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曼(約旦)

死海

伯特拉

香港 

 香港

伯特拉古城

約旦
8天 約旦
文明古國豪華團  RJA8

連續2晚入住「死海」
五星級Marriott Hotel或同級

連續2晚入住「伯特拉古城」
五星級Marriott Hotel或同級

「失落迷城」：
「奪寶奇兵」拍攝實地，伯特拉 (UNESCO)
，並安排騎馬入城

「沙漠梟雄」拍攝實地：
瓦地倫 (月牙谷)，安排乘坐四驅車，越野
穿梭於沙漠中

「烏姆拉斯古城」(UNESCO)：
古羅馬時期十大古城之一，結合羅馬、拜
占庭、早期伊斯蘭教文明

「舉世遺跡」：
參觀哲拉希古城，尋找羅馬寶藏

聖城地圖：
美達巴聖城，欣賞「馬賽克」遺跡

「迷宮城堡」：
阿傑隆城堡，伊斯蘭拉巴特建築風格

「聖地」伯大尼：耶穌接受施洗約翰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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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經曼谷) 安曼
Hong Kong  (Via Bangkok) Amman
是日由本公司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客機，經曼谷飛往
約旦首都安曼。

第二天
安曼～哲拉希古城～阿傑隆城堡～安曼
Amman～Jerash～Ajloun～Amman

抵步後前往當地最大古羅馬遺跡「哲拉希古城」，參
觀月亮神殿、廣場神殿、宙斯神殿、羅馬浴場、列柱
街市場、橢圓形廣場等，從而體會昔日羅馬人先進的
技術。繼而前往阿傑隆城堡，建於公元1184年，是阿
拉伯英雄薩拉丁將軍的外甥所建。城堡分為三層，每
層設通道，回廊、拱門、大窗、兵房、箭孔，被喻為
「迷宮城堡」。參觀完畢後返回安曼。

第三天
美達巴聖城～尼波山～烏姆拉斯古城 (UNESCO)～
伯特拉
Madaba～Mount Nebo～
Umm ar - Rasas (UNESCO)～Petra

是日前往石器時代的人類聚居之處「美達巴聖城」，
接著參觀希臘東正教聖佐治大教堂內的馬賽克地圖，
之後前往摩西去世之地「尼波山」，觀賞銅蛇掛杆。
繼而往烏姆拉斯古城，古城結合羅馬、拜占庭、早期
伊斯蘭教建築風格，團友可到聖斯提芬教堂，參觀約
旦規模最大及最完整的馬賽克地圖，之後往伯特拉。

第四天
伯特拉 (玫瑰城)～騎馬穿過峽谷蛇道
Petra

伯特拉城因城堡在陽光照耀下呈粉紅色，令城牆如玫
瑰紅般艷麗，故有玫塊城的美譽。由於整座城以岩石
建成，因此被稱為最安全的堡壘。團友騎著馬匹，經
過狹道進入古城參觀，最後到達艾爾卡茲尼神殿。這
個神殿是由山壁岩塊雕出來，電影「奪寶奇兵」也曾
在此取景。繼而參觀其它名勝包括羅馬劇院、獅子神
殿、幽靈墓、稜柱塚、法老女兒皇宮。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中東燒烤

住宿 : INTERNATIONA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MARRIOTT 或同級
酒店

第五天
瓦地倫山谷 (月牙谷)～四驅車飛馳沙漠～死海
Wadi Rum～4 Wheel Drive At Desert～Dead Sea

是日前往瓦地倫山谷，該地是電影「阿拉伯羅倫斯」
取材之處。瓦地倫地勢特別，酷似月亮，所以又稱為
「月牙谷」。為使團友進一步感受月谷沙漠的風情，
特別安排乘坐當地特色四驅車穿梭於浩瀚的沙丘中，
驚險刺激。繼而前往死海。

第六天
死海自由活動～享受死海浮泳樂趣～欣賞日落晚霞
Free Time in Dead Sea～Swim & Floating～
Sunset View

是日於地球最低之處 — 死海自由活動。死海鹽度極
高，是一般海水的10倍，因此浮力很大，可以使一個
人輕易地浮在水面上，團友可以在此嘗試死海「浮泳
」。除此之外，團友亦可將死海泥往身上塗抹，有美
容護膚功效。

第七天
死海護膚品店～約旦河～伯大尼～
安曼市內觀光 香港 (經曼谷)
Dead Sea Products Shop～Jordan River～
Bethany～Amman City Tour 
Hong Kong (Via Bangkok)

是日往死海護膚品店選購死海黑泥、淋浴用品、美容
面膜、頭部護理等護膚產品。繼而前往約旦河位於東
岸的伯大尼 — 耶穌接受施洗約翰洗禮的地方。接著
往約旦市內觀光，參觀可容納五千人的羅馬遺跡大劇
場、羅馬帝國時期建成的安曼城堡、大力士神殿遺跡
等景點。乘坐航機，經曼谷返回香港。

第八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班安抵香港機場。

註：

報名前請參閱本社網站內最新的細則及責任條款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圖片只供參考

行程中，部份列名安排入內參觀的博物館﹑古堡皇宮或表演等，如休息關閉，此節
目則取消，如涉及有入場費則退回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則無款項退還，團友
不得回港再爭議或追索

旅行團服務費每人每天＄140（香港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尾站停留費每位＄1500起，以機位確定後收費為準。如機票於出發前仍未能確定，
客人必須隨團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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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MARRIOTT 或同級
酒店

尼波山

美達巴聖城 - 馬賽克

阿傑隆城堡

哲拉希古城

羅馬劇院

峽谷蛇道



第一天
香港  (經曼谷) 安曼
Hong Kong  (Via Bangkok) Amman
是日由本公司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客機，經曼谷飛往
約旦首都安曼。

第二天
安曼～哲拉希古城～阿傑隆城堡～安曼
Amman～Jerash～Ajloun～Amman

抵步後前往當地最大古羅馬遺跡「哲拉希古城」，參
觀月亮神殿、廣場神殿、宙斯神殿、羅馬浴場、列柱
街市場、橢圓形廣場等，從而體會昔日羅馬人先進的
技術。繼而前往阿傑隆城堡，建於公元1184年，是阿
拉伯英雄薩拉丁將軍的外甥所建。城堡分為三層，每
層設通道，回廊、拱門、大窗、兵房、箭孔，被喻為
「迷宮城堡」。參觀完畢後返回安曼。

第三天
美達巴聖城～尼波山～烏姆拉斯古城 (UNESCO)～
伯特拉
Madaba～Mount Nebo～
Umm ar - Rasas (UNESCO)～Petra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MARRIOTT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酒店

住宿 : 五星級 MARRIOTT 或同級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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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瓦地倫山谷 (月牙谷)～四驅車飛馳沙漠～死海
Wadi Rum～4 Wheel Drive At Desert～Dead Sea

是日前往瓦地倫山谷，該地是電影「阿拉伯羅倫斯」
取材之處。瓦地倫地勢特別，酷似月亮，所以又稱為
「月牙谷」。為使團友進一步感受月谷沙漠的風情，
特別安排乘坐當地特色四驅車穿梭於浩瀚的沙丘中，
驚險刺激。繼而前往死海。

第六天
死海自由活動～享受死海浮泳樂趣～欣賞日落晚霞
Free Time in Dead Sea～Swim & Floating～
Sunset View

是日於地球最低之處 — 死海自由活動。死海鹽度極
高，是一般海水的10倍，因此浮力很大，可以使一個
人輕易地浮在水面上，團友可以在此嘗試死海「浮泳
」。除此之外，團友亦可將死海泥往身上塗抹，有美
容護膚功效。

第七天
死海護膚品店～約旦河～伯大尼～
安曼市內觀光 香港 (經曼谷)
Dead Sea Products Shop～Jordan River～
Bethany～Amman City Tour 
Hong Kong (Via Bangkok)

是日往死海護膚品店選購死海黑泥、淋浴用品、美容
面膜、頭部護理等護膚產品。繼而前往約旦河位於東
岸的伯大尼 — 耶穌接受施洗約翰洗禮的地方。接著
往約旦市內觀光，參觀可容納五千人的羅馬遺跡大劇
場、羅馬帝國時期建成的安曼城堡、大力士神殿遺跡
等景點。乘坐航機，經曼谷返回香港。

第八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班安抵香港機場。

註：

報名前請參閱本社網站內最新的細則及責任條款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圖片只供參考

行程中，部份列名安排入內參觀的博物館﹑古堡皇宮或表演等，如休息關閉，此節
目則取消，如涉及有入場費則退回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則無款項退還，團友
不得回港再爭議或追索

旅行團服務費每人每天＄140（香港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尾站停留費每位＄1500起，以機位確定後收費為準。如機票於出發前仍未能確定，
客人必須隨團出發

月牙谷

約旦河

約旦河洗禮處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中餐館

死海

死海「浮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