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旦

深度十二天直航團

(團號JOR-12-D) (RJ/EK以茶會後作準)

失落古城~伯特拉
馬賽克之城~美達巴聖城
摩西辭世地尼波山

哲拉希古城
死海
瓦地倫

免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報價：所有優惠不適用於此團。
出發日期： 10月24日 / 11月7，21日 / 12月5，12日 / 1月9，23日/2月13，27日
原價錢$26999現在按首10位：$24999起 / 10位：$25999起 小童收費：$23999起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單人房附加費：$4500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如有需要)：

香港經曼谷/杜拜等口岸轉機-約旦
1

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機經曼谷/杜拜轉機前往約旦首都-安曼 (以茶會公佈作準)
宿航機上

早X

午X

晚-X

安曼(城堡山~哲拉希古城)

2

航機抵達安曼後，前往城堡山，城堡山是安曼的制高點，這裡曾經是安曼最初的要塞，與安曼的歷史息息相關。
西元前 11 世紀，崇拜埃及太陽神的阿蒙王國，就把首都建立在城堡山上，當時人們把首都稱為“阿蒙＂，後來
逐漸演變成安曼在城堡山周圍，用大塊石頭建成了方形、長方形或圓形的要塞或瞭望塔。在城堡山頭上考古發掘
的兩個阿蒙國王的雕像，證明了當時阿蒙人的雕刻藝術與埃及人及亞述人相近。西元前 300 年前後，馬其頓國王
托勒密二世國王費拉德爾菲斯用他的名字命名安曼為“費拉德菲亞＂，當時的費城主要也在城堡山上。隨後前往
古羅馬劇院，這是安曼市最受歡迎的歷史遺跡，建於 Antoninus Pius 統治時期，約為西元 2 世紀，位於安曼下城區
中心位置。在它北邊的山丘上曾是一片墓地。 這座羅馬劇場可容納 6000 人，劇場前方有一個小廣場，在那裡有
時會舉辦各種活動，到晚上不少情侶會來這裡約會、 聊天、玩滑板等。羅馬劇場內部的舞臺，夏天時會有演出。
有效日期： 04-OCT-2018 TO 15-FEB-2019 / MK / 04-OCT-2018 /JOR/12D

在圓形劇場的兩側有兩個博物館，其中收藏了傳統衣物服飾以及一些馬賽克藏品。隨後驅車前往位於首都安曼以
北 60 公里處的哲拉希古城 ，古城在新時期就發現有人類活動痕跡，在西元前 4 世紀開始建城，於西元前 2 世紀，
在希臘大帝安條克四世時期再次興建，在當時可是能與北部龐培古城媲美的大型希臘城市。經古城北大門一直往
南，逐步探訪那裡的城邦遺跡，宙斯神廟遺跡，雄偉的羅馬拱橋，穿過雄偉的奧瓦勒廣場，一直來到南部小型鬥
獸場。結束後，返回安曼入住酒店休息
晚宿 安曼 Sadeen 或 同級

早X

午-

晚- 

安曼(薩爾特~沙漠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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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薩爾特，薩爾特有諸多奧斯曼土耳其式建築，它增進是約旦河古與冬天沙漠之間最重要的噸墾區。奧爾特為連
接東邊沙漠及西方的貿易要塞，也因其歷史意義，自古以來便是兵家必爭之地。隨後前往伍麥葉沙漠城堡，約旦的沙漠城堡
完美地呈現了早期伊斯蘭教的藝術與建築，並且見證了該國豐富歷史的璀璨時期。其中接觸的馬賽克製品、壁畫、石塊、繪
畫等無不受到波斯及希臘羅馬傳統精髓的啟發，這些作品像我們述說著無數發生在公園八世紀時的故事。
晚宿 安曼 Sadeen 或 同級
早
午-
晚-

安曼---“馬賽克之城＂美達巴聖城---尼波山---馬茵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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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美達巴聖城，它是世界上馬賽克鑲嵌製品種類最多的城市，享有“馬賽克之城＂的美譽。遊覽聖·喬治東正教教
堂，地面上有一幅用馬賽克鑲嵌的、現存世界上最古老的中東地圖。該地圖約完成於西元 560 年，它準確無誤地標出了西元 6
世紀耶路撒冷和亞歷山大等古巴勒斯坦和埃及城市以及河流、海洋的位置。隨後前往遊覽頗有盛名的尼波山。尼波山，站在
山頂上向西眺望，死海、約旦河穀盡收眼底。之後，前往馬茵溫泉，它從羅馬時代起就是療養勝地，人們去那裡做熱療，或
是簡單地享受一個熱水澡。瀑布後還有一個小山洞，是天然的蒸汽浴室。溫泉池中水量很大，而且水溫很高，瀑布溪穀中因
為滲入了冷水溫度要低一些。
晚宿馬茵 Main Hot Spring 或同級
早-
午-
晚-

馬茵溫泉---卡拉克---沙巴克---“失落古城＂伯特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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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卡拉克，卡拉克鎮建於一塊三角形的高原上，其城堡則位於南方狹長的頂端。城堡 220 米長，北邊 125 米寬，
南邊 40 米寬。在其南端，一個峽谷和深溝把它與一個相鄰的高山分開，那裡曾是薩拉丁最喜歡的架設炮兵的地點。整座城堡
均採用深色、形狀粗糙的石塊建成。十字軍的磚石建築技法與日後阿拉伯人以精巧手藝製作出的顏色較淺、質地較鬆軟的石
灰岩石磚相比，差異極大。隨後前往沙巴克，位於安曼達納自然保護區，由十字軍建造，統治僅持續了 75 年。城堡依山而建，
有一道禁門和三重城牆，城下是一片繁茂的果園。被譽為“唯一能重現十字軍輝煌的城堡＂，但是最終也被薩拉丁佔領。隨
後前往佩特拉住宿。
晚宿 佩特拉 Grand View 或同級
早
午-
晚-

伯特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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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遊覽佩特拉，又稱沙漠中的玫瑰，整個城市中的建築全部是用粉紅色的沙岩建成，歲月風沙的侵蝕更使陽光下的派
特拉呈現出夢幻般的異彩。主要景點有：“西格＂，懸崖峭壁間的一條狹長蜿蜒的走道；“卡茲納＂，意為寶藏，隨後自由
活動，自由活動期間您可繼續前往：“費薩德＂大街；“大法院＂；古羅馬圓形劇場（此 3 處景點距離卡茲納約 30 分鐘步行
單程，且比較消耗體力，建議您根據自身體力具體情況前往）。
晚餐前，於指定時間一起去當地人家裡做客,聽主人講講約旦國菜：mensaf 怎麼做，這道菜用米覆蓋在全麥麵包上，淋上松子、
加上烤羊肉、再配上一種以優格調制而成的醬(jamid)… 這道價格不菲的國菜，味道還是相當不錯滴。晚餐後和當地人聊聊天，
瞭解一下當地人的生活。
晚宿 佩特拉 Grand View 或同級
晚-
早
午-

伯特拉---瓦地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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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瓦地倫，這是拍攝著名影片《阿拉伯的勞倫斯》的地方，在此，我們將乘吉普車進入沙漠欣賞獨特美景。瓦狄
倫的特別之處，是它酷似月球一般安靜的地貌，陽光照耀下紅色的沙漠，以及如城堡般的風化岩石。這裡又被稱為月亮穀，
有效日期： 04-OCT-2018 TO 15-FEB-2019 / MK / 04-OCT-2018 /JOR/12D

因為它被認為是地球上最接近月球地貌的地方。電影《阿拉伯的勞倫斯》、《火星救援》的主要外景拍攝都在此地。瓦迪拉姆
的常住居民，是叫做貝都因的遊牧民族，而這片我們稱之為紅色沙漠，貝都因人稱它為家。
晚宿 瓦地倫 Sun City Camp 或同級
早
午-
晚-

瓦地倫---阿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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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約旦紅海小鎮阿卡巴，前往亞喀巴灣水深浪平，海水如藍寶石般晶瑩而深邃，由於赤道暖流和海風的影響，即
使在冬季平均水溫也在 15℃以上，適宜開展各種水上運動。灣內健康而璀璨的珊瑚礁呈現出瑰麗的色彩，五色斑斕的遊魚點
綴其間，有可愛的小丑魚、畢卡索老虎魚和鸚嘴魚，也有貌似兇悍其實卻以浮游生物為食的鯨鯊，還有一種神出鬼沒的生活
在海藻中的鰻魚，安排乘坐玻璃底小船觀賞海底世界。
晚宿 阿卡巴 Grand Swiss 或同級
早
午-
晚-

阿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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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客人自由活動是日不安排司機及導遊,客人需注意自身及財物的安全，可以在美麗的沙灘上盡情享受陽光沙灘的魅力。
晚宿 阿卡巴 Grand Swiss 或同級

早

午-X 自理

晚-

阿卡巴---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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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前往死海，死海實為一內陸鹽湖，其含鹽量為普通海水的 10 倍，即使不善游泳的人亦可在水面之上自在地漂遊。
死海海水中有數百種礦物質，海水蒸發使此地對紫外線有害輻射形成有效的保護層，是世界上最棒的保養皮膚之地。客人可
盡情享受死海漂流之樂。

晚宿 Crowne Plaza 或同级

早

午-

晚-

死海---阿傑隆---安曼-機場經曼谷/杜拜等口岸轉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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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阿傑隆，阿傑隆古堡是西元 1184 年，由薩拉丁的將軍所建，用於掌控阿傑隆當地的鐵礦開採情況，同時控制通
往約旦河穀的三條主要道路並保護約旦及敘利亞之間的交通，借此抵擋-前進，-花了數十年也沒能佔領這個城堡和周圍的村
莊。今日，阿傑隆城堡仍是非常壯觀的軍事堡壘群，您可以觀賞塔樓、會議廳、長廊和扶梯。站在城堡頂層，您還可以欣賞
到美妙至極的約旦峽谷景色。隨後返回安曼城市，遊覽彩虹街，是很熱鬧的一條街道，深受當地年輕人的歡迎。這裡有各種
咖啡屋、餐館、購物店等，是當地市民休閒放鬆的好去處。自由活動，客人可自行前往當地餐館享用晚餐。于指定時間集合
後，前往機場，乘坐航班返回香港
晚宿航機上
早-
午-
晚- X 自理

經曼谷/杜拜等口岸轉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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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航機安低香港機場散團
溫暖的家

早-X 自理

午--X 自理

晚-X 自理

強烈建議客人凡參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自行購買或具備綜合旅遊保險
簽證所需資料：持有香港特區護照(SAR)及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及，需有效期六個月以上 ，簽證費用$300、
各參加約旦團貴賓均必需遞交相關文件辦理團體入境過關紙
辦理團體入境過關紙 和 團體入境簽証所需文件如下:
1.清晰護照副本
2.客人之職業及公司名稱（可於護照副本空白位置寫上）
有效日期： 04-OCT-2018 TO 15-FEB-2019 / MK / 04-OCT-2018 /JOR/12D

3.需時約 10 個工作天
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機票服務費及燃油附加費、行李保險、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一間房
建議給 1 至 2 美元/次、酒店床頭小費一間房一天建議給 1 至 2 美元)等。
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
航班時間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
本公司恕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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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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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行社處理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 供應商 (即航空公
司、郵輪公司、火車公司)等等因應旅行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金額以供應商之最終
回覆為準，及本社在處理團員退款時容許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2000/人(以上所述是本
公司所收取之手續費, 並不包括以下所述有關交通服務供應商所徵收之有關手續費)；詳情請
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如受塌坊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需支付之超公里費，由各團友分擔。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
回機場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如稅
項減少，將會出發前向客人退回差額)，因此必須按數額支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
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此團可能合併其他團隊出發，去程或回程將沒有領隊隨行；如人數不足 1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
領隊隨行，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例如：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國語/司機
一般只會國語或當地方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英語/機場
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當地方言，客人一經報名代表
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1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
時成本、機票及酒店能否確認)，如果後最只有 2 至 8 人，不安排隨團導遊隨行，由司機安排日常運
作，我們特色是自由團及半自由行方式旅遊，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同意先報團)，不會
再另行通知(不是食水深，是人數少各方面成本增加出發)。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
客人認識(或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
意。
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瞭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
僅供參考!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若單人報名，不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若行程的酒店遇到客房滿或政府徵用，會安排同級酒店內住，不另作通知。
遊覽(基本是中小型車及沒行李箱)狀況絕不能與東南亞線（如泰國、馬來西亞、新加坡…等）相提
並論，因當地對旅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不足請旅客旅遊時，先調適自己，這樣一
來相信您會有美好的旅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
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步分貴賓是遲於30個工作天報名的)。
有效日期： 04-OCT-2018 TO 15-FEB-2019 / MK / 04-OCT-2018 /JOR/12D

(17)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
收退門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如遇『清真寺』休息日或回教節
日， 有關行程將改為門外拍照，客人不得籍故取消。，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
諒解與配合!
(18) 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19) 旅客須確保所持之旅遊證件必須有最少六個月有效期（以回港日期計算），個別國家除外。如非由
本公司代辦簽證，顧客必須自行瞭解清楚所持之旅遊證件及入境簽證；如因與證件有關的任何問題
引致顧客被拒登機或拒絕入境，本公司一概不負上任何責任。
(20) 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21) 若因簽證問題而不能成行，或因特殊情況不能如期出發或改往其他地方，若證件已經由本公司遞往
領事館辦理有關簽證，簽證及手續費用一概不獲退還。
(22) 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臨時取消細則、個人資料私隱政策聲明》
。
亦需要將以上資料轉述給其所有同行之人士。
(23) 優惠團報團時全額付清，本社恕不接受，所繳付之費用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出發日期。
(24) 優惠團如私人事故取消訂位或要求改期、扣除團費之100%。團員如在旅途中突然退出或不參予任何
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棄論，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25) 日出及日落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26)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領隊,導遊,司機)向旅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本公司認
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旅客自願參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不滿或損失，旅客應
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行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不會負責。
(27)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有效日期： 04-OCT-2018 TO 15-FEB-2019 / MK / 04-OCT-2018 /JOR/12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