸之王——獅子身狀。人面獅身像是在吉薩

高原上，以整個石灰岩床由上向下雕刻，整個身軀準確的面向地球磁角的正東方，獅身像視線巧

合的與緯度 30度疊合；每年的夏至日與秋分(秋至)二日，太陽會準確的在獅身像視線的正前方升

起。我們將安排在人面獅身像的腳下進行連結靜心。 

 

*高靈訊息：在人面獅身像的雙掌之間靜心時，將會感受到高度文明的能量依舊深深的留存於

地底空間，感受其創造力及智慧，同時喚醒個人自身「金」的元素能量，也是讓儲存於我們

靈魂本質中，對我們肉身世界最純淨的防護力。人面獅身像是此趟能量重點之一，在我們穿

https://www.moedict.tw/%E9%82%B1
https://www.moedict.tw/%E5%9C%A8
https://www.moedict.tw/%E6%9C%83
https://www.moedict.tw/%E7%99%BC%E8%A1%A8
https://www.moedict.tw/%E5%88%B6%E8%A3%81
https://www.moedict.tw/%E5%88%B6%E8%A3%81
https://www.moedict.tw/%E6%97%A5
https://www.moedict.tw/%E6%87%89
https://www.moedict.tw/%E6%BE%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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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各種神性的加持後，我們如同被鍍上一層金色護持外衣，遇到任何非正派力量都能擁有一

貼身護法為我們排除與保護。 

 

 

Asha與高靈 ending ceremony。 

 

住宿 Marriot Mena House Hotel 

餐點 

早：Marriot Mena House Hotel 

午：Marriot Mena House Hotel 

晚：埃及風味餐 

 

第 14 天－2020/3/19（三） 

行程 代赫舒爾金字塔群-- 開羅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說明 
代赫舒爾金字塔群 Dahshur （彎曲金字塔及紅色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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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赫舒爾金字塔群屬於聯合國認定的世界遺產，孟菲斯

及其墓地金字塔群的一部分。「彎曲金字塔」約建於公

元前 2600年，是埃及第四王朝開國法老斯尼夫魯時期

所建的兩座金字塔的其中一座。它屹立於開羅以南代赫

舒爾（Dahshur）尼羅河西岸，有別其他金字塔的直線

斜邊，「彎曲金字塔」斜邊的前 49米呈陡峭的 54度

角，然後約以 43度角逐步收小至塔尖。「紅色金字

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埃及第四王朝法老斯尼

夫魯的陵墓，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現在它是埃

及第 3大金字塔，僅次於吉薩的胡夫金字塔以及卡夫拉

金字塔。 

 

午餐後前往國際機場，結束埃及神聖之旅，返回溫暖的

家。 

餐點 

早：Marriot Mena House Hotel 

午：埃及風味餐 

晚：機上享用 

 

第 15 天－2020/3/20（四） 

行程 桃園國際機場 

說明 返回溫暖的家，以全新的能量繼續人生旅程。 

備註 1：行程順序依實際情況而定，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私訪行程需經國家允許），如交

通阻塞、觀光景點休館，將視情況彈性調整班機、行程或住宿飯店，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備註 2：本行程包括需要走路、爬山的景點，對體力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年紀太大或是腿不方便的人不太適

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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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訊者 ASHA 簡介】 
 

ASHA天生能與不同次元的存有溝通，透過精神導師——高

靈「白長老」及一群充滿愛與智慧的能量體，學習各種宇宙

療癒能力。現為靈性圈知名傳訊者，足跡遍及兩岸三地，同

時也帶領靈性之旅。為「心悅人文空間」創辦人之一。著有

《星宇》與《小奇奇幻之旅》。 

點此進入 ASHA與高靈官網；點此進入 ASHA與高靈粉絲頁 

 

 

 

【帶領者 CD 簡介】 
CD 出生台東，法學博士，曾任職多家跨國企業擔任法律顧

問。2003 年創立自然農法茶葉品牌，於此同時開始奔走在山

林鄉野間，虔敬的親近土地及土地的第一線耕耘者，深深感

受天地之能量。同時在過去三十多年，以不同的方式遍走世

界各地，豐富生命經歷，開創人生的更多可能，期待以獨一

無二、精心規劃的極緻旅程，和更多朋友一起打開身體五

感，體驗四時週遭的外在環境，同時也希望能引動同伴內在

深層的覺察與感受，由外向內，再由內而外的全方位開啟各

種感知。點此進入寶平安心靈之旅官網 

 

 

 報名連結請點選此處    

https://www.ashaspace.com/
https://www.facebook.com/ashaspace/
https://cdhsu2.wixsite.com/innertravel
https://forms.gle/FXW1zLebgZwgsCPb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