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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完美時刻
跟隨著耶穌基督的足跡，踏遍以色列境內每個聖經故事場景，
策騎健馬，踱步前往新世界七大奇蹟佩特拉古城，體驗獨特難忘。
源遠流長的尼羅河，孕育出神秘而獨特的古埃及文明，
莊嚴的神廟宮殿，雄偉的金字塔，見證了古老文明的輝煌歲月。

15
TO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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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
Dead Sea

樂蜀
Luxor

► 以色列 - 耶路撒冷之哭牆、主誕堂之伯利恆、不沉傳說之死海。
► 約旦 - 乘吉普車遊沙漠，飽覽馳名景觀，
►電影「沙漠梟雄」之取景地瓦地倫山谷。
► 埃及 - 世界神秘不解之謎金字塔，規模之大、構造之奇令人嘆為觀止。

別具匠心

尼羅河遊船
Nile Felucca

► 升級3晚住宿5★級酒店。
► 約旦騎馬深入峭壁，探索世界文化遺產及「奪寶奇兵」之拍攝地 - 佩特拉。
► 埃及騎駱駝漫遊撒哈拉沙漠，觀賞宏偉壯觀之世界七大奇蹟之首 - 金字塔。
► 3晚住宿尼羅河豪華遊船上，浪漫醉人。
► 埃及乘坐古代帆船，泛舟尼羅河上，體驗異域風情。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www.jadetours.com

約旦
JORDAN
佩特拉
Petra

瓦迪倫山谷
Wadi Rum Valley

開羅
Cairo

埃及
EGYPT

優遊精粹

安曼
Amman

阿斯旺
Aswan

第1天 // 原居地 - 特拉維夫 Home City - Telavi

馬遺址之博物館、羅馬劇院等，向你訴說這裡曾經發生的故事及歷史。
住宿：Movenpick Resort 或同級酒店。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
第2天 // 特拉維夫 - 伯利恆 - 耶路撒冷 Telavi - Bethlehem - Jerusalem
早餐：--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伯利恆』耶穌出生地。主誕堂-耶穌出生的馬槽及祭台下的一顆銀星，標誌著
耶穌出生的地點，遊罷前往牧羊堂參觀。住宿：Ramada Jerusalem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耶路撒冷 - 市內觀光 Jerusalem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耶路撒冷』聖經上所述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這裡，是三大天啟宗教的聖城。
『聖殿山』所羅門王聖殿的遺址，如今已成為以色列最大的清真寺 - 奧瑪清真寺。
『奧瑪清真寺 』回教始祖穆罕默德「踏石升天」之處。
『哭牆』又稱西牆，猶太人的聖地，也是第二聖殿護墻的僅存遺址。
『錫安山』耶穌與門徒共進晚餐之地，順著步行可到達猶太教聖地大衛塚。
『大衛城』希西家隧道與基訓泉連接之水道，隧道之盡頭名為「西羅亞池」
，是二
千前耶穌吩咐一位瞎子前往洗眼的池子，一洗便重見光明。
『苦傷道』重溫耶穌背負十字架走過的痛苦大道，最後到達終點站聖墓堂。
『橄欖山』山上建有不少紀念耶穌聖跡的教堂－耶穌復活之升天堂、主禱文教堂。
『客西馬尼園』耶穌被猶大出賣給羅馬兵的地方。
『萬國教堂』多國合力損獻而受世人稱贊。住宿：Ramada Jerusalem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耶路撒冷 - 海法 - 提伯利亞斯 Jerusalem - Haifa - Tiberias
早餐：酒店

午餐：聖彼得魚餐

晚餐：當地餐廳

『海法』巴哈伊神殿，也是著名的波斯花園，依山伴海，非常優美。
『八福山』教會傳統指出耶穌在此山宣講八福 - 世界文學瑰寶著名的「登同寶訓」
。
「五餅二魚堂」是紀念耶穌以五個餅和二條魚餵飽了5000人的神跡而修建的。
『塔布加』
『 迦百農』此乃耶穌傳道的主要中心，有四世紀遺留下來的猶太教會堂遺址。乘
坐仿古船遊覽加利利湖抵達提伯利亞斯。住宿：Plaza Nazareth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提伯利亞斯 - 哲拉希 - 死海 Tiberias - Jerash - Dead Se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 哲拉希』此城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羅馬古城，隨處可見的神廟、宮殿和浴場遺跡，

都在講述當年的輝煌及歷史變遷的滄桑。
『死海』世界地勢最低的湖泊。因海水含鹽量是一般海水的七倍，生物根本無法生
存，所以被稱為死海。有機會可在死海裡暢遊，不懂游泳者也不會下沉，亦可
在沙灘上享受死海黑泥日光浴。住宿：Movenpick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死海 - 美達巴聖城 - 尼波山 - 瓦迪倫山谷 - 佩特拉
Dead Sea - Madaba - Mt Nebo - Wadi Rum - Petr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佩特拉』傳說此處為摩西點石出水之處。精美之教堂及城市建築都是在岩石中
雕鑿而成，曲徑峽谷，蔚為奇觀。此地亦即是當年電影「奪寳奇兵」的外景拍攝
之處。騎馬經過狹窄石徑進入神秘的古代石城，體驗異域風情。
住宿：Movenpick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安曼市內觀光 - 埃及阿斯旺 Amman - Aswan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安曼市內觀光』約旦王國首都，歷史文化中心。建在7座山崗上，街道隨著山
勢蜿蜒起伏，大多數建築用當地特產的白石壘成或裝飾，顯得格外潔淨。古羅
費用包括：
• 全程4/5★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890

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USD$15）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護照以色列免簽證，約旦、
埃及落地簽證；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中國護照以色列
簽證，約旦、埃及落地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阿斯旺大水壩』世界知名工程之一。改變了埃及的民生，造就了尼羅河兩岸農
民的水利建築，改善了電力供應，提高當地埃及人的生活水準。
『方尖石碑』遠古埃及人遺留下來的一塊尚未完成的石碑。
『古代帆船漫遊尼羅河』欣賞兩岸美麗景色，沿岸可見到座落於沙漠邊際的回教
領袖阿加汗陵墓，以及美麗的植物園島；島上植有東南亞、非洲及印度等地的奇
花異卉。住宿：Movenpick Resort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阿斯旺 - 亞貝辛布神廟 - 尼羅河遊船 - 金安寶神殿
Aswan - Abu Simbel - Nile River Cruise - Temple of Kom Ombo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豪華遊船上

上午自由活動，可自費前往亞貝辛布神廟遊覽。耗資四千萬美元及花了5年時
間才把古廟遷徙到這裡。
『金安寶神廟』神廟的前部分已陷入尼羅河中，神廟採用對稱鏡射式結構而建，
所有建築都成雙成對，如索貝克神廟和荷力斯神廟，是兩間規格相同的神殿，
座落南北兩面，極具特色。住宿：Nile Cruise雙人客房(設有私人浴室)。
第11天 // 艾德夫 - 樂蜀 Edfu - Luxor
早餐：豪華遊船上

午餐：豪華遊船上

晚餐：豪華遊船上

『艾德夫神廟』神殿建築宏偉，牆壁上的雕刻仍清晰可見。神廟前方是當地人的
市集，可在此選購地道紀念品。住宿：Nile Cruise雙人客房(設有私人浴室)。
第12天 // 樂蜀 - 帝皇谷 - 女皇大殿 - 樂蜀神廟 - 卡納神廟
Luxor - Valley of Kings - Queen Temple - Luxor Temple - Karnak
早餐：豪華遊船上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豪華遊船上

『帝皇谷』著名的圖坦卡門法老王陵墓在1922年被發現，其被公認為最完整及最
有歷史價值，發現時內藏大量純金製造的藝術珍品及古代文物(現存放於埃及博物
館)。其後遊覽尼羅河兩岸之帝皇谷、女皇大殿、東岸之樂蜀神廟及卡納神廟等。
住宿：Nile Cruise雙人客房(設有私人浴室)。
第13天 // 樂蜀 - 開羅 - 獅身人面像及金字塔 Luxor Cairo - Great Sphinx of Giza
早餐：豪華遊船上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蹟之金字塔至今已有四千五百年歷史，為古埃及王朝法老
王之陵墓，建造時動用民眾10萬，巨石230萬塊，歷時20載的工程非常浩大。
『獅身人面像』經歷了埃及的興盛與衰落，仍默默守護法老王的陵墓，隨著歲
月流逝，飽歷滄桑。可騎駱駝漫遊於撒哈拉沙漠。
住宿：Le Meridien Cairo Airport或同級酒店。
第14天 // 開羅 - 市內觀光 - 原居地 Cairo - City Tour - Home City

『美達巴聖城』在聖喬治教堂地面的一幅「聖域版圖」規模宏大，保存完整，精
細地描繪了約旦、巴勒斯坦、直至埃及的版圖。
『泥波山』摩西眺望約旦河對面之預許福地之處，也是摩西去世升天的地方。
『瓦地倫山谷』此處為「紅色山谷」
，聖經記載以色列民族就是由此路離開埃及，
前往耶路撒冷。著名電影「 沙漠梟雄」亦在此處取景。山谷地處荒漠，土石呈
紅色，加上長年風蝕，造就獨一無二之奇觀。團友更能乘坐四驅吉普車穿越
沙漠，感受刺激新體驗。住宿：Movenpick Resort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佩特拉觀光 - 蛇道 - 安曼 Petra Tour - Amman

第9天 // 阿斯旺 - 大水壩 - 古代帆船漫遊尼羅河 Aswan - High Dam - Nile Felucca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埃及博物館』館內藏有超過三千年歷史的文物古蹟，如巨大法老王像、純金
雕鑄之宮廷御用珍品純金棺槨、還有三千年前的麵包與現時仍可萌芽的種子等。
『雪花雲石清真寺』整座清真寺均用雪花雲石建成，造型漂亮，屹立於開羅山
崗上的城堡內。
『大市集』可在此購買埃及精美紀念品如銅器製品、水煙壺等，或可閒坐地道咖啡茶座。
第15天 // 原居地 Home City

抵達原居地，全程圓滿結束。

晨鳥 優惠 ︓每位 $ 1000 起︐ 限前10名︐先到得到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15天
$5698
$890

雙人房(含稅)

$6588

單人房附加費

$139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5天
$6298
$890
$7188
$1390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本公司保留更改以上資料及調整價錢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