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旦行程特色： 

1 基本認識：面積只有 9 萬多平方公里(包括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約

為台灣的 2.5 倍大)的約旦，雖然先天條件不良(無石油輸出致富)，但由於領

導者的遠見，這裡被公認為中東地區最具發展競爭潛力的國家之一(輸出專

業人才賺取外匯);這裡不是只有沙漠和駱駝，相反的，自希臘羅馬時期經十

字軍東征到阿拉伯的勞倫斯，從北方的哲拉希、西端的死海、南部的佩特

拉，無一不是由各時期文化的傳承精釀或是自然力日積月累的精雕細琢而

留下的珍貴遺產。我們不因約旦的超高旅遊費用而縮短停留天數與參觀時間以節省成本，只因我們深

信〝這一切絕對值得〞。 

2 完整造訪世界遺產所在地： 

【死海】躺在世界含鹽量第一，低於海平面 414 公尺的死海上看報紙。 

【佩特拉】想像「法櫃奇兵」中的印第安那．瓊斯，策馬進入「傳說中的玫瑰紅城」，看看嘆為觀止

的玫瑰色宮殿、寶庫、劇場及皇帝陵墓。 

3.每人每天一瓶飲用礦泉水。 

杜拜行程特色： 

1.特別安排七星級帆船飯店 BURJ AL ARAB，奢華極緻，掉入夢幻的 1 千零 1 夜，捨不得  

醒來。  

2.行程包含最時髦、最獨特的城市一杜拜。  

3.特別安排前往參觀杜拜博物館，讓人深入了解至古從今的歷史 !!愛上杜拜。  

4.行程包含搭乘阿拉伯傳統 ABRAS WATER TAXI 

5.特別安排黃金市集.香料市集.香水市集。體驗在中東市集殺價購物的樂趣。 

6.前往 Emirate Shopping Mall，盡享中東國家免稅精品購物樂趣。 

 

 

 



 

 

A.阿酋航空 

搭乘日 啟程地/目的地 參考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 01 天 
 

  台北 / 杜拜 阿酋航空 
EK367 

23:45 04:15+1 

第 02 天 
 

杜拜 / 安曼  阿酋航空 
EK862 

08:30 09:30 

第 06 天 
 

安曼 / 杜拜 阿酋航空 
EK863 

11:15 16:00 

第 10 天 
 

杜拜 / 台北 阿酋航空 
EK366 

04:05 16:40 

★含門票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未標示代表行車經過 

第 01 天  台北 TAIPEI杜拜 安曼(約旦)AMMAN 

今日午後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杜拜飛往中東大城、也是約旦首都－安曼，展開約旦、死

海、玫瑰紅城與沙漠風情之旅。當飛機越過中南半島(東亞)與印度半島(南亞)，即表示將來到位於阿

拉伯半島(西亞)上，連結地中海、紅海、波斯灣〝三海〞與土耳其至埃及、葉門等國貿易路線的阿拉

伯酋長國家—約旦王國。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好好的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前的餐食，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會有活力喔。 

3.出發前盡量到公司參加行前說明會，專業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此次旅遊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第 02 天 安曼 AMMAN傑拉希死海  

早餐後專車後參觀羅馬時期留下的宏偉遺跡一★傑拉希，此為約旦境內保存最好又最美麗的古城，

有〝東方龐貝〞的美譽，先因商路的改道後因十字軍東征的破壞而逐漸消失於沙漠中；只見當年為哈

德良大帝所建立的三圓拱大門聳立於遺址前，之後的橢圓形列柱廣場、列柱大街、神殿、教堂等古蹟，

皆令我們對於當時的繁榮富足而嘆為觀止。接著前往參觀★阿吉隆城堡，代表 12 世紀阿拉伯世界的

軍事建築傑出典範，也是伊斯蘭英雄薩拉丁成功將十字軍逐出約旦的根據地。 

午餐後專車前往 Citadel Hill 城堡，是安曼保存得最完美、最扣人心弦的古蹟，圓頂小隔間的塔座

落在以繁復刻花石頭圍繞的庭園，第七世紀的建築物曾經支撐過一個巨石半球形建築、並曾被用為清

真寺、演奏廳、以及住所。爾後前往著名的死海並夜宿死海邊的高級飯店。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阿拉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餐  

JORDAN VALLEY MARRIOTT RESORT & SPA(5星級)或同等級 

  第 03 天 死海佩特拉城 PETRA 

今早盡情享受這死海風光，您可一耀而下感受死海的濃度及浮力絕對讓您畢生；我們攜份讀物浮游

於死海之上(記得攜帶泳裝)，仰望藍天白雲，原來天地之間如此遼闊！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qmdjv-jordan-valley-marriott-resort-and-spa/


之後專車前往約旦最重要的旅遊景點—玫瑰紅城佩特拉。併入住於此地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阿拉伯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西式餐    

：MARRIOTT PETRA(5星級)或同等級 

 

第 04 天  佩特拉城 PETRA(NATIONAL GEOGRAPHY TRAVELERS 雜誌評選世界十

大奇景) 

早餐後前往觀光★佩特拉(Petra)：這是約旦的一座古城，通常被認為是納巴特王國的首都。National 

Geography Travelers 雜誌評選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同時也是著名電影法櫃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的拍攝地。『佩特拉』一詞源于希臘文『岩石』（petrus），很可能是《舊約全書》

中稱的『塞拉』（意義也是岩石），即摩西出埃及後『點石出水』的地方，但也有學者認為《舊約》中

的塞拉只是指石頭，而不是一個城市的名字。徒步拜訪納巴特(Nabatians)古城，由遊客中心開始★

騎馬至門口後，下馬前往寶藏殿.羅馬劇場.法院.羅馬列柱.修道院…等參觀。我們緩步通過砂岩峽谷中

的彎曲蛇道，抬頭舉目百公尺高的峭壁間，但見白雲於縫隙之間悄然飄過，而兩旁由大自然鬼斧神工

般切開岩壁間紋路所形成的岩畫，在在讓你嘆為觀止；半掩於峽谷盡頭的艾爾卡茲尼神殿，是在二千

多年前建造的玫瑰色美麗宮殿，雕刻在巨大的玫瑰色岩壁中；其他如古圓形劇場、各種風格與規模的

皇帝陵墓、神殿及教堂等，均完全屬於當地獨有的玫瑰色澤，故有「玫瑰紅色石頭城」之稱，遍布著

神秘難解的感覺卻又令人意猶未盡。 

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阿拉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餐 

 ：MARRIOTT PETRA(五星級)或同等級 

第 05 天 佩特拉城 PETRA尼泊山馬達巴安曼 AMMAN 

今日返回首都安曼爾後專車前往尼泊山，相傳摩西埋骨於此，首先拜訪尼泊山的▲摩西紀念碑，

有一座羅馬時代的聚會堂，地面上保存有大片的馬賽克古地圖，山上並可清晰地眺望約旦河流入死海

及對面的以色列，之後前往保存世界最古老馬賽克所拼製的地圖而聞名之古城一馬達巴。今日安排入

住安曼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西式風味套餐 

：Marriott Hotel Amman(四星級)或同等級 

第 06 天   安曼 AMMAN杜拜 

今日前往安曼機場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轉往目的地一杜拜。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二大

城，同時也是充滿獨特文化氛圍的現代大都市，在這裡可以感受到東.西方文化交匯.新舊習俗共存.古

老傳統與現代文明構成鮮明對比，和煦的陽光.浪漫的海灘.一望無際的沙漠與神秘曼妙的阿拉伯風

情，構成一幅幅動人美景。參觀▲杜拜滑雪場，這個世界上氣候炎熱的地區在 2003 年又開始了一項

打破世界紀錄的計劃-斥資 2.72 億美元，推出全球室內最大的滑雪場，希望在一年四季皆熱的國度，

靠「雪」來增強其觀光的吸引力。這個可供 1，500 人同時滑雪的場地，距離杜拜的海灘約 5 分鐘之

遙。面積 2.25 萬平方米，相當於 3 個足球場，滑坡總長度為 400 米，計劃用 600 噸白雪鋪設半米厚

的雪地，室內氣溫為攝氏零下 1 度，夜晚降到攝氏零下 9 度，工人也將在夜晚用新造的 30 噸白雪重

鋪滑坡。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ASIANA HOTEL 或同級 

http://www.amman.crowneplaza.com/
http://www.amman.crowneplaza.com/
javascript:;
javascript:;


第 07 天杜拜四輪傳動沙漠之旅 

    今日前往邊境的沙漠，安排刺激無比的活動衝沙。我們將在專業四輪驅動吉普車隊的帶領下，進

入我們的沙漠發現之旅；專業四輪驅動吉普車隊將帶領我們體驗在金黃色的沙丘上下馳騁的極大樂趣

和刺激。到了營地，有準備好了的阿拉伯燒烤晚宴：各式新鮮沙拉、燒烤、中東燜煮蔬菜、甜品、飲

料….等。一邊用餐一邊欣賞獨特的阿拉伯音樂、旋轉舞表演、與肚皮舞娘共舞、或著阿拉伯民族服飾

拍照、體驗水菸…等等。（患有高血壓、心臟病、體弱暈車的遊客請視本身情況斟酌參加）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中東燒烤風味餐 

：ASIANA HOTEL 或同級 

第 08 天杜拜七星帆船酒店(贈送 Wild Wadi 水上樂園) 

今天前往杜拜六國商城 SHOPPING MALL。杜拜以購物天堂馳名，不止品牌多.種類齊全。裝潢也

十分講究。六國商城尤其如此。此商城由伊斯蘭世界最偉大的探險家-IBN BATTUTA 起名。將他曾經

所探險過的國家分建成六座不同風格的館區。包括中國館.印度館.波斯館.埃及館.突尼西亞館及現今西

班牙的安達魯西亞館。每個館都有不同的品牌，好好的在這裡敗家一下吧!! 

午餐後前往帆船飯店辦理入住手續，入住後將不安排其他行程，讓您有最充裕的時間來體驗號稱全

世界最奢華的飯店各項設施或於房內欣賞 7 星級海天一色的宜人海景，依隨各人喜好過完自在一天之

後，入住後展開華麗的冒險，可自行前往中東最先進的水上樂園(Wild Wadi)，享受愉快.刺激又清涼

的超級水上設施，仙巴歷險記水上樂團佔地四萬八千六百平方公尺的園區，為世界最先進的水上主題

公園，以仙巴歷險記為主題，共有十條滑水道.最長約 190 公尺或可選擇悠哉的漂浮亦可戲水於高約

1.5 公尺的人工海浪。晚餐安排於七星飯店內享用頂級自助晚餐，餐後您可前往海濱散步。今晚在波

斯灣，體驗”最美的人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七星帆船飯店自助晚餐 

：BURJ AL ARAB HOTEL(七星帆船飯店) 

飯店介紹：開業於 1999 年 12 月，它建在離海岸線 280 米

處的人工島 Jumeirah Beach Resort 上。杜拜揉合了最新的

建築及工程科技，迷人的景致及造型，使它看上去仿佛和天

空融爲一體，BURJ AL ARAB 的工程花了 5 年的時間，2 年

半時間在阿拉伯海填出人造島，2 年半時間用在建築本身，使

用了 9000 噸鋼鐵，並把 250 根基建樁柱打在 40 米深海下，

飯店由英國設計師 W·S·Atkins 設計，外觀如同一張鼓滿了風

的帆，一共有 56 層 .321 米高，是全球最高的飯店，比法國艾菲爾鐵塔還高上一截。除了獨

特的外觀，BURJ AL ARAB：內部更是極盡奢華之能事 .觸目皆金 .連門把 .廁所的水管，甚至

是一張便條紙都“爬”滿黃金 .雖然是鍍金，但要所有細節都優雅不俗地以金裝飾，則是對

設計師的品位與功力的考驗。  

第 09 天  杜拜杜拜博物館黃金市集香料市集香水市集哈里發塔杜拜 

今日前往參觀有 150 多年歷史，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成的★杜拜博物館，館內可看到從古至今的歷

史遺蹟，從而對杜拜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行程中特別安排搭乘★【水上計程車】(Abras)，藉著海上之旅，更深認識與欣賞這絢爛多變的城

市。●黃金市集：在此有上百家店立於兩側.金光閃閃.款式眾多，讓人眼花撩亂。●香料市集：中東



地區的人向來擅用香料，除了食物料理外，也活用在裝飾.薰香或水煙草上。●香水市集：這裡除了

有各大知名品牌香水外，如：Oud 香木.香水瓶.薰香料和器具等各式與『香』有關的商品，通通有唷!!

在這裡除了可以感受當地風情外也是幫好朋友帶伴手禮的好去處唷!!爾後特別前往舉世聞名的★哈里

發塔。高度為 828 米(2,717 英尺)，樓層總數 169 層樓，原稱為杜拜塔，是位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

杜拜境內的摩天大樓，於 2004 年 9 月 21 日動工，總建築師是芝加哥建築事務所史基摩爾-歐文斯-

梅瑞爾(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SOM)的亞德里恩·史密斯(Adrian Smith)。是目前世界第一

高樓與建築，從 2007 年初開始已有玻璃帷幕安裝，而金屬外牆也於 2007 年 6 月開始施裝，2010

年 1 月 4 日造價 15 億美元的哈里發塔建造完工並正式啟用。 

爾後前往杜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共有 4 層樓。聚集了全球 2 大百貨一拉法葉百貨及

BLOOMINGDALE’S 和 1200 多家不同等級的品牌商店。更引起話題的是一座號稱全球最大的室內

水族館。來此朝拜已經成了現在拜訪杜拜一定要做的事唷!!晚餐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可愛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 亞曼尼飯店自助餐 

第 10 天 杜拜台北 

班機將於凌晨起飛返回國門，結束此次難忘的杜拜+約旦 10 日，敬祝旅途愉快萬事如意。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以上行程供參考.本公司保有依飯店及交通調整行程及飯店入住先後順序之權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81%AF%E5%90%88%E5%A4%A7%E5%85%AC%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6%8B%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5%A4%A9%E5%A4%A7%E6%A8%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E5%B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9D%E5%8A%A0%E5%93%A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2%E5%9F%BA%E6%91%A9%E7%88%BE-%E6%AD%90%E6%96%87%E6%96%AF-%E6%A2%85%E7%91%9E%E7%88%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2%E5%9F%BA%E6%91%A9%E7%88%BE-%E6%AD%90%E6%96%87%E6%96%AF-%E6%A2%85%E7%91%9E%E7%88%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kidmore,_Owings_and_Merrill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5%BE%B7%E9%87%8C%E6%81%A9%C2%B7%E5%8F%B2%E5%AF%86%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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