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拉維夫 【稅項全包】以色列、約旦11天探
索之旅 LMIIJ11NG

【稅項全包】以色列、約旦11天探索之旅

行程特點

● 【以色列+約旦】暢遊【新世界七大奇蹟】約旦伯特拉古城
● 經歷及體驗耶穌基督降生、成長、傳道、受洗、施行神蹟及背負十字架之苦路、
● 復活等的足跡，洗滌心靈
● 重本包乘坐沙漠四驅車飛馳於月牙谷，成本特高
● 增遊【摩西】辭世地.約旦尼波山、美達巴聖城、瓦地倫山谷等地

Day1  香港✈特拉維夫
~ *乘坐約旦航空或土耳其航空之團隊， 第一晚將在航機上， 不設酒店安排。

 
Day2  特拉維夫─凱撒利亞─海法港─「世界文化遺產」亞克港─拿撒勒(耶穌成長地)─天使報喜

教堂─迦拿(耶穌施行第一個神蹟「以水變酒」發生地)─提比利亞
~『凱撒利亞』公元前22年，羅馬希律王在凱撒利亞興建羅馬神殿供奉先帝，又建造了羅馬劇場，面對著地中海，更築起了海岸圍牆
以防外敵入侵。直至中世紀， 凱撒利亞曾被多個教派所佔據，有猶太教、基督教、回教及後期至12世紀之十字軍。現今凱撒利亞成為
考古學家之瑰寶，挖掘工程中尋找到羅馬劇場、神殿、引水道等遺跡， 十字軍東征時於柱上刻著 “十字”微號亦清晰可見。 ～ 
~『「世界文化遺產」以色列亞克港』2001年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亞克港。12世紀曾被十字軍佔領。而18世紀期間亞克港成
為了典型奧圖曼帝國堡壘城市，至今仍遺留了很多富有特色的堡壘、清真寺等。

 
Day3  提比利亞─加利利湖─「基督之舟」仿古遊湖之旅─塔布加「五餅二魚堂」(膾炙人口的神

蹟「五餅二魚」 發生地)─八福山「登山寶訓」- 迦百農(聖彼得故居)─他泊山(登山變像堂)
~『提比利亞』位於加利利海岸，由希律到羅馬時期都是智慧之仕所喜愛定居的地方，第一世紀時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形容這地為(大
自然的最高志向)，可見此地靈氣非凡) 。現今此處是一個湖光山色，充滿活力的小鎮。 
~『加利利湖』無數美麗的小城均沿它而立。在這個充滿活力的谷地，耶穌開始傳揚神的國度，於此地施行多個神蹟。安排乘坐「基
督之舟」暢遊加利利湖，感受海闊天空，領略最高志向。此地亦是耶穌呼召首批門徒的地方，就是西門彼得，安德烈，雅各，約翰

(太 4：18─23) 。於此亦可尋找耶穌聖跡，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履海) (太 14：22─23)及(耶穌平靜風浪) (太 8：23─27); 這兩件事都令
後世津津樂道。

~『八福山』根據聖經記載，耶穌曾在加利利湖邊的一座山上，向跟隨而來的人群講道。主要內容提到八種有福氣的人，這就是有名
的「登山寶訓」(太5：1─11) 。山上建立的八角形教堂，就是象徵這(八福)。
~『迦百農』耶穌基督曾在此居住，內有著名的猶太教堂及聖彼得的故居。 
~『他泊山』在耶斯列平原上一座圓形的山丘。耶穌曾帶領門徒登山，在那兒顯現榮光，門徒親眼目睹先知摩西和耶利亞與耶穌對
談，改變容貌。山上的(登山變像堂)就是記念這事;它建於1924年，外型仿第四至七世紀的羅馬～敘利亞的建築風格。

 
Day4  提比利亞─約旦聖河(耶穌受洗地)─耶利哥古城─試探山(遠眺)─死海(一嘗浮泳奇妙體

驗)*─全球女士追捧AHAVA死海泥護膚品專門店
~『約旦河洗禮地』河床160哩，蜿蜒曲折。從舊約到新約都是聖河。耶穌亦是在此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當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
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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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3) 。
~『耶利哥』這裡為全世界最古老之城市，約公元前一萬年，已有歷史;(路4：1─13)耶穌被聖靈引領至曠野，在四十天禁食的磨練當
中，接受魔鬼的三次試探，在此城可遠眺試探山(Mount of Temptation)。 
~『死海』湖面海拔負400米，被認為是地球最低之處，湖水鹽度高達35%，水中含有高濃度的礦物，有無與倫比的醫治特性。 
~『AHAVA死海泥護膚品專門店』死海泥擁有豐富礦物質，對皮膚有抗氧化及抗衰老有特別療效。遠至古代埃及妖后Cleopatra 亦專
程來到死海提取死海泥作護膚用品。公場內團友可看到死海泥製造美容產品外，當然亦有大量死海泥產品可供選購。另外死海亦浸積

著豐富死海礦物水晶鹽，提煉後對抗發炎及舒緩皮膚症狀很有療效。

~ △如遇酒店房間客滿則改為住宿耶利哥Inter-Continental Hotel或同級，本社將安排前往死海一嘗浮泳體驗，更重本安排儲物櫃供客
人使用，敬請留意。

 
Day5  死海─昆蘭廢墟(聖經手抄古卷發現地)─伯利恆(耶穌降生地)─主誕堂(馬槽教堂)─耶路撒

冷─聖殿山─西牆(哭牆)─橄欖山─「主禱文教堂」─客西馬尼園─苦路(耶穌背負十字
架，受審至復活所走過之路)─聖塚教堂
~『昆蘭』1947年貝因都牧羊人無意在尋找失羊時，在離昆蘭廢墟100碼的山洞內發現死海古卷，這就是聖經手抄古卷。 
~『伯利恆』視為以色列的糧倉，有著肥沃土壤。耶穌就是誕生於此地的馬槽(路2) 。馬槽教堂的主誕堂內耶穌誕生的位置「那星」現
為教徒所希望親吻的地方。

~『耶路撒冷』這裡的湖光山色，明媚和清新，風景宜人的氣候，神秘的沙漠風景，也有豐盛的田園。整個國家也充滿著濃厚的宗教
色彩，因它融合地共存了三大教派： “猶太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 
~『客西馬尼園』位於橄欖山下之客西馬尼園，是耶穌被猶大出賣給羅馬兵士所逮捕的地方。
~『哭牆』當年猶太人在哭牆腳下祈禱痛哭，希望真正的救世主能早日來臨。沿著寬廣的石板路面，團友可看到禮拜者貼著哭牆緬懷
及禱告、朝聖者和川流不息的遊客站滿此路。 
~『苦路』重溫當年耶穌受難過程之十四站，包括耶穌抬十字架三次跌倒、受審至復活所走過的路，亦是現今城內的市集。
~『聖塚教堂』耶穌埋葬之石洞所在。

 
Day6  耶路撒冷─錫安山─聖殿山(遠眺)─最後晚餐室─大衛王墓

~『錫安山』座落於耶路撒冷舊城外的西南方，在此可遙望聖殿山。
~『聖殿山』所羅門聖殿遺跡，如今已由耶路撒冷城的地標金頂奧瑪清真寺所代替，同時也是回教的第三聖地，僅次於麥加。

 
Day7  耶路撒冷─新城區─國會大廈─以色列博物館─猶太殉難紀念館─以色列縮影村─鑽石廠

銷售店─特拉維夫─安曼(約旦)
~『安曼』為約旦首都，人口約120萬，曾由許多不同民族統治，並由不同宗教人士所組成，至今仍保存著不同民族及宗教色彩。

 
Day8  安曼─美達巴聖城─「失落古城」伯特拉─(策馬穿越遊覽峽谷)

~『美達巴聖城』此城別稱「馬賽克之城」，因為城內發現大量石砌畫(馬賽克)之遺跡，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幅馳名國際的「聖城地
圖」，地圖由230萬塊各種色彩碎石鑲嵌而成，細緻地展現出地中海、巴勒斯坦一帶地形，仔細無遺。 
~『失落古城伯特拉』又名紅玫瑰城，因城堡泥土呈粉紅色，加上陽光照下，斑文紅色美麗奪目，如玫瑰紅艷驕美，始建於公元二世
紀，整座城都是以岩石岩洞築成的，所以堪稱最安全的堡壘。

 
Day9  伯特拉─瓦地倫山谷(月牙谷)─羅倫斯古居─特色沙漠四驅車飛馳之旅─安曼

~『瓦地倫山谷』於阿拉伯語解作「酒紅色山谷」。著名電影《阿拉伯羅倫斯》於此取景。羅倫斯乃英國軍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幫助阿拉伯人對抗土耳其人。當地地勢特別，酷似月亮，所以又稱為「月牙谷」，經年被風沙侵蝕，造成無數斷層和碎沙漠，加上土

壤帶紅，紅沙浩瀚，蔚為奇觀。進一步領略置身沙漠中的滋味，可安排四驅車飛馳沙漠，穿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中，驚險刺激。

~『特色四驅車之旅』乘坐特色四驅車穿梭於起伏不定的沙丘中，驚險刺激。
 
Day10  安曼─哲拉希─古城遺跡─「摩西」辭世之地─尼波山✈香港

~『哲拉希』哲拉希城的規模僅次於意大利的龐貝城，城內有月亮神殿、廣場神殿、宙斯神殿、羅馬浴場、列柱銜市場、橢圓形廣場
等。從中能體會到昔日羅馬人古城之浩瀚及先進。

~『尼波山』此處乃摩西辭世之地，亦是遠眺死海及耶路撒冷的好地方。 

Day11  香港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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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 :馬撒大馬撒大
內容:前往參觀位於死海的西南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 / 航機上 Grand Beach Hotel或Season Hotel或同級*
2 / 豐富午餐 酒店享用 Royal Plaza或同級
3 酒店自助餐 聖彼得魚餐 酒店享用 Royal Plaza或同級
4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酒店享用 死海△ Leonardo或Moriah Class或同級△
5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酒店享用 耶路撒冷 Leonardo或Moriah Class或同級
6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酒店享用 Leonardo或Moriah Class或同級
7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當地餐廳 Amman International或Arena Space或同級
8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豐富晚餐 Grandview Hotel或Petra Panorama Hotel或同級
9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豐富晚餐 Amman International或Arena Space或同級
10 酒店自助餐 豐富午餐 特色阿拉伯餐 航機上

11 航機上 航機上 / /

注：注： 交通資料交通資料

1. 團費已包括各類稅項及燃油附加費，唯客人需另繳付旅行團建議服務費。 ●乘坐皇家約旦航空(RJ)豪華客機往返
去程：香港/特拉維夫 約下午1500後出發
回程：安曼/香港 約晚上2000後抵港

航班時如有更改，則以航空公司資料為準。

2.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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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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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票費，以及本公司訂列收取之以下手續費港幣$300；有關退票費，交
通服務供應商或會因應個別出發日期之航班、加班機或包機而徵收較高之退票費甚或不設退票，確實金額以交通服
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4. 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閱「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客人可向分行職員索取或參閱收據或報名表背頁，並可於永
安旅遊網站(www.wingontravel.com)下載最新版本。

5. 客人可於永安網站查閱或於報名時向分行索取「旅客須知」，以便於出發前作好適當準備。
6. 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7. 以上行程價格及其相關費用(例如燃油附加費、手續費及稅項等)可在永安旅遊網站查看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8.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9.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 、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詳情請參
閱收據備註，恕不另行通知。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10. 客人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具備綜合旅遊保險。
11.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2. 旅行團服務費已包括：領隊、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於完團時個別向團友收取，每位全程合共

(港幣)：$1120(8天團)、$1540 (11天團)。
13.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14. 為使 閣下可提早準備旅程，當繳交全部款項後，由分行職員講解旅遊資訊。
15. LMIIJ08N/Y及LMIIJ11N/Y之團隊將視乎人數而有機會合併出發， 唯領隊須繼續11天之行程， 8天團之團友將由本公
司領隊或當地工作人員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及自行乘機返港，敬請留意。

16.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客人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可選擇雙人房加床，團員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雙人房加床一般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床或沙發床。)

17.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客人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可選擇雙人房加床，團員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雙人房加床一般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床或沙發床。)

18.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19.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20. 客人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具備綜合旅遊保險
21.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詳情請參
閱收據備註，恕不另行通知。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22.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23. 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24. 行程所提及之商店，營業時間將視乎當地商店之安排，如遇休業日或提早關門時間，恕不另行通知。
25. 客人可於永安網站查閱或於報名時向分行索取「旅客須知」，以便於出發前作好適當準備。
26. 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閱「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客人可向分行職員索取或參閱收據或報名表背頁，並可於永
安旅遊網站(www.wingontravel.com)下載最新版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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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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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交通服務供應商或會因應
個別出發日期之航班、加班機或包機而徵收較高之退票費甚或不設退票，確實金額以交通服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
準，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28.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特拉維夫特拉維夫[自費項目表自費項目表]

自費行程名稱及內容 城市(國家) 活動時間(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計價
方式

幣別
價格

不參加之客人安排
成人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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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前往參觀位於死海的西南
方沙漠地帶，已有1900多年歷
史，屹立於坡度陡峭的花崗岩
山的山頂高逾二百四十公尺，
居高俯視著寂靜一方的死海，
及荒涼而壯闊的曠野地景。古
城內遺跡有猶太希律王宮殿城
堡，也有古羅馬浴池和蒸氣
室、儲水庫、墓碑、劇場、拜
占庭時代基督教堂，以及猶太
教徒祈禱經典殘卷等，頗富宗
教、建築藝術之考古價值。
名稱名稱 :大衛王城歌影匯演大衛王城歌影匯演
內容:以城牆為舞台，大型歌舞
表演展示耶路撒冷的傳奇故
事。

死海(約旦) 1.5小時
到達該地
區期間進
行

1 小時 15人 人 USD $ 55 $ 45 自由活動

耶路撒冷(以
色列) 45分鐘

到達該地
區期間進
行

30分鐘 15人 人 USD $ 45 $ 40 於酒店休息

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
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
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
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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