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 約旦 
                                               

 

新春11天以色列 ‧ 約旦(1月23 年廿九)  
耶路撒冷．伯利恆．加利利湖 (五餅二魚)．
死海．伯特拉古城                                       LA11C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路撒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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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是猶太教、基督教

和伊斯蘭教的聖地。自公元前 10 世紀，所羅門王建成第一聖殿起，耶路撒冷一直是猶太教信仰

的中心和最神聖的城市，昔日聖殿的遺蹟西牆，仍是猶太教最神聖的所在。基督徒也相當重視耶

路撒冷，因為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在這裡受難、埋葬、復活、升天。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LA11C 
 

 

行程特點 :  

● 暢遊耶穌施行「以水變酒」神蹟「迦拿村」的婚宴教堂 

● 暢遊世界三大宗教聖城之一「耶路撒冷」(UNESCO)，到訪苦路、哭牆、聖墓堂、約旦河

洗禮地 

● 遊覽世界文化遺產「馬撒大」(UNESCO)，參觀宮殿、蒸氣浴室、貯水槽 

● 到訪耶穌出生地「伯利恆」參觀耶穌誕生教堂，及到訪耶穌童年成長的地方「拿撒勒」 

● 遊覽耶穌傳道的地方「八福山」及「迦百農」，安排乘坐「基督之舟」仿古船，泛舟於加

利利湖 

● 到地球最低處「死海」，一試死海「浮泳」的滋味 

● 走訪「失落迷城」伯特拉古城(UNESCO)，並安排騎馬入城 

●  走訪「沙漠梟雄」拍攝實地 - 瓦地倫(月牙谷)，安排乘坐四驅車，越野穿梭於紅沙之中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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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特拉維夫 (以色列) 

Hong Kong Tel Aviv (Israel) 
團友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領隊協助辦理登機後，乘
航機前往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 

早餐：-　             午餐：-           晚餐：自理/航機上 

住宿：NYX Tel Aviv Hotel或同級 

 

第二天 

特拉維夫～凱撒利亞～拿撒勒～天使報喜教
堂～約瑟堂～迦拿村～婚宴教堂～提比利亞 

Tel Aviv～Caesarea～Nazareth～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St. Joseph's Church
～Cana Village～Wedding Church～
Tiberius 

 

拿撒勒： 是以色列北部城市，位於加利利地區，意思是
枝芽或苗。這裡亦是耶穌基督的故鄉，天使加伯利在拿
撒勒找到瑪利亞，並告訴她，她會因聖靈懷孕，所生之
子將會是救世主。 

 

天使報喜教堂 ：天使報喜教堂是紀念天使加百列向瑪利
亞報喜，根據聖經記載，天使向聖母瑪利亞告知她將受
聖靈感孕而生下耶穌。 

 
迦拿婚宴教堂 ：現時的婚宴堂建於1879年，建在六世
紀時原教堂的遺址上，亦是耶穌行第一個神蹟的地方 - 
將水變酒。迦拿於耶穌時期至今都是一小村莊，因耶穌
在此行的神蹟而廣為人知。教堂內仍有古老的石缸，雖
然不是耶穌參加當時婚宴所用的石缸，但相信是早期基
督徒施洗所用的。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The Sea Of Galilee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八福山～塔布加～五餅二魚堂～彼得首席堂
～迦百農～約旦河洗禮地～加利利湖遊船  

Mount of Beatitudes～Tabgha～Church 
of the Multiplication～St. Peter Chapel～
Capernaum～Yardenit～Galilee Boat ride 

 

八福山 ：教會傳統指出耶穌在此山宣講八福 ─ 即新約
聖經內著名的教誨「登山寶訓」。山上八角形教堂，代
表八福中的八種不同福氣。 

五餅二魚堂 ：傳說此為耶穌以五個餅和兩條魚給5000
人吃飽。現今原址建了一座修道院，稱為「五餅二魚
堂」，教堂內有描繪著魚和盛餅籃子的五世紀馬賽克作
品。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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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河洗禮地 ：傳說耶穌曾在此河受洗，並治癒一位痲
瘋病人，所以是基督徒心中的聖河，世界各地的信徒也
是到來領洗。 

早餐：酒店　　 午餐：聖彼得魚餐 　　晚餐：酒店 

住宿：The Sea Of Galilee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提比利亞～以‧約邊境～安曼(約旦)〜美達巴
聖城(馬賽克之城)〜尼波山  

Tiberius～Border～Amman(Jordan)～
Madaba～Mount Nebo 
美達巴聖城 ：石器時代已有人數聚居之地—美達巴聖
城。參觀東正教聖佐治大教堂內響譽國際以230萬塊小
彩磚及萬多小時完成的藝術瑰寶的馬賽克地圖。 

尼波山 ：基督徒景仰的摩西去世之地—尼波山，觀賞銅
蛇掛杆，追憶摩西的神蹟。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Amman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安曼～伯特拉古城(Unesco)〜騎馬穿過峽谷
地道～亞卡巴 

Amman～Petra(Unesco)～Horse ride 
included～Aqaba 

 

伯特拉古城 ：又稱紅玫瑰城, 因城堡泥土呈粉紅色, 於陽
光照耀下, 紅色美麗奪目, 如玫瑰紅艷驕美, 故被稱玫瑰
城之美譽。始建於公元二世紀, 整座城都是岩石岩洞築
成的。所以堪稱最安全的堡壘, 於十九世紀被瑞士一名
青年發現。首先會騎馬匹, 經過一條狹道(又稱蛇道), 進
入古城, 昂頭仰視, 只見藍天白雲從裂逢中滲透到團友眼
前, 加上微風徐徐吹來, 精神為之一震。蛇道出口就是艾
爾卡茲尼神殿(寶庫), 全座建築由山壁寶心的岩塊雕出
來, 神工鬼斧, 攝人心魄, 電影「聖戰奇兵」也曾在此取
景。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 五星級Aqaba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亞卡巴〜瓦地倫山谷(月牙谷)〜 

(包)特色四驅車於沙丘上馳聘～安曼 

Aqaba～Wadi Rum〜  

(Inculded 4 Wheel Drive)～Amman 

 

瓦地倫山谷 ：阿拉伯語解酒紅色山谷, 著名電影「阿拉
伯羅倫斯」於此處取材。羅倫斯乃英國軍人, 於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幫助阿拉伯人對抗土耳其人。瓦地倫地勢特
別, 酷似月亮, 所以又稱為「月谷」。月谷經長年被風沙
侵蝕, 成無數斷崖和碎石沙漠, 加上土壤帶紅, 紅沙浩瀚, 
蔚為奇觀。為使團友進一步領略沙漠的風味, 特別安排
乘坐當地特色四驅車穿梭於起伏不定沙丘中, 驚險刺
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Amman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安曼〜約‧以邊境～耶利哥～昆蘭～死海「浮
泳」  

Amman～Border～Jericho～Qumran ～
Deadsea (Swim & Floating)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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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 ：聖經記述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第一
個攻陷的城市，也是聖經中耶穌遇見稅吏撒該之地，當
年那棵桑樹至今依然存在。 

 

死海 ：被認為是地球最低之處的死海，水中鹽度極高，
是一般海水的 10 倍，海水裡完全沒有生物，團友可一
試死海「浮泳」的滋味。不懂游泳之團友也可嘗試漂浮
於死海上，或把據說有護膚效用之死海黑泥塗於身上。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Deadsea David Resort  或同級 

 

第八天 

死海～馬撒大 (Unesco)(包纜車)～以色列博
物館～耶路撒冷  

Deadsea～Masada(Unesco)(Included 
Cable Car) ～Israel Museum～Jerusalem 

 

馬撒大 ：搭乘登山纜車，遊覽巍峨巨岩上的堡寨，參觀
三層樓高並延伸到北面山崖的王宮及巧奪天工的羅馬浴
池加熱水系統、西廂鑲嵌精緻的馬賽克磁磚、鑿入山壁
間的巨大儲水槽等，並看到公元2世紀時的古戰場遺
蹟。 

 

以色列博物館 ：館內藏有死海古卷仿製本及其他古卷，
因古卷都在這裏妥善保存，所以博物館又稱「書龕聖
地」。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Grand Court Hotel  或同級 

 

第九天 

耶路撒冷～聖殿山(外觀)～苦路～聖墓堂～ 

猶太區～哭牆～伯利恆～誕生教堂 

Jerusalem～Temple Mount(Outlook)～
Dolorosa～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
～Jewish quarter～Western Wall～
Bethlehem～Church of the Nativity 

 
哭牆 ：是公元前十九年聖殿廢墟的西牆，成為當年聖殿
留下的唯一遺跡，象徵了聖殿的化身，因此成為了猶太
教徒最神聖的祈禱聖地。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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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教堂 ：位於伯利恆馬槽廣場，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
最古老教堂之一，建於耶穌誕生地馬槽原址。在公元 
614 年，波斯帝國入侵，破壞了不少基督教聖地，但這
座教堂卻未受破壞，保存至今。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Grand Court Hotel 或同級 

 

第十天 

耶路撒冷～橄欖山～和撒拿大道～主哭耶京
堂～客西馬尼園～錫安山～最後晚餐室～大
衛王墓～聖母安眠堂～以色列國會～巨型金

燈臺～特拉維夫 香港 

Mount Olives～Hosanna Road～Dominus 
Flevit Church～Gethsemane～Mount Zion
～Last Supper Room～Tomb of David～
Dormition Abbey～Knesset ~ Menorah ~ 

Tel Aviv Hong Kong 

 

橄欖山 ：此處是耶穌教導門徒的地方，團友可從此眺望
耶路撒冷舊城壯麗景色。 

客西馬尼園 ：位於橄欖山下之客西馬尼園，是耶穌被猶
大出賣給羅馬兵丁所抓的地方。 

最後晚餐室 ：耶穌與十二門徒享用最後晚餐的地點就在
錫安山下的馬可樓，也是耶穌顯現神蹟的地方。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自理/航機上　 

 

第十一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安抵香港機場。 祝君愉快! 

 

註:  

- 以上行程安排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位作最後決
定為準。  

-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未能或不便進入
，將另作安排。 

 -另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
店代替。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有關責任問題請參閱金怡旅行社有限公司收據背頁為
準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
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
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迫不
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 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
引 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如適用; 詳情請瀏覽香港旅
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團費並未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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