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得假期  
BC.Travel (Registration #3145) 

路得聖地之旅15天精華遊 
出發日期： 2020年2月18日 

費用US$5450起 
一同見證聖經時代的動人事蹟。以觀光為主；對景點跟聖經的互相對照，行程倍感有趣味性。中
東現代時常成為國際間的焦點，聖經早已預言，在耶穌基督重臨世上之前，人類政治的發展將聚
點在以色列和中東一帶，本公司專業領隊和資深嘉賓隨團帶領大家分享中東奧秘觀看當地旅遊名
勝。 

 

“約旦”： 安曼，捷拉斯古城（十大羅馬古城之一） 
瑪達巴（最早聖地圖的馬賽克遺跡） 
尼坡山（此地因摩西去世而成名又稱為“摩西山”）、死海（世界上地勢最低的湖泊）、佩    
特拉山谷迷城（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月亮谷，入住沙漠營地夜望銀河星空。 

 

“以色列 ”： 27,877 平方公里的國土，但歷史充滿了傳奇，耶路撤冷，三大宗教的聖地，體會為
何科技，學術的頂尖兒人物大都來自以色列。引證耶穌基督的足跡，伯利恆、海
法、耶路撒冷、馬撤達、加利利海、以色列的死海，世界上與約旦和以色列之間的
最低點，享受養份美肌的天然SPA。遊覽台拉維夫這自由奔放的城市等地。 

行程特色： 
住宿國際品牌大酒店，暢遊約旦和以色列歷史名勝。以趣味觀光見證似曾相識的聖經歷史事蹟。
了解以色列的文化對現代世界科技的影響。 

 

中東吃在以色列，葡萄美酒發源地世界馳名，聖彼得魚、鮮甜味美的水果（以色列生果更出口到
歐洲）以色列食的肉類要（潔淨、完整和無瑕）有極高的標準。一嚐正宗中東美食。 

專業領隊，隨團講解，包所有入場費。 



 

 
 

行程內容: 
第一天 2月18日 （星期二） 溫哥華–巴黎–安曼 VANCOUVER - PARIS - AMMAN 
乘搭法國航空客機前往巴黎轉機前往約旦。 

第二天 2月19日 （星期三） 巴黎機場–安曼 PARIS - AMMAN （早餐） 
早上到達巴黎國際機場，送往享用早餐，在機場酒店休息後。下午乘搭法國航空客機，前往約旦首都安曼。
住宿：INTERCONTINENTAL AMMAN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2月20日 （星期四） 安曼–捷拉斯–死海（約旦） 
AMMAN - JERASH - DEAD SEA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曾被埋於泥土下近千年，世界十大羅馬古城之稱之捷拉斯古城，古城內，雲石大路，圓柱大拱門，月
女神殿，羅馬鬥車場等，仍保存完好，有一石柱可感應到風速搖動，但仍屹立不倒。亞歷山大大帝曾征服此城，力
推希臘文化。公元前63年羅馬人也曾征服此地。觀賞後，前往世界著名之死海，這是地球之最低處，水中所含鹽 
份，比一般高出6倍，魚類根本無法生存，而海水有極大浮力，同時海泥和鹽水對皮膚及美容頗具功效，特別安排住
宿死海渡假酒店，有足夠時間，享受「浮游」死海樂趣。可安排作護膚SPA。 
住宿：HILTON DEAD SEA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2月21日 （星期五） 死海-佩特拉 DEAD SEA - PETRA （早餐） 
早餐後，前往有「失落古城」或「玫瑰古城」之稱的佩特拉，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整座城都是由岩石岩洞建成， 
曾為著名電影「奪寶奇兵」取景之地，乃於公元六世紀所建成，及後被羅馬人佔領，更因地質關係，而被風沙所淹
沒，直到十九世紀才再度被發現，團友經由窄峽通道，又名“蛇道”，步入古城探索及參觀，峽谷盡頭的艾爾卡茲
尼神殿，嘆為觀止，並可騎馬出城，別有樂趣。 
住宿：MARRIOTT PETRA 或同級 

 
第五天    2月22日 （星期六） 佩特拉-瓦地侖（月亮谷）  PETRA - WADI RUM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顏色幻化無窮的沙漠月谷，被稱為月亮谷的瓦地侖以東的一片壯闊的沙漠。自古以來都是貝都因遊牧
民族生活的地方。當地也是當年的名著“沙漠梟雄”的拍攝場地。乘四驅車參觀瓦地侖的沙漠碉堡，可見當年貝都
因商隊在垂直岩石壁面上刻有計多圖案以留下符號訊息以互通消息。可體驗這些遊牧民族在適者生存之下。在沙漠
中尋找水源，支搭帳棚，親身體驗沙漠風情。住宿太空營幕一晚，夜觀大自然的銀河星空之美景。 
住宿：MEMORY AISHA CAMP PANORAMIC TENTS 或同級 

第六天 2月23日 （星期日） 瓦地侖-瑪達巴-尼坡山–安曼 
WADI RUM - MADABA - MOUNT NEBO - AMMAN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馬賽克之城—瑪達巴，參觀希臘東正教聖佐治大教堂內之藝術瑰寶，以230萬塊馬賽克小彩磚完成之馬
賽克地圖。繼前往當年摩西去世之地“尼坡山”，觀賞銅蛇掛杆，追憶摩西神蹟及其未能到達迦南美地之夢想，摩
西帶領猶太人離開埃及，過紅海經歷40多年曠野流浪，最後登上尼波山遠望應許之地而歸祖於這山上。參觀後，返
回安曼休息。 
住宿：INTERCONTINENTAL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2月24日 （星期一） 安曼-提庇利亞 AMMAN - SHEIKH HUSSEIN BORDER - TIBERIAS （早、午、晚餐） 
早餐後，驅車過境由約旦進入以色列境內，前往提庇利亞，一個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它曾是宗教聖地，是耶穌成 
長，活動的地方。沿途經過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位於加利利湖東岸，多懸崖斷層，向東可於一小時內直抵敘
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易守難攻。當年1967 年之著名6日戰爭，及1973年之保衛戰都在此地發
生，參觀聖經上耶穌改變相貌的聖山“他泊山”(Mount tabor)現在山上的“登山變相教堂”，在1924年由意大利 
建築大師巴路齊設計，羅馬式建築風格以紀念此異象。繼往提庇利亞，途經拿撒勒(Nazareth) 此小城裹有一教堂名 
叫“報喜堂” (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 是紀念聖經的記載，天使加百列，告訴瑪莉亞因聖靈而懷孕的地方。也
是後來耶穌渡過童年的地方。再經過迦拿的小村莊，這裡有一座教堂名為“結婚教堂”(The Wedding Church)是紀
念耶穌行第一個神蹟的地方。附近有座希臘正教的教堂便以此神蹟命名“以水變酒教堂”。當日耶穌在迦拿參加婚
宴以水變酒的神蹟。 
住宿：LEONARDO PLAZA TIBERIAS HOTEL 或同級 

第八天 2月25日 （星期二） 提庇利亞-迦百農-加利利海-八福山-提庇利亞 
TIBERIAS - CAPERNAUM - SEA OF GALILEE - MOUNT OF BEATITUDES - 
TIBERIAS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迦百農，是古代一個繁盛都市，亦是魚米之鄉，這裡有著建於公元4世紀的猶太會堂。繼住參觀紀念聖
經中耶穌用5 餅2魚餵飽5000多人的聖跡教堂 (Church of the Multiplicaton Loaves and Fishes)。 然後到八福山，此
地是紀念耶穌登山寶訓之地。山丘上的聖方濟修院內有八福堂，呈八角形，代表八德八福， 繼乘船，遊加利利海。 



 

 
 

午餐後前往麥捷道山(Meggido)，參觀當年所羅門王所建立之城堡廢墟與及公元前九世紀之水利工程。
住宿：LEONARDO PLAZA TIBERIAS HOTEL 或同級 

第九天 2月26日 （星期三） 提庇利亞-雅高-海法-凱撒利亞-耶路撒冷 
TIBERIAS - AKKO - HAIFA - CAESARIA - JERUSALEM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地中海旁的城市雅高，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曾在此城市遺留不少古蹟，繼往以色列著名海港城市： 
海法，參觀史提拉瑪利士修道院，是一天主教加爾默羅聖母會的修道院，天花板上的壁畫是12世紀十字軍留下的。
曾為拿破崙的療傷院，後來被毀於土耳其軍隊，現時的修道院1836年時重建。午餐後，再往當年羅馬兵所建成之重
要港口城市凱撒利亞，此地當年由希律王統治，是考古學上之一個重要地方。由古時到羅馬帝國，十字軍東征等遺
下的古跡到處可見。包括華麗宮室，大理石神廟，半圓劇場等。繼往金頂之城：耶路撒冷，是世界上唯一被三大宗
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視為聖城之城市。 
住宿：HERBERT SAMUEL JERUSALEM HOTEL 或同級 

第十天 2月27日 （星期四） 耶路撒冷 JERUSALEM （早、午、晚餐） 
早餐於酒店，全日遊覽首都耶路撒冷古城，首先往橄欖山，參觀升天大教堂 (Church of Ascension) 主泣教堂 (Domi- 
nus Flevit)，在山丘上可飽覽舊城風貌。而往山下的客西馬尼園 (Garden of Gethsemane)，是耶穌被猶大以親吻為暗
號出賣的地方。再前往「苦路」 (Via Dolorosa)，實地重溫當年耶穌受苦難過程之14站路，包括被定罪，鞭打，戴
上荊冠，跌倒等地，最後到達聖墓教堂 (Church of The Holly Sepulchre)為發現基督墳墓和十字架所在地。餐後，繼
遊覽由城牆圍成的舊城，包括舉世聞名的哭牆 (Western Wall)，朝聖信徒川流不息，再前往錫安山 (Mt. Zion)，參觀
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之地 (Last Supper Room) 並到猶太教聖地：大衛王墓 (King David Tomb)，聖母安眠大教
堂 (Dormition Abbey)等。晚餐於酒店。 
住宿: HERBERT SAMUEL JERUSALEM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一天 2月28日 （星期五） 耶路撒冷-死海（以色列）-馬撒達-耶穌撒冷 
JERUSALEM - DEAD SEA - MASADA - JERUSALEM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世界著名之死海，這是地球之最低處，水中所含鹽份極高，內藏豐富礦物和黑泥可活化肌膚，多種死
海美容產品，成為遊客搶購手信。稍後前往最壯觀的考古重點馬撒達，乘搭登山纜車，參觀1963-65年被發掘出來的
遺跡。包括建築獨特希萊皇宮 (Herod’s Palace)，巧奪天工的羅馬浴池，巨大儲水池及古戰場遺蹟。古時1世紀時猶
太人為抵抗羅馬人侵入，一場大戰，960名士兵寧死不屈，全體自殺不作俘擄，馬撒達地方得以成名，為後人敬仰之
地，現成為遊客必到之地。 
住宿：HERBERT SAMUEL JERUSALEM 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二天 2月29日 （星期六） 耶路撒冷-伯利恆-耶路撒冷 JERUSALEM-BETHLEHEM-JERUSALEM（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屬於巴勒斯坦自治區，耶穌誕生的故鄉伯利恆(Bethlehem)，造訪主耶穌的誕生地的紀念教堂“主誕
堂”(Church of Nativity)建於公元540年拜占庭帝國查士丁尼大帝時期乃是第二代建築。第一代是在公元326年由君
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下令建造可惜後來火災被燒毀。主誕堂內分希臘正教、羅馬公教和亞美尼亞教派，一座教
堂分別由不同的教派管理各以各個教派儀式敬拜。走下十字軍階梯，便到主耶穌降生之處。在大理石平面上。鑲着
一顆十四芒星，亦即是伯利恆之星。那處可見當年聖嬰安睡的馬糟的地方。下午返回以色列耶路撒冷新城，自由購
買手信。 
住宿：HERBERT SAMUEL JERUSALEM 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三天 3月1日 （星期日） 耶路撒冷-台拉維夫 JERUSALEM - TEL AVIV （早、午、晚餐） 
早餐後，參觀以色列博物館，參觀死海古卷的展覽，繼往二次大戰紀念猶太人死難博物館(Yad Vashem Holocaust 
Museum)，繼往以色列現代化的國際城市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便在這城市宣佈立國。再往雅法港口(Jaffa)名稱
取自“挪亞方舟”中三兒子之名意為“美麗城市”。 
住宿：RENAISSANCE TEL AVIV HOTEL 或同級 

 

第十四天 3月2日 （星期一） 台拉維夫-經巴黎返回溫哥華 TEL AVIV - HOME VIA PARIS （早、午餐） 
早餐後，自由活動，午餐於市內餐館。下午購物和市內觀光遊覽卡梅爾市場(Carmel Market)等地。晚餐後送往機
場。 

第十五天 3月3日 （星期二） 巴黎 -溫哥華 PARIS - VANCOUVER 
乘搭法航客機經巴黎返溫哥華，同日早上11:25am到達溫哥華。 

旅程至此圓滿結束，祝各位旅途愉快。 



報名辦法：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美金US$2500元及護照副本， 
餘款於1月10日前繳請，或按航空公司情況提早
繳付（如用信用咭付款加收5%手續費），逾期
未繳清費用，本公司將訂金及坐位作廢，訂金
恕不發退。  

費用不包括： 
l 機票稅項及燃油附加費約CA$760元（價格隨

航空公司情況變動）。 
l 如須前往香港或其他城市，附加費用請與本公

司查詢。 
l 建議小費：領隊/司機/導遊全程合計每人美

金US$200元（於出發前繳付）。 
l 單人房加收每位 美金 US$2350。 
l 個人意外及醫療保險（各團友必須購買）。 

 
費用包括： 
l 隨團領隊（15人以上），由當地導遊陪同解

說。 
l 法國航空來回經濟客位。 
l 行程表內住宿酒店或同級以二人一房為標準。 
l 行程表內所列出的觀光項目，交通及所需的入

場費。 
l 行李，每人以寄倉行李(23KGS)及手提各一

件。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l 參加人士若因事取消訂位，請以書面或

電郵通知： 
- 出發前75-60天  扣除總團費之50% 
- 出發前59-46天  扣除總團費之60% 
- 出發前45天內 扣除全部費用 
- 出發後於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者， 

所繳交費用恕不退回。 
l 本公司有權在旅行團出發前取消任何行程或出

發日期，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悉數退回客人
所繳交之費用（簽證費及航空公司手續費除 
外），本公司不需負責，因取消任何行程或出
發日期之任何責任。 

證件及簽證： 
l 團友必須攜帶有效旅遊證件（回程前最少六個月

有效及有三頁以上空頁），本公司可代安排
辦理簽證手續。 

l 如因簽證或護照問題或過海關手續等不能入
境，本公司毋須負任何責任。 

旅遊保險： 
建議團友必須購買個人平安保險，旅遊醫療保險及
行李保險，以保障個人利益。 
此類保險可向本公司購買。 

責任問題： 
路得假期所提供的旅行團內採用的交通、觀光、
酒店、膳食等安排，均是代客服務性質。所有航
空公司、酒店及其他提供旅遊服務的機構均是獨
立經營，而並非本公司的僱員，附屬公司或代理
公司，路得假期所提供的旅遊服務均按照各機構
所自訂下之條例為解決根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在旅遊期間，路得假期 LTA HOLIDAYS (CAN- 
ADA) LTD. 對於閣下之任何意外損失，特此聲名
概不負責。為保障閣下自身利益及意外損失， 請
在交付訂金時，購買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以保障自
己。 

 

路得假期有權接納或拒絕任何人士參加旅行團及要
求團員馬上離團。對於意外傷亡，財物損失、簽證
或護照申請受阻延而未能入境；或鑒於個人因素而
被拒上機或入住酒店等情形，概與本公司無涉。
如因天氣惡劣，火災，罷工，戰爭，暴亂，機器故
障，瘟疫，海關受阻等及其他特殊情況，路得假期
有權取消或更改行程及酒店。團員不得因故反對或
退出。因故延長或縮短行程而省下之費用將退回團
友，如超出費用則由團員自行承擔。交付訂金即表
示清楚及同意以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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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旅行社 BC LIC. 3145 

LTA HOLIDAYS (CANAD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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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 11590 CAMBIE ROAD, CAMBIE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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