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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中東之美 以色列 / 約旦 古文明聖地禮讚 11天 

《航班訊息》：                       航班資訊僅供參考! 確切訊息以行前說明會為主 

航班 
編號 

起始地 目的地 
飛起時間 

(當地) 
抵達時間 

(當地) 
飛行時數 

CX 485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香港 
國際機場 

17：45 19：40 1小時 55 分 

RJ 183 
香港 

國際機場 
安曼 

愛麗雅皇后機場 
21：35 05：55 +1 

12小時 35 分 
中停曼谷一小時 

RJ 182 
安曼 

愛麗雅皇后機場 
香港 

國際機場 
02：55 20：05 

12小時 55 分 
中停曼谷一小時 

CX 408 
香港 

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22：50 00：40+1 1小時 55 分 

 
《行程特色》 

 堅持只在最好的季節出團，避開溽夏酷暑曝曬 

 堅持由基督教徒資深領隊隨團講解說明，省卻一知半解宗教故事的缺憾。 

 堅持行程兼具『探訪古文明』與『宗教史蹟』並重，深入體驗中東異域人

文風土，感受現代化與傳統融合的風情。   

 最佳行程安排~以順時針方向不走回頭重複路，暢遊八項世界遺產、巡禮

五大宗教聖地 

 【業界首推】 耶路撒冷進入大衛之城 (City of David) 探索兼具知識、探

險及消暑的希西家水道 & 深入特拉維夫在地市集踩街蒐奇覓寶 

 精選【食尚玩家】推薦當地特色美饌 

 全程入住優質五星級飯店是旅遊中東基本要素，輕鬆饗用精緻飯店晚餐，

洗滌白日汗塵，舒適入眠，特別安排提比利亞、耶路撒冷輕鬆二連泊。 

 貼心飯店行李收送服務 

 使用歐洲豪華巴士，車內提供 WIFI（郊山區訊號傳輸若不穩定，敬請見諒） 

 出發日六十天前完成報名並繳交訂金，贈送小費。 

 

※ 最少成團人數 15 人   

   出團日期：9/13, 9/27, 10/4, 10/18, 11/1, 11/15, 11/29, 12/06 陸續報名中 

※ 報名訂金繳交：每人 TWD30,000，若無法成團，所收訂金全數無息退還 

※ 報名諮詢 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報名專線：(02) 7719-9129 

       電子信箱：service@alphagotour.com.tw  

mailto:service@alphago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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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以下行程僅供出發前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桃園國際機場  香港 安曼(Amman, Jordan) 

 今晚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由香港拜轉機至約旦首都—安

曼國際機場 

 晚餐：機上用餐 

Day 2 安曼—傑拉什(Jerash)—提比利亞(Tiberias, Israel) 

 入境約旦後，前往早在新石器時代便有人居住、中東地區保存最完

整的古羅馬城池遺址★傑拉什古城(古羅馬統治時期的十城聯邦之一

Decapolis)，現存建築仍可窺見二千年前的繁榮興盛。 

午餐後前往約旦／以色列 Sheikh Hussein Crossing 邊界(又稱 Allenby 

Crossing)，通過海關進入以色列，走訪耶穌最初開始傳道、呼召門徒

之地—＠提比利亞海(又名加利利海)地區，參觀後人遵循「登山寶訓」

八項有福，建造八角形＠八福山教堂、位於他伯迦(Tabgha)＠五餅二

魚教堂、紀念耶穌三次詢問大門徒彼得＠彼得授職教堂、據信是耶

穌停留最久之地＠迦百儂猶太會堂及相傳是彼得故居的彼得之家。 

 安曼—48KM 傑拉什—108KM 提比利亞 

 早餐： 機上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Leonardo Plaza Tiberius 或同等級 

  

Day 3 
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胡拉山谷(Hula Valley)— 

拿薩勒(Nazareth)—迦拿(Cana)—提比利亞 

 上午前往以色列與敘利亞邊界的戰略要地＠戈蘭高地，參觀＠舊軍

事防禦碉堡，眺望以色列境內之最高峰~黑門山，並欣賞候鳥過境的

最佳賞鳥休息站＠胡拉山谷。午後繼續造訪地球上最低的淡水湖—

加利利海，搭乘耶穌時代★仿古木船遊湖觀光，體驗以色列好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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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薩勒是天使報喜的聖地、耶穌度過童年的故鄉，參觀加百列天

使向瑪利亞告知聖靈感孕訊息的＠天使報喜堂，蓋在早期拜占庭教

堂和十字軍時期教堂遺址的正上方。距離拿薩勒僅七公里的＠迦

拿—耶穌第一次顯神蹟「使水變成酒」的＠迦拿婚宴教堂。 

 戈蘭高地—24KM 胡拉山谷—55KM 拿薩勒—7KM 迦拿—25KM 提比利亞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Leonardo Plaza Tiberias或同等級 

 

Day 4 
阿卡(Acre)—海法(Haifa)— 

特拉維夫(Tel Aviv)—雅法(Jaffa)—耶路撒冷(Jerusalem) 

 巡訪十字軍時代、富有阿拉伯風情的 UNESCO 阿卡古城(Acre)＠十字

軍堡壘、＠土耳其浴場、＠土耳其商棧、＠清真寺，生動再現中世

紀十字軍王國的城市規劃與結構。 

位於迦密山下的＠海法是以色列的最大港口，特別安排★搭乘纜車

至山頂，眺望藍色地中海港灣及＠UNESCO 巴海聖殿花園(Bahai 

Garden)。經由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矽谷地帶，前往特拉維夫，參觀

猶太學生傳承歐洲包浩斯建築理念所打造現代化的特拉維夫＠

UNESCO 白城，【特別安排】進入特拉維夫＠傳統市集踩街尋寶。 

所羅門時代即是腓尼基人通商門戶★雅法古城，走訪先知約拿及聖

徒彼得的腳蹤、漫步於極具阿拉伯風情的小巷中採買猶太特色小紀

念品、由 6000 年悠久歷史的＠雅法海港眺望地中海美景。 

 提比利亞—60KM阿卡—25KM海法—95KM 特拉維夫/雅法—75KM耶路撒冷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Inbal Hotel Jerusalem 或同等級 

Day 5 耶路撒冷(Jerusalem) 

 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地標＠聖殿山~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位置，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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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薩清真寺及伊斯蘭教始祖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奧瑪清真寺。

(聖殿山常因宗教活動或政治因素無預警關閉，無法進入參觀，敬請 旅客諒察。非伊斯蘭信徒

遊客無法進入多數清真寺，僅可於外部參觀拍照。) ＠哭牆、＠苦路十四站、＠聖

墓大教堂、位於錫安山上的＠大衛塚、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的

＠馬可樓、＠雞鳴教堂、位於橄欖山的＠客西馬尼園及＠萬國教堂。 

特別安排兼具探索、知識與消暑★大衛之城中★希西家水道(City of 

David&Hezakiah Tunnel)拜訪福音書中耶穌醫治瞎子的西羅亞池。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Inbal Hotel Jerusalem 或同等級  

D a y  6 耶路撒冷－伯利恆(Bethlehem)－耶律哥(Jericho) 

 參觀黑白對稱建築、典藏『死海古卷』等重要文物★以色列博物館，

前往風景秀麗並可俯瞰耶路撒冷的赫茨爾 (Mount Herzl) 山上＿以色

列官方設立★猶太大屠殺記念館，緬懷、追悼並見證歷史的錯誤與

代價，其中「愛兒館」內的燈與鏡子反射出萬千象徵希望與未來的

希望光點，非常值得參觀。 

基督教最重要的聖地之一＿伯利恆，天使們向牧羊人報佳音＠伯利

恆之牧羊人野地、耶穌誕生之地＠主誕堂及馬槽。 

特別安排入內參觀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律哥＠古城

遺址，聖經記載上帝應許以色列人留著奶與蜜之地的門戶。耶穌受

撒旦試探的＠試探山、撒該企盼遇見耶穌所爬＠桑樹等聖蹟，至今

仍然保存於耶律哥城內。 

 耶路撒冷—7KM 伯利恆—150KM 耶律哥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Oasis Hotel Jericho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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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耶律哥-昆蘭(Qumran)-馬薩大(Masada)-阿卡巴(Aqaba, Jordan) 

 一位牧童無意間在★昆蘭遺址洞穴內發現抄寫聖經的羊皮古卷—

『死海古卷』，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聖經典籍。參觀以死海泥萃取提

煉精華而成的以色列知名保養品★AHAVA 觀光工廠。 

西元前 40 年，羅馬帝國猶太行省附屬王_大希律王為了逃避政治迫

害從耶路撒冷來到★馬薩大，進行了大規模建設，作為緊急避難所。

馬薩大是猶太人的聖地、列為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也是以色列軍人

誓師”馬薩大精神永在”的精神堡壘。安排搭乘★纜車上山參觀大希律

王宮殿遺址。 

前往以約 Arava-Aqba Crossing 邊界，通過海關進入約旦最南端、濱紅

海的渡假勝地＠阿卡巴。 

 耶律哥—70KM 昆蘭—60KM 馬薩大—214KM 阿卡巴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Mövenpick Resort & Residences Aqaba 或同等級 

 

Day 8 阿卡巴—瓦地倫(Wadi Rum)—佩特拉(Petra) 

 前往有”月谷”之稱的＠瓦地倫(UNESCO)，特別安排★搭乘四輪傳動車

進入「阿拉伯的勞倫斯」、「絕地救援」電影場景中，型態各異的

酒紅色沙漠谷地、天然拱門、峭壁與洞穴，體驗貝督因人生活。 

午後進入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多部電影取景地、有『失落的玫瑰

城』之稱★佩特拉(UNESCO)古城探索，＠蛇道彷彿一線天、兩側山

壁可達 100 公尺；古城核心大廣場正面是＠卡茲尼神殿（俗稱法老

寶藏塔 Khazneh Faron），巨大岩壁中細細雕鑿出將近十五層樓高的

希臘式建築，在陽光照射下，淡淡透露出玫瑰色的光芒。城中許多

鑿山而建寺廟、住宅、引水道、墓窟、天文曆法技術，融合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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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及長久居住在地人的獨特文化建築與智慧，嘆為觀止。 

 阿卡巴—70KM 瓦地倫—115KM 佩特拉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Mövenpick Resort Petra 或同等級 

  

Day 9 摩西之泉—馬代巴(Madaba)—尼波山(Mt. Nebo)—死海 

 上午前往佩特拉附近的＠摩西之泉，出埃及時，以色列人缺水抱怨，

摩西怒以杖擊石而出水之地。食尚玩家封為可愛小鎮★馬代巴—馬

賽克之城，俗稱『地圖教堂』＠聚會堂內見證中世紀的馬賽克古地

圖，繪製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周邊的基督城與羅馬大道。 

據聖經記載＠尼波山為神埋葬摩西之處，吸引萬千信徒懷思＠摩西

紀念教堂，站在「摩西蛇杖」向下眺望神要摩西帶領出埃及的以色

列百姓進入的應許之地—迦南美地。 

傍晚入住享譽世界的蜜月天堂、度假勝地飯店體驗★死海黑浴泥漂

浮的特殊經驗。 

 佩特拉—210KM 馬代巴—10KM 尼波山—45KM 死海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Mövenpick Resort & Spa Dead Sea 或同等級 

 

Day 10 死海—伯大尼(約旦河外)—安曼  香港 桃園國際機場 

 參觀約旦河東岸＿伯大尼考古遺址，擁有羅馬和拜占庭的遺跡，約

旦河外＠耶穌受洗地 El Maghtas於 2015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前往約旦首都—安曼，巡禮市區＠古羅馬圓形劇場、＠阿布杜拉一

世清真寺、＠城堡山區域有新石器時代遺跡、羅馬神殿及阿拉伯式

宮殿等不容錯過的景點。晚餐後搭機經香港返回台灣。 

 死海—20KM 伯大尼—58KM 安曼—35KM 安曼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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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Day 11 桃園國際機場 

 
預計晚上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售價說明與備註》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會因天候狀況影響或依實際旅館預訂情況，更動前後順序或更改選用餐廳，

正確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主。若遇特殊情況不可抗力之事件，本公司保留行程修改權利。 

2. 本團費用包含：全程機票、食(自理餐除外)、住宿、行李搬運費、行程中安排入內參觀的景點門票、機場稅、

燃油費、團體行程天數中 500 萬旅遊契約責任險、20 萬意外傷害醫療險。>>請詳閱「阿法國際旅行社 責任

保險及履約保證說明」。 

3. 費用不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簽證費、機場來回接送、護照工本費、飯店房間或餐廳等禮貌

性質小費、私人費用等。基於國際禮儀與慣例，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美元，11 日共計

110 美元。外站參團的旅客，團費請另洽服務專員。 

4. 訂金 NTD 30,000 元，保留團位後請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

完成報名手續。 ※ 提醒您：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

預付此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

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

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 

5. 證件需求與團體保險  

A. 報名必備三項資料：客戶基本資料表、護照正本或護照影本、訂金傳真刷卡確認單。>>詳細須知與表格

下載。 

B.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汙損(包含

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   入境之印章等) 、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

等：請詳閱「護照申請須知」。（外交部官網） 

C. 為避免旅客因出發當日未攜帶有效護照或因護照證件不符無法出境或入境，請旅客於行程出發七日前將

護照正本交付本公司，由專人預先檢查確認並由領隊攜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如不便配合，需簽具「護

照自帶切結書」交付本公司。 

D. 特殊身分者(如：軍警人員、役男) 請先自行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 

E. 多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合法有效護照；在台屬居留身分者，務必攜帶居留證出入

境，若需辦理簽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以便提供相關資訊。 

F. 未成年子女(未滿 18 歲) 獨自參團或未有父母雙方同行者，都必須配合法規填寫父母同意書。 

6. 簽證說明 

A. 凡持具有個人身分證號碼且效期 6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的國人，得免簽證入境以色列，

180 天內停留時間不得超過 90天。約旦 Queen Alia 國際機場接受持中華民國護照國人申辦落地

http://www.galilee.com.tw/chinese/04_explore/01_detail.aspx?PID=36
http://www.galilee.com.tw/chinese/04_explore/01_detail.aspx?PID=36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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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 

B. 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以色列／約旦等國家，旅客請於報名時告知

服務專員，並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所屬國家入境以色列／約旦之相關簽證規定。 

C. 如旅客現有護照上蓋有出入境伊朗、伊拉克、葉門或其它阿拉伯國家。在進出以色列海關時，遇到被卡

關及嚴格盤問的機率非常高。如護照上蓋有以上阿拉伯國家海關章者，建請換發護照，不然因此導致行

程變更、耽擱或縮減，所產生的費用或影響，由該旅客概括承受。 

7. 團體住房說明 

A. 若遇飯店客滿、當地節慶或天氣、交通突發狀況，本公司保留更換或調整飯店之權利。 

B.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本公司將

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C. 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 

D. 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12 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

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

宿三人房。 

E.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團體訂房以飯店所確認安排的房型、

樓層為主。倘獲飯店善意升等，非本公司所能掌控，敬請旅客諒察。 

F. 為遵守消防法規，年滿 12 歲者，不可加床三人(含以上)同室。2~12 歲小孩皆需佔床，2 歲以下嬰兒可

不佔床。 

8. 其他說明 

A.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若有慢性

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

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B. 團體訂餐無法取消或退費，國外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特殊餐

食需求。 

C. 行程之景點與餐食照片，為專業攝影師拍攝，景色或菜色會隨時節、拍攝角度而有所不同。 

D.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

座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航空公司電腦作業系統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

安排在一起，敬請旅客 諒察。 

E. 重申近來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有期徒刑及罰鍰。 

F.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G. 脫隊規定：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者請自行開立【個人票】，衍生費用請洽本公司服

務專員。 

H. 商務艙及豪華經濟艙，不同出發日報價不同，詳細銷售條件請另洽詢服務專員。 

I. 【退稅辦理】需遵守該旅遊國退稅各項規定，並檢附完整單據與簽名，依退稅規定辦理。領隊僅係協助

旅客辦理退稅之相關流程，並無法保證退稅與否，旅客應自行於離境前辦妥退稅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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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以色列／約旦各國之電壓均為 220–240 伏特 / 雙圓孔插頭；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等須於國外充

電用品，請記得攜帶變壓充電器及轉換插頭。 

K. 以色列／約旦比慢台灣 6 小時。 

L. 各國國碼：約旦（963）、以色列（973）其他查詢：https：//goo.gl/2RSvQ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