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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4/15-25 

以色列．約旦以色列．約旦以色列．約旦
聖地禮讚聖地禮讚聖地禮讚111111天天天 

 美麗人生一定要來～以約心靈淨化之旅  

「上帝給了世界十分美麗：九分給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給了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上帝給了世界十分哀愁：九分給了耶路撒

冷，剩下的一分給了世界上的其他人。」 ～ 作家利納莫描寫耶路撒冷 
以約旅遊在歐美市場上一直都很受歡迎，根據《聖經》記載，耶路撒冷是基督宗教

的發源地；因此只要是喜愛世界遺產或是探尋宗教原鄉的人們，一定要來！ 

2020/4/15 跟著玩童遊世界將和您一起尋覓以約古文明，踏上許多人文旅者、基督

教徒、尤太教徒及穆斯林一生嚮往的聖地，親身體驗四千多年來人類文化最深層的

底蘊，無論您因何而來?這或許都是一趟心靈淨化之旅……  

耶路撒冷-金頂清真寺 

死海漂浮 哭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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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窗口：許玲芬 02- 7719 9129，,許玲華 7719-9128 

阿法國際旅遊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52號12樓 

  遨遊 8處世界遺產 - 以色列5處：阿卡古城-阿拉伯風情老城、海法-巴比倫的空中花

園、特拉維夫-白城現代化、耶路撒冷-永恆之城、馬薩大-永不再淪陷精神；約旦3

處：瓦地倫-最接近火星的地方、佩特拉-失落的玫瑰古城、約旦河岸-耶穌受洗地 

  5大宗教聖地巡禮，1.提比利亞地區(耶穌開始傳道、呼召門徒之地) 、2.伯大尼耶

穌受洗地、3.尼波山、4.耶路撒冷、5.伯利恆 

  現代人文：業界首推專業導覽特拉維夫市中心包浩斯建築群-羅斯柴爾德大道；

親炙世界文化遺產-白城White City 建築之美，體驗當地人的日常，進入大衛城-

希西家水道及西羅亞池，腳踏實地見證歷史 

  世界奇景「玫瑰之城」佩特拉、吉普車馳騁月亮谷-瓦地倫、死海-漂浮體驗 

  本團為社大全包特別團，團費含經濟艙機票、約旦簽證費、以色列及約旦入離境稅、豪

華巴士、星級飯店、餐食及特定景點門票；領隊、在地導遊、司機小費；桃機專車接送 

  由中東線最好的資深領隊Dora許玲華帶玩，熟門熟路慢遊私房景點，知性又好玩 

  選搭國泰航空（2019 全球最佳第四名）香港中轉，直達特拉維夫；免去一般團搭

其他航空飛３段很辛苦 

  體貼的行程安排，耶路撒冷3連泊，散步古城風華；品嘗中東道地特色美饌，精選

飯店晚餐，享用國際佳餚 

報名：在班學生優先，親友採審核制，依訂金順序，候補額滿即結團 

     團費 : 125, 000，早鳥減 3,000（12月21日前付訂），在班學生再減1,000  

      訂金    30,000  （如未達出團人數，則訂金退還）；現金折扣  2％ 

      小計刷卡價-在班學生  121, 000，親友 122, 000      

      小計現金價-在班學生  118,500 ，親友 119,500  

      ✽  報名︰即日起洽蘇耕斌老師   0939-754-254 ； Line 好友  →  →   

約旦-佩特拉 

https://www.facebook.com/alphagotou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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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訊息》      * 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飯店，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地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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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８ 處 UNESCO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阿卡古城 阿拉伯風情老城  巴比倫的空中花園 海法   

特拉維夫 白城現代化  永恆之城 耶路撒冷   

永不再淪陷精神 馬薩大  最接近火星的地方 瓦地倫   

失落的玫瑰古城 佩特拉   約旦河岸 耶穌受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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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安排～精彩活動／體驗 

戈蘭高地  軍事防禦碉堡 胡拉山谷  欣賞候鳥補給站 仿古木船  遊加利利海 

海法纜車 眺望地中海巴海聖殿  探訪尋奇  希西家水道  猶太人的眼淚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以色列博物館 典藏死海古卷   深入逐訪 苦路14站  特拉維夫傳統市集  尋寶採買  

搭乘纜車 直上馬薩大堡壘    四輪驅動車 奔酒紅大漠   享受死海漂浮 體驗兼護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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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選景點 悠遊歷史現場 

傑拉什 世界十大羅馬古城 提比利亞 加利利湖畔最優雅 拿薩勒 天使報喜堂 

迦拿婚宴 將水變美酒 4000年海港 雅法古城 馬賽克小城 馬代巴 

耶穌出生地 伯利恆 耶律哥 世界最古老的城市 『死海古卷』發現地 昆蘭古城 

熱情渡假勝地 埃拉特／阿卡巴 尼波山 摩西昇天應許之地 約旦首都 安曼 七山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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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嘗道地異國美食 滿足味蕾新鮮感 

好  

好買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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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今晚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國泰航空豪華客機前往香港轉機至以色列大城特拉維夫國際機場。  

上午入境以色列  特拉維夫  Tel Aviv  中東最繁華的大城，以色列第二大城，在城市中有著最年

輕的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 白城  White City，猶太學生傳承歐洲包浩斯建築理念，展現前衛現代

主義建築奇觀，是現代主義建築的發祥地。  

【獨家特別安排】  專業導覽陪同解說＿★羅斯柴爾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特拉維夫

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也是最繁華、昂貴的林蔭大道。街上排列著各式包豪斯建築，錯落在市區高聳 

的摩天大樓之中，新建成的街道與經過精心修復的傳統建築形成鮮明對比，是特拉維夫必訪行程  

海法 Haifa  位於迦密山下，以色列的大港口，其中 UNESCO＠巴海聖殿花園  (Bahai Garden)  

白色典雅的造型、美麗的金頂殿宇，宛如一座美麗的空中花園，俯視著藍色地中海港灣。  

巡訪十字軍時代、富有阿拉伯風情的  ★阿卡古城 UNESCO， 

18世紀鄂圖曼典型的十字軍堡壘、土耳其浴場、商棧，生動再

現中世紀十字軍王國的城市規劃與結構。  

酒喝完了，上帝之子就把水變為酒，行了第一個神蹟。  

拿薩勒  Nazar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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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拿 Cana 距離拿薩勒僅七公 

里，耶穌與母親和門徒到＠迦拿 

婚宴教堂參加婚禮，當婚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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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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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繼續造訪地球上最低的淡水湖—加利利海，與約旦河、死海連接成一條長線，湛藍的湖水與 

翠綠的山林，交織出加利利海如詩如畫的美景。搭乘耶穌時代★仿古木船遊湖  觀光，體驗以色列 

好風光。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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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眺望以色列境內之最高峰~黑門山。   

早餐後前往  以色列／約旦 

邊界 Sheikh Hussein Border  

Crossing  ( 又 稱 Allenby  

Crossing)，通過海關  進入 

約旦境內。  

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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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apolis 之一， 

現存建築仍可見二千年前 

的繁榮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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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以色列、約旦、巴勒斯坦交界的死海，湖面位 

於海平面下負 424 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湖泊， 

有地球肚臍之稱。傍晚入住享譽世界的蜜月天堂、 

五星級度假村，在飯店擁有獨立海灘區，體驗  富 

含礦物質、據說是護膚的效果奇佳的保養聖品★ 

死海黑浴泥  享受漂浮的精采經驗  

★耶穌受洗地  El Maghtas  約旦河東岸＿伯 

大尼考古遺址，擁有羅馬和拜占庭的遺跡， 

於 2015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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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代巴  Madaba  食尚玩家封為可愛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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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入住  約旦的珍寶、許多人一生的夢想、 

超過兩千多年的玫瑰古城＿佩特拉 Petra 附 

近飯店，感受神秘沉靜古城氛圍。  

佩特拉 P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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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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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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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道、墓窟、浴場等，融合埃及、希 

臘及長久居住在地人的獨特文化建築與智慧，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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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約以邊界，通過海關進入以色列最南端、濱紅海的熱情渡假勝地  —埃拉特  Eilat  

瓦地倫  Wadi Rum 吸引《絕地救援》、《普羅 

米修斯》、《星際大戰》等科幻電影來此拍攝外 

星場景，既是沙漠，又是峽谷、氣勢磅礴，有 

『月谷』之稱，特別安排  ★搭乘四輪傳動車  

進入電影場景中，型態各異的酒紅色沙漠谷 

地、沙丘、峭壁與洞穴，挺驗寧靜孤寂又蘊含 

神祕氣息，聽聽貝都因人的故事  



以色列.約旦•  聖地禮讚 11 天             12 

 

★聖殿山：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位 

置，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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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遊客無法 

進入參觀，請以平常心待之)  

舊城中的★哭牆  是第二聖殿的城牆西側，為猶太民族朝聖禱告的聖地；★苦路十四站又名「苦殤 

道」，是耶穌被羞辱鞭打直到釘十字架之前走過的那一段漫漫長路  

【AlphaGoT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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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哈尼耶胡達市場  Mahane Yehuda Market    耶路撒冷  最熱鬧的市場，廣受當地人和遊客的歡 

迎。白天是人聲鼎沸、販售新鮮水果和蔬菜的熱鬧市集，晚上搖身一變各式咖啡、餐館和酒吧。  

特別安排參觀黑白對稱建築、典藏『死海古卷』等重要 

文物★以色列博物館  

錫安山上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的★馬可樓及門徒 

彼得三次不認主的★雞鳴教堂  為耶穌踏上苦殤道前的 

遺蹟。  

位於橄欖山下的＠客西馬尼園  是耶路撒冷的一個果 

園，根據聖經記載是耶穌被他的門徒加略人猶大出賣的 

地方。果園旁邊的＠萬國教堂，據說是耶穌被捕前禱告 

處，後人在此建立教堂、幾經修建，廿世紀初經數十國集資整建現今精工雕琢、細部講究的新建築， 

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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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地倫 

伯利恆  Bethlehem  是以色列王國大衛王墓被發掘的地方。據《聖經》說，聖母瑪利亞旅行途經伯 

利恆時，在一個★馬槽裏生下了聖嬰耶穌基督。因此，耶穌誕生之地★主誕堂  成為朝聖者地圖上 

重要的據點，是基督教最重要聖地之一。  

早餐後，前往特拉維夫國際機場搭機  經香港返回台灣    

上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