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1/06 聖地古文明【約旦‧以色列】11 日 
 

全程五星 參考價 NT:135,000 元/人 起   
含稅、導遊&行李小費、晚餐西餐含水酒、加贈四人一台 WIFI 

 

行程特色 
◎特別贈送~四人一台 WIFI 

 
1.特別安排四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7:45 19:40 桃園 TPE / 香港 HKG 國泰航空 CX405 

第 1 天 21:35 05:50+1 香港 HKG / 安曼 AMM 約旦航空 RJ183 

第 11 天 02:55 20:05 安曼 AMM / 香港 HKG 約旦航空 RJ182 

第 11 天 22:50 00:35 香港 HKG / 桃園 TPE 中華航空 CX408 

 

 

 

 



行程內容                     參觀景點符號說明：★表入內參觀或含門票   ◎表下車拍照 

第 01 天 桃園／香港／安曼 (約旦)                                            AMMAN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帶著快樂的行囊，於桃園國際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

機飛往約旦首都—安曼。於空服員的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安曼－傑拉西 －提比利亞  JERASH TIBERIAS
班機於清晨抵達約旦首都安曼，安排用過早餐後，隨即前往◎羅馬古城遺跡傑拉西參觀。傑拉西是古

代的羅馬城市，早在新石器時代即有人居住，但直到西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東征後才增加其重要性。

傑拉西古城目前是約旦保有最好的古羅馬城市結構的呈現。隨後前往邊境，進入以色列位於加利利海

西南邊的提比利亞，安排★搭船遊覽耶穌顯神蹟的加利利湖，耶穌經常徹夜在此禱告的◎八福山、◎

五餅二魚堂、耶穌傳道的聖地◎加百農遺城等。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 LEONARDO PLAZA OR GALEI KINNERETH 或同等 

 

第 03 天 提比利亞－亞柯 －海法 －特拉維夫白城AKKO HAIFA TEL AVIV 
早餐後前往拿撒勒，參觀巴西利卡◎報喜教堂。然後前往世界文化遺產◎亞柯古城，參觀海港、市集、

城堡及十字軍古港，亞柯這城原本是十字軍的軍事堡壘，後來在英國託管時期才變成監獄。前往海法，

垒觀世界文化遺產★巴哈夷空中花園，座落在山坡上，從遠處即可看到，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花園及宗

教聖地。隨後前往世界文化遺產特拉維夫白城與市區觀光。今晚住宿於特拉維夫。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 TEL AVIV: HERODS 或同等 

 

第 04 天 特拉維夫－伯利恆 －耶路撒冷BETHLEHEM JERUSALEM 
早餐後前往古代耶路撒冷的外港－雅法(約帕)，也是舊約聖經中先知約拿被大漁吞吃故事的發生之

地，爾後前往耶穌誕生之地-伯利恆，伯利恆位於耶路撒冷南方八公里的山丘上，海拔約 780 公尺，

地勢險要、土地肥沃，古名「以法他」，象徵著豐饒、富有。抵達後參觀★主誕堂，一睹耶穌出生的

馬槽山洞，祭台下的一顆銀星標誌著耶穌出生的地點。對於基督教而言，伯利恆是耶穌的出生地，也

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基督徒團體的地方之一，根據《聖經》記載，伯利恆也是大衛的出生地和加冕成為

以色列國王的地方。續往聖地耶路撒冷。參觀◎橄欖山、◎客西馬尼教堂、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

的地方。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 INBAL OR LEONARODO PLAZA 或同等 

 

第 05 天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漢譯：古都斯或古德斯，意為「神聖的」）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內的一座城市，位於地

中海和死海之間，是古代巴勒斯坦中部的全球宗教重鎮，也是完整保留人類信仰文明演進史的一個歷

史城市。耶路撒冷同時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亞伯拉罕宗教（或稱「三大天啟宗教」）的

聖地。早餐後我們前往耶路撒冷◎舊城區進入◎聖殿山，在這地區最引人入勝的建築地標就是金頂清

真寺、阿卡薩清真寺與◎哭牆，沿著寬廣的石板路面，您可看到禮拜者貼著哭牆禱告、朝聖者和川流

不息的遊客站滿這條步道。並且參觀世界文化遺產◎苦路 14 站、◎聖墓教堂、◎遠眺大衛王墓。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 INBAL OR LEONARODO PLAZA 或同等 

 

第 06 天 耶路撒冷－耶律哥 ─昆蘭 －隱基底 －馬薩大JERICHO QUMRA EN-GEDI MASADA

－埃拉特 EILAT 
今日上午前往世界最古老之城市耶律哥，舊約記述約書亞與以色列子民繞行七天之後，牆垣自行倒



塌，因此成了約書亞渡過約旦河第一個攻陷的城市。此地也是聖經中耶穌遇見稅吏撒該之地，當年那

棵◎桑樹至今仍然存在。隨後前往參觀《死海古卷》發現地─◎昆蘭遺址，當年一位放羊牧童無意於

山洞內發現此批羊皮手卷，此古卷的發現確定了近代聖經的版本。接著前往◎隱基底，體會雅歌所述

「在隱基底葡萄園中」的美麗，並至◎大衛之泉觀賞瀑布從天而降。隨後前往以色列軍人誓師之地★

馬薩大，西元一世紀猶太人為抵抗羅馬帝國統治，犧牲壯烈，今日已然成為以色列國家意識與國魂象

徵的所在地。抵達後★搭乘馬薩大纜車上山參觀希律王宮殿舊址。今晚住宿於紅海城市埃拉特。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HERODS BOUTIGUE HERODS PALACE 1 NIGHT 或同等 

 

第 07 天 埃拉特─阿卡巴 ─瓦地倫  －佩特拉  AQABA WADI RUM PETRA
今日上午越過以、約邊境進入約旦濱紅海大港──阿卡巴港，位於約旦最南端的阿卡巴，面臨紅海，

是約旦唯一的濱海之處，海岸線總長 27 公里，東接沙烏地阿拉伯，西接以色列與埃及，在這裡可同

時眺望這四個紛擾的國家。隨後前往史詩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外景拍攝地◎瓦地倫，抵達後我們

將特別安排搭乘★四輪傳動車深入沙漠地帶，參觀著名的◎智慧七柱與沙漠映著紅色餘輝，途中拜訪

沙漠中貝都因人的帳棚。隨後前往佩特拉。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MOVENPICK 或同等 

 

第 08 天 佩特拉 
探電影聖戰奇兵的拍攝地－佩特拉，抵達後特別安排★騎馬進入古城門口，接著徒步穿過數十公尺高

的一線天懸堐石縫抵達壯觀的大殿門、珍寶殿、神廟、皇宮、墓塚等千年遺跡。午餐後步行(可自費

騎驢)上山有 900 多級階梯，上山後再往後走就看到修道院，高 40 公尺寬 47 公尺，建築與法老王寶

藏相類似，但顯得質樸穩重各有千秋。四周的山景變化萬千，不同的角度看都不一樣﹗由高處遠眺，

天高地闊，心胸豁然開朗﹔離開這裡讓人不捨。我們將夜宿於此。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MOVENPICK 或同等 

 

第 09 天 佩特拉─烏瑪拉瑟士－馬達巴 ─尼波山 ─死海  MADABA MT.NEBO DEAD SEA
今日上午離開佩特拉前往★摩西之泉，接著前往烏瑪拉瑟士，阿拉伯文意思為［山羊的母親］，可知

此地區應是適合山羊的放牧地。羊是遊牧民族中不可或缺的動物也是財產，在放牧區中人與羊是唇齒

相依，食衣住的條件，在在依賴羊的供給；這是是羅馬時期的交通命脈，2004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隨後往馬達巴參觀★聖喬治東正教教堂，內有一幅六世紀馬賽克嵌成的中東地圖，該圖由

230 萬塊各種色彩碎石鑲嵌在教堂的地板上。續前往摩西升天之地★尼波山，山上有一座羅馬時代的

聚會堂，地面上保存有大片的馬賽克古地圖，現改建為◎摩西紀念教堂。這裡可在銅蛇十字架旁眺望

上帝應許摩西之地─「流著奶與蜜」的迦南地與約旦河。隨後前往◎死海。死海長 60 公里，寬 17 公

里，位於海拔 400 公尺以下，是世界陸地的最低點。因為海水蒸發的量多於注入的淡水，使得海水含

鹽量高達 35%，是一般海水的七倍，因浮力強，泳客可安穩地浮在水面上，體驗前所未有的漂浮快感，

亦可在沙灘上享受死海黑泥浴，欣賞死海畔美麗夕陽。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5* MOVENPICK 或同等 

 

第 10 天 死海－安曼 
今日上午續享受死海邊的悠閒時光。隨後專車前往位於約旦河東岸的★耶穌受洗池。聖經記載耶穌在

約旦河畔接受上帝所派來的施洗者約翰的洗禮，所以此處亦是地球上第一批基督徒的聚居地。由於其

地位神聖，此受洗地與伯利恆的主誕堂，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合稱為世界三大朝聖地。中午前往約旦

首都安曼，安曼是個新舊並存的城市，不少遊客對其現代化程度感到驚訝。抵達後前往山丘上的★城

堡區，為安曼歷史的發源地，並可登高俯瞰安曼市景。城堡區內仍完整保留◎大力士神殿的遺跡以及

阿拉伯帝國的伍麥葉王朝時代改建的◎王宮遺跡。續參觀★古羅馬圓形劇場及◎阿布杜拉一世國王清



真寺。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返回台北。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內享用+水酒  

宿：飛機上休息 

 

第 11 天 安曼／香港／桃園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香港，隨即轉機飛往台北，回到溫暖甜蜜的家，結束豐收的約以經典之旅。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參考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