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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苏伊士、卢克索

埃德福、阿斯旺

        JOYN Global Culture, Inc.（脚印）成立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作为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在中国上海和福建设有两家

分公司，专注于为年轻一代以及成人提供一切开阔眼界的机

会。我们通过与斯坦福、耶鲁、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及华盛顿大学等高端资源的协作，提供入住名校的

研学项目。

        脚印的研学路线由斯坦福大学陈晟博士设计，内容涵

盖历史、文化、艺术、体育、经济及尖端科技等各个领域。

各名校博士、行业精英亲自带队，深入学习访问，各行业顶

尖大脑也将在路线中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脚印。不仅仅拓宽眼

界，激发兴趣，更可以在行程中做深度的探讨与交流。

跟随史学博士深入
埃及，探索古老又
神秘埃及文明
30人满团

2020年1月27日 — 2月5日

脚印上海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41号    
东楼207室
电话：021-52896529

脚印福建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恒力金融
中心1403（湖东路与观风亭路交界处）
电话：0591-87526690

脚印广东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63号国信大厦701室
电话：020-39940280

埃及人文历史访学路线



跟随陈晟博士走世界系列

为 什 么 选 择 跟 随 脚 印 一 起 研 学 ？

l 与斯坦福、耶鲁、华盛顿大学等名校大学的官方合作项目，可全团入住世界名校，用心筛选

优质酒店、交通工具及餐饮，安全可靠。

l 由热爱行走、知识广博的斯坦福大学陈晟博士设计路线，为帮助学生在行程中收获更多、扩

宽眼界而精心安排线路，多位名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设计并传授课程。

l 行程中不仅有名校学神学霸相随，更有各领域的学术精英与大家直面交流，还请到留学生们

倾囊相授留学申请过程及技巧。

l 行程多姿多彩，各方面的深入体验加深对国家、城市文化的理解。名校实验室访问、城市地

标打卡、经典博物馆参观学习、生活化英伦集市体验等等，在行走中学习，并在行走中发现

学习的乐趣。

    埃及，一个拥有自己独特魅力的国家，这里的文明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早出

了2000年，经历了古波斯帝国统治，托勒密王朝，古罗马帝国，直至今日的阿拉伯

世界。这片土地上有着古埃及文明高度发展的见证：尼罗河、金字塔、神庙、木乃

伊、法老墓……它像一本时刻吸引着你却又永远读不完的书。

       跟随脚印去世界文明之源——古埃及看看那些5000多年前超越人类能力限

度的建筑，解读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中仅存的宏伟金字

塔，探究人类最古老的未解之谜……这些人类初始对

于天文学、数学、符号学的追求，闪耀着令人惊

叹的现代科学魅力，希望古埃及人们的智慧可

以点燃孩子们心中点点的敬畏。

了解更多咨询及路线信息可关注
脚印微信公众号：JOYN_PUBLICATION
或脚印公司网站：www.joyn.cn



一、超强导师阵容

陈晟导师：   行走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斯坦福博士

于振洋导师：世界古代史专业的博士

芒果导师：    香港教育大学教育硕士

二、超级研学体验
●行前、行中、行后全程覆盖

●行前：六个课时的埃及通识课

●行中：七大主题学习

●行后：线上互动式情景体验课

            陈晟博士埃及专题讲座

       项目独家优势

三、超值研学资料包
●独家研发的研学手册

●学习成果型埃及明信片

●学习成果型埃及书签

●学习成果型埃及贴纸

四、专属“脚印”记录
JOYN团队研发独家研发APP

文字、声音、图片、视频一体化记录

生成你专属于你的个人研学记录



超强导师阵容

1. 陈 晟
       毕业于清华大学、麻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分别取得力学学士、机械工程硕士及计算

数学博士学位。曾三次穿越北美洲，足迹遍布美国 50个州以及加拿大。他在世界其他
各大洲也有着丰富的旅行经验，脚印踏遍全球 120多个国家。先后成立AccelOps和
JOYN Global Culture公司 ，2015年成立脚印HL奖学金资助高校学子走出国门升学深造。
回国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进入各高校分享并帮助中国年轻一代开拓眼界、启发创
新思维、学会独立思考。脚印希望每一位靠自己努力奋斗成功的优秀人士分享自己人
生的脚印给大家，激发奋斗精神，丰富内心世界，开阔国际视野，领略多元文化，从
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 于振洋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博士。对古代埃及国家起源时期的考古遗址，以
及埃及后王朝时期，在外族入侵的历史情境下，古代埃及人思想观念的变

化有较深入的关注与研究。曾发表学术论文《纳尔迈：是否为古代埃及首

位国王》；致力于将专业的埃及学知识以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众，践行世

界古文明范畴的通识教育。

3.芒 果

      香港教育大学教育硕士。曾任职于香港教育大学，从事中外“翻转课堂”创
意教育的研究工作。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人文通识栏目《电影人文工作坊》

主讲人；香港教育大学嘉宾讲者；多次受邀进入广州市各大中小学，开展

人文通识教育项目；现从事以博物馆、旅行与电影为载体的创意教育探索。



超级研学体验

一、行前：

前置课程——
古埃及文明通识课（线上）
构建古埃及历史框架，搭建埃及地理
空间布局，纷繁历史与地理井井有条。

①团队结合自身多元的教育背景以及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创

新性地提岀了AE ( Augmented Experience )，也即"增强体验"
的产品研发理念。

②充分结合国际领先的认知模型，极大地丰富参加者的收获与成

就感，区别于一般研学或教育类产品。

③ "前期导入"、"中期研学"和"后期分享"三个阶段，提供参与者浸

入式的环境与全方位的持续性支持。

④辐射人文、艺术、历史与科学等领域，通过与电影、博物馆和

旅行作深度结合，参与者将得到丰富多维，并且深度的感受与

体验。

埃及文化通识课

 CC01: 神的世界
1. 古代埃及的三大神系     
2. 古代埃及的主要神灵      
3. 神灵的居住地：神庙

 CC02: 人的世界
1. 古代埃及人的等级       
2. 古代埃及人从事的主要职业
3. 古代埃及人的衣食住行

 CC03: 亡灵的世界
1. 古代埃及人的生死观       
2. 古代埃及人的完整丧葬仪式
3. 古代埃及人观念中的来世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1. 研学主题一：“死者之城”：王家墓地萨伽拉认识金字塔文化的第一课

      提起金字塔，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起的是体积最大的胡夫金字塔。但稍对古埃及历史有些
系统了解的朋友，想到的却是萨伽拉（Saqqara）。

      萨伽拉是古都孟菲斯（现开罗附近）的"死者之城"，埃及第一王朝时已有贵族下葬于此，
鼎鼎有名。在你了解了这个地方后，你就会发现BBC纪录片里，无论提起金字塔，还是
木乃伊，都会经常提到它。

这片王家墓地里，矗立着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阶梯金字塔（Step Pyramid）。
这个六层马斯塔巴的建筑结构，是现在人们所知的三角锥形金字塔的始祖，是金字

塔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正是有了它，才有众所周知的吉萨锥形金字塔的诞生。阶梯金字

塔，是了解金字塔文化的第一课。

萨伽拉墓地

将在此开展实地古迹小课堂，与大家追踪金字塔的整个发展历程：

 

l 目睹并了解古埃及墓葬最原始的形式是什么？

l 从马斯塔巴到阶梯金字塔，是何人的杰出构想？他有何流传千年却鲜为人知的          
      传奇故事？

l 这个墓葬结构有何精妙之处？它是如何启迪后人建造角锥形金字塔的呢？

 阶梯金字塔及墓葬群



埃及以金字塔闻名，全国有一百多座。吉萨(Giza)高地金字塔群，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拥有4600多年历史。其中，胡夫金字塔，高146米，大约由236万块石头组成，是全世

界最高的金字塔。

面对这种金字塔群的经典照片，我们难免会因视觉信息的偏差以偏概全。

你就没有过这样的疑问：

l 金字塔陵墓难道就只由金字塔组成？

l 除金字塔外，作为陵墓群，还有什么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l 每个组成部分的分布是怎样的？它们有什么作用？与法老的升天有什

么关联？

我们将亲身登上吉萨高地，徒步于胡夫大金字塔四周，仔细观察金字塔

的外部建筑。随后，更会进入胡夫大金字塔的墓室内部，一探究竟。

 只有了解了金字塔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建筑，才算真正完整地了解金字

塔。老马将带你还原一个完整的金字塔建筑！

金字塔群外部结构 胡夫金字塔内部

吉萨金字塔群

2. 研学主题二：全方位还原，胡夫金字塔的内外探索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3. 研学主题三：探索工匠村，了解古埃及平民日常生活的宝贵机会
 

     古埃及给世人留下的大量陵墓与神庙，令我们跨越数千年还能从大型遗迹中

想象法老们的奢华生活。但平民的故事与生活点滴，却鲜为人知。

     特别到了新王国时期，著名的法老辈出。帝王谷巧夺天工的陵墓结构，法老

陵墓中一幅幅精美的壁画，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些帝王杰作背后的平民工匠的

故事。

 

    但在法老元素遍布遗迹的埃及，我们还有机会了解平民的生活吗？

    有！

    我们史无前例带你走进大型考古遗址——“美迪纳”工匠村。这是现存为数不多

可以窥见平民生活的考古遗址，是我们了解古埃及平民生活点滴的一扇重要

窗口！

美迪纳工匠村遗址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公元前16世纪开始，负责建造帝王谷的平民工匠便统一住在此村中，

贯穿整个帝王谷的修建时期。该村古时名字的含义为“真理之地”，村中

的居民被称为“真理之地的仆人”。

 

我们将带领大家实地考察美迪纳工匠村，届时你将有机会：

l 了解工匠村的前世今生；

l 亲眼目睹古埃及平民留下的日常生活痕迹；

l 探索陵墓壁画的含义。



 （1） 大坝下的努比亚人 

大坝的修建使得努比亚人离开了生活千年的故土，迁居他处。自古以来，

努比亚人与埃及人的联系最为密切。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大族群在文化、

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都在自身的骨子里深深印上了对方的烙印。

我们将前往埃及的最南端阿斯旺：

l 从努比亚博物馆中系统了解努比亚人的历史；

l 拜访努比亚村庄，了解当今努比亚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

l 探访努比亚家庭与学校，与他们深入交流，感受古老的努比亚文明与

现代埃及社会文化的冲突与共融。

（2） 大坝下的神庙搬迁 

阿斯旺大坝的修建使其附近的水位上升，淹没了许多古迹，菲莱神庙就是

其中的一座。为了挽救这座神庙，世界各国考古学家共同努力将神庙整体

迁移到了较高的地方，这一工程堪称拯救古代遗址的现代奇迹。 

我们将前往菲莱神庙：

l 了解神庙搬迁过程中的 Before & After；
l 知晓神庙主人的凄美故事；

l 亲身观察神庙搬迁遗留下来的千古痕迹。

实地考察阿斯旺大坝

在努比亚学校学习阿拉伯文字在努比亚人家中做客

4. 研学主题四：阿斯旺水利工程影响下的古今文明

阿斯旺大坝是世界第二大水利工程，它的修建调节了尼罗河水的分配，给埃及人

民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也给一些古老的族群与历史遗迹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5. 研学主题五：手把手，古迹中的象形文字读出来
 

   随着最后一批埃及祭司被困死在菲莱岛，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便成为了一

种无人能够释读的文字，直至1822年，年轻的法国学者商博良将自己的

释读规则公布于世。我们不禁会问，商博良到底是如何破解象形文字的？

与象形文字零交集总会给人们的埃及之行带来无限遗憾！我们又怎能让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此，实地古迹小课堂通俗易懂地传授你前所未有、

终生难忘、独家原创教研的文化体验：象形文字读写趣味教程，让你：

 

l 了解象形文字的破译过程；

l 透过王名框识别法老的真实身份；

l 洞悉神庙和陵墓墙壁上的程式化用语。

我们将会让你一尝亲身破译象形文字的喜悦，获取技能与法老直接对话！

实地破译象形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字趣味小课堂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我们精选出了最具代表意义的5大神庙与3大陵墓，通过老马实

地古迹小课堂，帮助大家：

l 了解神庙建筑的结构与意义；

l 归纳众多神庙共性的同时，分辨各自的特点；

l 梳理古埃及神谱，与大家系统了解一座神庙一位神、一座

陵墓一位王，携手众神与法老共同回到昔日辉煌的古埃及。

卢克索神庙的日与夜

古代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度，每个地区，甚至每个村庄，

都有各自崇拜的神灵。如果对古埃及人信奉的神灵一无所知，

我们便很难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之中。而法老作为神灵在人间

的化身是我们了解古代埃及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的窗口。

6. 研学主题六：梳理神谱，详解众神与法老

埃及神谱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沙漠看似将埃及与外界隔离开来，但古老文明自有它优化配置大自

然资源的智慧: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是埃及人的埋葬之地，我们

此行考察众人所熟知的金字塔、帝王谷等正是得益于这地理环境而

留存至今的人类文化宝藏，它也是人们获取铁矿资源的重要地点；

通过茫茫沙漠，埃及人始终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部沙漠尤

甚，是前往西亚、两河流域的必经之地；

更为有趣的是，埃及的沙漠里不总是荒凉，还有人烟，古老的游牧

部落贝都因人千百年来久居沙漠，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7. 研学主题七：沙漠影响下的独特古文明形态

 埃及，沙漠伴随下的古文明。从古至今，在大多数领土都是沙

漠的特殊地理环境下，埃及文明内化出了它的独特性。如今，

埃及领土也有90%以上被撒哈拉（沙漠）覆盖。

徒步撒哈拉沙漠，拜访贝都因部落

二、行中：7大原创研学主题



  博士领队，跨学科学习解读古埃及文明

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首的“吉萨金字塔”

<跨学科的研学小课堂示例>

• 建于公元前2600年，260万块2~12吨重的巨石堆

成，石块之前缝隙小的连针都难以插入，采石场离

建造地有90公里，如何运输？

• 金字塔高146.6米，这个数字乘以10亿恰好等于地

球到太阳的距离；

• 金字塔底边长230米，底边周长除以塔高的2倍恰

等于圆周率3.1416；

• 金字塔下面恰为“自然塌落现象的极限角和稳定

角”52度；

• 金字塔4个面的朝向分别对着正东、正西、正南、

正北，误差不超过10%度；

• 穿过金字塔的子午线将地球上各大洲与大洋的面积

分为平均的两半，误差不超过7%；

• 金字塔内的法老墓穴长宽高之比为5:4:3，恰是毕

达哥拉斯公式，而后者出生与2000多年后；



1.情景式互动学习课（线上）

以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在位期间，负责监督阿布辛贝

神庙（Abu Simbel）建造的官员为原型，创设历史情景，设计了互动式的线上课。

通过“做一天古埃及人”，在掌握古埃及通识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专题学习，并通过

“古埃及数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等互动游戏的设计，将大家实地考察

的知识收获进一步巩固、输出。

 

2.陈晟博士埃及文明主题讲座

    古埃及文明博大精深，陈晟博士将在行后的主题讲座中把实地研

学考察中未涉及到的埃及文明的重要知识，以及行走中获得的

零散知识进行整合，帮助大家建立更立体、完整的知识体系。

三、行后：



超值学习资源包
A. 独家研学手册 

由脚印团队中诸多史学学者共同设计编撰的研学教材，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生活、

文化、习俗、历史、科学等海量知识。从历史进程中一步步带你了解这古老和神秘

的国度。保证你在旅行中能够对所闻所见，通过教材的问题加深印象，沉淀知识，

开拓思维。

陈晟博士为孩子们解读教材

小书签的自白：我是一张“有待完成”的神灵小书签！你需要根据研学过

程所学的东西来完成书签设计任务，才能创作出完整版的书签。同样，这

极有可能是你首套通过解读古埃及神灵身世后亲自参与设计、独一无二的

私人藏品。以后用它来做书签，读书如虎添翼呀！

C. 增进认识小贴纸 

小贴纸的自白：我是浑身散发古埃及风

情，古埃及元素满满的多功能小贴纸。

学习与创作的过程，应当充满美感，我

能协助你迸发更多奇思妙想，请我把邀

请进你的创意大作里吧。
 
 

B. 学习成果型明信片与小书签



当你走完整个行程，你会发现你收获很多，照片也很多。

回家后一股脑地拷进硬盘，但你过了几年之后翻开相册，

却要努力回忆照片上的地点信息时，只能依靠百度、

Google。

脚印为每位参加旅行的成员，准备一份独特旅行日记，

记录你的当天每个脚印，而且包含很多的知识关联。保

证你在多年以后，依然可以记忆犹新。

独家脚印记录

JOYN团队研发独家研发APP
文字、声音、图片、视频一体化记录
生成你专属于你的个人研学记录



飞抵埃及首都开罗

乘坐国际航班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开启脚印埃及之行。

阿斯旺的脚印

清晨飞往阿斯旺。开启尼罗河上五星级游轮之旅。上午参观

世界第二大水利工程阿斯旺大坝，它的修建调节了尼罗河水

的分配，给埃及人民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也给一些古老的族

群与历史遗迹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努比亚博物馆，系统

了解努比亚文明；下午乘风帆船（Felucca）畅游尼罗河，前

往努比亚村探访：努比亚人家庭做客，品尝当地茶点；参访

努比亚学校，学习阿拉伯语。

D1

D2

D3

金字塔的千古之谜

上午在金字塔下的米娜宫早餐与开营仪式；古埃及著名王家

墓葬地萨伽拉：阶梯金字塔、马斯塔巴（入内），了解金字

塔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下午到吉萨三大金字塔群，进

入金字塔内部的探秘，距今4300前的建筑，其内部纯洁干净，

石块与石块之间的高度密合，完善的通风系统，相信它的隐

秘只有当你近距离感受它的时候才更能有所体会。通过一天

的考察，完整构建金字塔发展历程。

报名热线：021-52896529

费用￥33900 元/人

包含：往返国内及行程中交通费、
学习费、住宿费、餐费（除列出
自理的之外）、保险费；

不包含：签证费、行李托运及超
重费用、个人消费。

阿斯旺大坝工程下的神庙搬迁

上午参观由于阿斯旺大坝兴建而搬迁的菲莱神庙；下午参观孔

翁坡神庙和鳄鱼木乃伊博物馆。

1

2

3

4

<行程安排>



D6

帝王谷与图坦卡蒙的秘密

上午深入帝王谷探索法老陵墓，看看那些帝王皇后陵墓，试

着读一读墙上壁画里的故事。参观美迪纳工匠村，了解古埃

及平民生活点滴；下午参观历经千年修建完成的埃及最大神

庙卡尔纳克神庙，感受千年历史的沧桑变幻；傍晚驱车前往

赫尔加达。

探访贝都因部落

上午躺在平静地海边休憩，自由活动；下午我们深入撒哈拉沙

漠的深处，拜访沙漠里的古老部落——贝都因人，他们深深

扎根于沙漠，对沙漠的洞悉、与沙漠之亲密，为外人所难以想

象，通过他们了解到现今的部落文化。

开罗老城区漫步

上午驱车返回开罗；下午在开罗老城区和哈利利大集市感受

阿拉伯文化下的当代埃及风貌，在古老的街道穿梭购物，为

美好的埃及之行挑选小礼物留念；晚上前往开罗本地居民家

庭作客、交流，品尝现代开罗家庭美食。

跨越三千年的博物馆研学

上午开罗博物馆压轴研学，以教科书级别的文物为线索，回

溯整个埃及研学之旅。2+2深度模式：2小时主题研学，梳

理从古王国到新王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展品背

后的历史文化与考古发现；下午参观纸莎草博物馆，结营仪

式；晚上乘国际航班离境。

抵达国内

抵达国内，回到温暖的家。

卢克索：法老的神庙与山谷

在卢克索这个又叫做底比斯的地方，是古埃及文化的核心地区。

上午参观艾德福神庙，荷鲁斯神殿；下午游轮上的移动小课堂，

利用游轮休闲时间给大家介绍埃及历史文化和习俗；晚上夜游

卢克索神庙，它浓缩了从古埃及第12王朝至公元14世纪的众

多历史遗迹，许多埃及的明信片照片都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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