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神聖之地 - 以色列&約旦12天深度探索+ 
杜拜4日延伸之旅

＄3,500 出發日期： 03/10/2019, 10/20/2019

[以色列]
1. 前往最具代表性及深具歷史意義價值的城市：如特拉

維夫、約帕、該撒利亞、海法、拿撒勒、提比里亞、塔
加、伯珊、死海、馬薩達、耶路撒冷等。

2. 船遊加利利海，耶穌死後，七個漁夫弟子回加利利湖當
漁夫，努力捕魚但卻無所獲，直到耶穌的出現，門徒彼
得聽從耶穌的話將網灑在船的右邊一試，果然魚貨量很
豐盛，弟子們終能體認耶穌的心情與無私的愛。

3. 拿撒勒－拜訪耶穌童年居住與成長的家鄉，這裡也是
天使向馬利亞報喜受孕的地方。

4. 造訪世界遺產所在地－【死海】，死海鹽度高於海水
的七倍，因其為地球上最低點（位於海平面下412米）
而聞名。體驗死海所蘊藏豐富礦物質的神奇療效、具
有獨特的養顏美容功效的黑泥，以及永遠不會沈沒的
漂浮快感。

5. 馬薩達，搭乘纜車上山，參觀巍峨巨岩上的堡寨，並
看到公元2世紀時的古戰場遺跡，古羅馬駐軍遺址及羅
馬軍隊花了3年修築的沿山攻擊大道，猶太人古歷史就
在我們眼前重現。

6. 和平之城－耶路撒冷是世界上唯一被三大宗教：猶太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皆視為聖城的城市；前往猶太人
最神聖的哭牆、耶穌受難的苦路和橄欖山、聖墓、錫安
山、最後的晚餐樓、橄欖山等。

[約旦]
7. 造訪【世界7大奇蹟】佩特拉古城想像「法櫃奇兵y」

中的印第安那．瓊斯，策馬進入「傳說中的玫瑰紅
城」，看看嘆為觀止的玫瑰y色宮殿、寶庫、劇場及皇
帝陵墓。

8. 傑拉西有世界十大羅馬古城之稱，於1806年由考古學
家挖掘出土，珍貴遺跡重現於世。

9. 前往保存世界最古老馬賽克所拼製的地圖而聞名之古
城馬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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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住宿:

 y 1 晚y特拉維夫 Tel Aviv – 5★ Herods Tel Aviv Hotel 或同等

級酒店

 y 2 晚y提比里亞Tiberias – 5★ Leonardo Plaza或同等級酒店

 y 2 晚y耶路撒冷 Jerusalem – 5★ Leonardo Plaza或同等

級酒店

 y 1 晚y死海Dead Sea – 5★ Crown Plaza或同等級酒店

 y 2 晚y佩特拉Petra – 5★ Movenpick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y 2 晚y安曼Amman – 5★ Le Grand或同等級酒店

精選餐食:

 y 27個餐食:  9早餐，9午餐，9晚餐

特優待遇
y★ 以色列專業中文導遊y

/約旦專業英文導遊

y★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y★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y★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Mount of Olives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特拉維夫Tel Aviv, 以色列Israel
今日自行搭乘班機展開以色列深度之旅，夜宿機上。

第2天 特拉維夫Tel Aviv
今日班機航抵以色列特拉維夫，將有接機專員至本‧古里安機
場迎接您轉往特拉維夫─這個以色列濱海的大城市，它同時也
是文化、娛樂和商業中心。隨後享受自由悠閒時光或於飯店休息
以消除長途飛行的疲勞。

【住宿】5★ Herods Tel Aviv Hotel或同等級旅館

第3天 特拉維夫Tel Aviv  約帕Jaffa  該撒利亞 
Caesarea  提比里亞Tiberias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y前往拜訪▲拉賓廣場Rabin Square以及▲y
拉賓諾貝爾和平獎紀念館ythe memorial to 3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Yitzhak Rabin. 導遊將帶您步行漫步於迷宮般的窄小街
道中，感受極富歷史意義價值二十世紀早期的包浩斯及裝飾藝
術建築、藝廊和許多奇特的小店。隨後前往歷史古城▲約帕，
參觀古色古香的▲藝術家廣場Artists Quarter: 接繼沿著海岸北
上經▲該撒利亞這個古代以色列和羅馬往來最大的港口，在此
您可看到拜占庭式的街道和十字軍時代的遺跡，展開一段

極富歷史價值的迷人考古探索。登上▲迦密山Mt. Carmel鳥瞰
其下壯麗的海灣，及參觀Druze多采多姿的市集。隨後前往提
比里亞–這個聞名世界的渡假勝地，今晚將夜宿於加利利海岸
邊的飯店。

【早餐】酒店早餐y【午餐】當地美食y【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5★ Leonardo Plaza或同等級酒店

Tel Aviv – (4km) –J affa – (65km) –  Caesarea – (82km) – Tiberias

第4天 提比里亞Tiberias  塔加Tabgha  迦百農
Capernaum  海法Haifa  拿撒勒 Nazareth  

 提比里亞Tiberias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y將前往耶穌宣讀八福的▲八福山Mt. of 
Beatitudes，也是世界著名畫作及聖經裡記載「登山寶訓」
Sermon on the Mount.的地點。繼續前往塔加─傳說此為耶穌
以五個餅和兩條魚給五千人吃飽的地方。繼續往▲伯珊參觀華
麗的羅馬圓形劇場。隨後前往▲迦百農Capernaum，拜訪古老
的猶太教堂遺址、以及據信建於聖彼得房子遺址之教堂，y前
往★以色列式的集體農場Kibbutz Ginosary參觀耶穌時代的古

船。下午將帶您★加利利海遊船，宛如豎琴形狀的加利利海，
湛藍湖水搭配翠綠山林，於如詩如畫的風景中，又處處蘊藏神
蹟。隨後將帶您前往參觀以色列的第三大城─海法。前往參觀
金色圓頂的★巴哈伊聖壇Baha’I Shrine及週邊極其美麗的波斯
花園。續前往耶穌童年故居拿撒勒，參觀全中東最大的★天使
報喜大教堂the 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內有各國服裝的

聖母聖子像。傳說二千年前天使伽百利就是在這教堂的位置向
聖母瑪利亞顯靈，並向她預告耶穌快要出生。之後返回飯店晚
餐及住宿。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5★ Leonardo Plaza或同等級酒店

Tiberias –(14km)– Tabgha–(3km)–Capernaum–(95km)–Haifa –(47km)–Nazareth –
(31km)–Tiberias

第5天 提比里亞Tiberias  伯利恆Bethlehem 
 耶路撒冷Jerusalem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前往Yardenit 約旦河最神聖的洗禮之處。
繼續前往▲Beth Alpha稍作停留，讓您欣賞六世紀極為華麗的
猶太教堂馬賽克地板。經過約旦河，欣賞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風景–耶利哥。開往耶路撒4冷參觀★伯利恆Bethlehem，這個
耶穌誕生的地方及牧羊人看到指引星的曠野，隨後參觀★耶穌
誕生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一睹耶穌出生的馬槽洞穴。
這個教堂幾世紀以來一直不斷遭受一連串的軍隊所佔領及保
護。晚上耶路撒冷過夜。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Leonardo Plaza Hotel Jerusalem或同等級酒店

Tiberias–(187km)–Bethlehem–(7km)–Jerusalem

第6天 耶路撒冷Jerusalem
今天拜訪耶路撒冷這個世上獨一無極其獨特的城市─這城市是
所羅門王建造大廟的地點、也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也是回教穆罕默德昇上七層天的地方；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
斯蘭教的聖城，保存著三大宗教最具歷史價值的建築與文化。
今天行程首先將抵▲橄欖山Mount ofOlives，從山上俯望欣賞
這個極其美麗的城市。

隨後將隨著我們資深經驗的導遊步行參觀這個歷史古城。帶
您前往參觀第二聖殿所殘存的▲西面高牆（哭牆）the Western 
Wall。隨後漫步於曲折捲繞的小街巷弄的歷史建築群中，在
此您可發現一些極具特色的紀念品小店。接著前往大衛要塞

Dead Sea



第10天 佩特拉Petra  瓦地倫Wadi Rum  安曼Amman 
造訪約旦著名的沙漠區–y瓦地倫 Wadi Rum。搭乘四輪驅動吉普
車奔酒紅大漠。途中偶爾可見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的
帳蓬，享受風聲呼嘯、沙塵飛揚，馳騁於淡酒紅色的巨岩荒漠
中的快感，彷彿自己就像是個探險家。在此您可看見成群風化
的砂岩山丘和玫瑰色的沙漠。據說三千多萬年前大洪水流過約
旦切割出大地，岩縫中的水分經過晝夜溫差的熱漲冷縮作用
後，侵蝕成千奇百怪之景色。玫瑰色的沙丘、大自然雕刻而成
的石橋，與陡峭岩壁，令人驚歎不已，聳立在乾涸的河床邊的
納巴提恩神殿，精緻的雕刻述說著此地的繁華過往。而描述英
雄勞倫斯生平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及著名的科幻電影「星
際大戰」即是在此拍攝。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Le Grand或同等級酒店

Petra–(114km) –Wadi Rum – (310km) –Amman

第11天 安曼Amman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y今日將前往★Citadel Hill城堡y– 安曼保存
得最完美、最扣人心絃的古蹟:圓頂小隔間的塔座落在以繁複
刻花石頭圍繞的庭園，這第七世紀的建築物曾經支撐過一個
巨石半球形建築、並曾被用為清真寺、演奏廳、以及住所。繼
續帶您參觀古城牆、▲古羅馬露天劇場Roman Theatre。繼續
前往★Ajloun山頂城堡，於當地餐廳享用午餐後，繼續前往素
有東方龐貝之稱的★傑拉西古城Jerash，此古城曾有一段輝煌
歷史，自羅馬時代至今，古城因十字軍東征而淪為沙漠中的遺
跡，直至本世紀初才由考古學家挖掘出土，裡面有月女神神殿
大廣場、競技場、市集商場、噴泉、壯觀的列柱大街及為羅馬
皇帝德良親臨而建的勝利拱門等。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Le Grand或同等級酒店

Amman– (81km) –Ajloun– (33km) –Jerash– (64km) –Amman

第12天 安曼Amman 美國USA
搭乘凌晨班機回美國並於同日抵達，圓滿完成令您終生難忘的
以色列安曼古文明之旅。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CST #2068966–40w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David’s Citadel探索迷人的★大衛塔博物館the Tower of David 
Museum回溯陳浸於耶路撒冷的歷史當中。稍後，漫步於壯麗
的Cardo古羅馬大道上。延著古老的▲苦路Via Dolorosa，重溫
當年耶穌背負著十字架走過的痛苦大道抵達★聖墓教堂Church 
of Holy Sepulcher。最後前往▲鍚安山Mount Zion，參觀大衛
王墳墓King David’s Tomb及耶穌最後晚餐的地方。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Leonardo Plaza Hotel Jerusalem或同等級酒店

第7天 耶路撒冷Jerusalem  馬薩達Masada  死海
Dead Sea

今天將前往參觀館藏舉世聞名具2000多年歷史的死海古Dead  
Sea Scrolls的★以色列博物館Israel Museum，及充滿迷人★Billy 
Rose雕像公園。下午繼續前往死海邊的一座高台要塞─★馬薩
達，搭乘纜車登上這大希律王所建為反抗羅馬人的猶太教狂熱
份子最後要塞。接著沿著死海沿岸經過▲昆蘭Qumran，這個
以色列國寶羊皮卷（死海卷軸及聖經手抄古卷）的發現地y(現
存於耶路撒冷博物館內),上午您可利用時間享受在★死海上漂
浮的奇妙感受，死海由於鹽份含量極高，就算您不會游泳也
不會下沈。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Crowne Plaza Dead Sea或同等級酒店

Jerusalem –(96km) –Masada –(96km) –Dead Sea

第8天 死海Dead Sea  馬達巴Madaba  尼波山 
Mt. Nebo  卡拉克Kerak  佩特拉Petra 

從死海經 Allenby bridge邊界前往世界聞名之古城馬達巴y
Madaba，參觀保有現存世界最古老馬賽克所拼製巴勒斯坦地
圖的聖喬治教堂。隨後你將拜訪★尼波山 Mt. Nebo – 傳聞摩西
埋骨於此，拜訪摩西紀念碑、羅馬時代的聚會堂，從山上可
清晰地眺望約旦河流入死海及對面的以色列。循著國王公路
King’s High Way前往卡拉克 Kerak(最大的十字軍古城堡)–早在
聖經時代這裡就曾是以色列王的城堡，一直到十字軍東征時
期，也曾為聖殿騎士的根據地所在。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Movenpick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Dead Sea–(35km) – Madaba –(12km) – Mt. Nebo –(109km)–Kerak–(180km)–Petra

第9天 佩特拉Petra  
特別安排騎馬前往參觀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已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粉紅古城─佩特拉Pet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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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餐廳

【住宿】5★ Movenpick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代理旅行社:代理旅行社: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旅館名稱 Hotel Nam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3/10/2019

特拉維夫 – Herods Tel Aviv

$3,500 
（含小費） $1,200

提比里亞 – Leonardo Plaza

耶路撒冷 – Leonardo Plaza

10/20/2019

死海 – Crowne Plaza Dead Sea Resort & Spa

佩特拉 – Movenpick Hotel

安曼 – Le Grand

杜拜4日延伸 杜拜 – Westin Al Habtoor City $950 $400

第12天  安曼Amman 杜拜Dubai
抵達后前往▲杜拜Dubai Mall:世界第一大購物廣場，擁有一個
世界最大的水族箱觀景窗、熱帶雨林生態區及世界最大的音樂
噴泉，隨著音樂不斷變換，您可以看到美麗的水舞。

可自費參加項目：登上世界第一高塔– 哈里發塔

yy14:30以前& 19:00以後時段USD36/人

yy15:00~18:30時段USD56/人

【晚餐】黎巴嫩式料理

【住宿】Hilton Dubai Al Habtoor City– Deluxe Room

第13天 杜拜Dubai  阿布達比Abu Dhabi  杜拜Dubai
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參觀y羅浮宮博物館★y 
Louvre Museum: 當今世上第一個法國境外的「羅浮宮」，也
是全球第二個掛著「羅浮宮」品牌的博物館，博物館被一個直
徑180米的銀色阿拉伯圓頂覆蓋，縱橫交錯的銀鋼織出成千上
萬個星型圖案，在太陽的照耀下，博物館內展覽館的牆身及地
面就如海面上的星河，閃閃發亮。午餐後參觀▲世界最昂貴的
八星級酋長皇宮飯店外觀Emirates Palace Abu Dhabi。民俗文
化村：為人們去了解迪拜珍珠采集史与其它歷史提供了一個迷
人的視角。欣賞各种風塔進入民俗村隨處可見各种老式的土
坯房，還可以看到各種風塔，這些風塔就是迪拜人最古老的
空調，通風效果非常好。這里的硬幣与郵票集揭露了國家的
許多往事。

y★ 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y

大清真寺參觀服裝規定：

1. 男士：長褲+上衣長袖&短袖皆可，不可穿短褲及無袖。

2. 女士：長褲+長袖，需自行準備絲巾包頭，衣著不能看出體態。

回到杜拜▲Souk Madinat市集。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Emirati自助餐【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Hilton Dubai Al Habtoor– Deluxe Room
Dubai -(158km)-Abu Dhabi -(158km)-Dubai

杜拜4日延伸之旅
第14天 杜拜Dubai 
★杜拜博物館 Dubai Museum: 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館內可
看到杜拜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運用高科技設計出鮮活的多元
呈現。隨後搭乘傳統y水上計程車 ABRA:跨過將都市分為兩部
份的杜拜灣，帶您欣賞兩岸的現代化建築，親身感受這城市的
獨特氣息。★黃金香料市集 Gold & Spice  Souk:這裡擁有琳瑯
滿目、燦爛奪目的黃金藝品，及各式各樣的進口香科，您可自
由選購喜愛之金飾及紀念品。

中午參觀▲棕櫚島Palm Island▲世界頂級奢華的7星級杜拜卓
美亞帆船酒店并享用自助餐。

帆船飯店內餐廳服裝穿著建議：

1. 男士請穿著有領子的襯衫、休閒長褲或牛仔長褲及不露腳趾的
鞋子。

2. 女士請穿著較正式的上衣、及膝裙、長褲或長裙、包鞋y或休閒
鞋，請勿穿著拖鞋、運動鞋y。

下午參加沙漠衝沙:沙漠飆沙+營地騎駱駝+阿拉伯服裝體驗+漢
娜刺青+阿拉伯水煙+肚皮舞+埃及傳統舞+火舞+BBQ 晚餐y(含
無酒精性飲料)→飯店。

yy 沖沙營地自費項目:和老鷹拍照、沙灘摩托車、營地紀念品
店。y

yy 沖沙由沖沙公司接送，導遊送客人上沖沙車之後結束工作。

提醒:騎乘駱駝具有危險性(高處摔落會造成骨折/關節移
位..等)，建議客人拍照即可，盡量避免騎乘駱駝。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帆船酒店自助餐【晚餐】BBQ晚餐
與肚皮舞民俗表演y

【住宿】Hilton Dubai Al Habtoor City – Deluxe Room

Dubai-(27km)-Sharjah -(27km)- Dubai

第15天 杜拜Dubai 美國USA
早餐後送往機場，結束奢華的杜拜4日延伸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Company Name:

Phone: Email:

Website:

Address:

Please save this PDF file to your computer before you can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m.


	company: 
	phone: 
	email: 
	website: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