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旦世界新七大奇景  杜拜奇蹟 10 天 

月之谷│玫瑰城│死海漂浮│哈裡發塔│棕櫚島 

 

參考航班                       阿聯酋航空(EK) 出發日: CNY 1/18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一 天 阿聯酋航空 EK 367 臺北 / 杜拜 23 : 45 05 : 40+1 9 時 55 分 

第 五 天 阿聯酋航空 EK 901 杜拜 / 安曼 08 :00 09 :40 3 時 40 分 

第 九 天 阿聯酋航空 EK 901 安曼 / 杜拜 17 : 10 22 : 00 2 時 50 分 

第 十 天 阿聯酋航空 EK 366 杜拜 / 臺北 03 : 40 15 : 35 7 時 55 分 

 

●行程特色 

一、玩在約旦 

1. 『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瓦地倫 Wadi Rum』 

瓦地倫其名阿拉伯語意為「紅色山谷」，因其紅色砂地在日落時顯示出如紅酒般顏色而得名。史

詩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和『變形金剛 2』及異形前傳『普羅米修斯』外景拍攝地。『The Valley 

of the Moon』，這兒的沙除了從內地吹入的沙，還有從紅色頁岩山脈風化之後的沙。此地景色

有如月球表面的古老峽谷，處處呈現沙漠的豪放不羈。風化的石崖形成著名的智慧七柱與沙漠

映著紅色餘輝，人歎為觀止。在這不只可看的到納巴泰人在這所留下的岩畫和廟宇，也可拜訪

沙漠中貝都因人的帳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9%85%92


 

★四輪驅動車 Safari 深入熱情的沙漠。 

 

 

2. 死海漂漂樂 Dead Sea<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地方> 

死海長 60 公里，寬 17 公里，位於海拔

400 公尺以下，是世界陸地的最低點。死

海被兩個國家所包圍，兩個國家都倚靠死

海發展觀光，但因以、約兩國蓋水壩建工

廠與管道，阻斷了約旦水注入死海，又因

天候因素使得死海逐漸變小，每年平均下

降約 90 公分的深度，大約再 20 年之後，

死海就會消失殆盡，建議大家要來一探世

界驚人奇蹟的，趕快來個大暴走吧！死海

因為每天一直蒸發，但是源頭約旦河的水源卻被阻斷了。因為海水蒸發的量多於注入的淡水，

使得海水含鹽量高達 35%，是一般海水的七倍，生物根本無法生存；但也因浮力強，泳客可安

穩地浮在水面上，體驗前所未有的漂浮快感，不懂游泳者也不會下沉。 

 

3. 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玫瑰城~佩特拉 

佩特拉一詞源於希臘文「岩石」，阿拉伯傳統認為摩西出埃及後「點石出水」的地方，就是佩特

拉。死海古卷中，佩特拉就是被稱為「Rekem」。John Burgon 曾說:『a rose-red city half as 

old as time』，這玫瑰色的城市有人類文明一半的歷史。佩特拉因其赤褐色砂岩高山的色彩聞

名。這裡的岩石呈褐色、紅色、淡藍、橘紅、黃色、紫色和綠色等。各種不同顏色岩石的扭曲

岩層形成了岩石表面的螺旋形和波浪形的顏色曲線。西元前 3 世紀，居住納巴泰人看上了佩特

拉易守難攻的地形特性，就順著此區域的岩壁雕刻開鑿了佩特拉城，整個古城幾乎全在岩石上

雕刻而成，周圍懸崖絕壁環繞，景象非常壯觀。古城入口有著 1.5 公里蜿蜒的峽穀「蛇道(The 

SIQ）」，這純天然的蜿蜒峽穀蛇道，直通粉紅色的城市，尾端盡是鑿在陡石上宏偉的卡茲尼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90%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98%E7%BA%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F%E8%89%B2


 

殿（Al Khazneh），神殿名字在阿拉伯語中是「法老的寶藏」之意，傳當年法老在殿堂頂上的

寶瓶收藏了寶物。它由巨大的玫瑰色岩石雕成，景色之壯觀讓全世界的人瞠目結舌。這裡也是

西元 2007 年被選為、也是中東的首席觀光聖地玫瑰粉紅城－佩特拉。 

 

二、玩在杜拜 

1.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它是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大廳裡一片光亮潔淨，純白的大理石牆和地板，攀滿

彩磁作成的藤蔓雕花，柔和而細緻，透光的玻璃窗扇和門扉，雕琢著伊斯蘭風情的花樣紋飾；此外，

還有質地柔軟綿密、色彩繽紛如花草，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據說是由伊朗東部的千名

婦女花了兩年時間編織而成。(如遇週五改為當日傍晚或隔日參觀)。 

 
 

2. 棕櫚島 Palm Island 

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市海面的棕櫚群島堪稱是人類工程史上的奇觀；也是阿聯酋人自豪地稱

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我們特別安排搭乘朱美拉棕櫚島★輕軌電車 Monorail，是杜拜前往棕櫚島



 

亞特蘭提斯飯店的電車，耗資 1100 萬美元重金打造而成，也是中東地區第一條單軌電車，有人說

他是杜拜捷運的前身，您可真正領略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櫚島，深入瞭解這項突破人類工程史

的偉大計劃。 

 

4. 哈裡發塔 Burj Khalifa 

哈裡發塔塔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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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目前世界第一高樓與建築。 

 

5. 奇蹟花園 Dubai Miracle Garden 

杜拜最大的戶外休閒度假勝地，也被稱為世界上最美的花園。迪拜奇跡花園的建造耗費了 4500

萬株鮮花，是現在世界最大的花園。 

 

 

 



 

【★表含門票或入內參觀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DAY 1.                                                                              
       

臺北 / 杜拜                                                                                         

今日整裝行李並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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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2.                                                                              
 

杜拜 > 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  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 阿布達比總統府 > 棕櫚島 > 杜拜           

今早驅車前往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 7 個酋長國中，阿布達比是最大的一個，面積占國

土面積的 80%，其中包括大約 200 個島嶼。阿布達比市就坐落在其中一個島嶼上，擁有一切作爲

一個首都的魅力和激情，儘管阿布達比大部分是沙漠，但阿布達比市是一個綠意濃濃的天堂，寬

闊的街道、美麗的公園和視力所及的遠方儘是綠樹。您可看到全球最高的貿易商展中心－高達 48

層樓的世界貿易中心，及以建築風格奇特聞名的◎電信大廈，和◎文化廣場上，以大砲、老城堡、

阿拉伯壺、香水、香爐及菜罩為造型，是阿布達比的著名地標。抵達後參觀曾締造多項世界記錄

的★阿布達比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它是阿拉伯最大、全世界最美之一的清真寺，大

廳裡一片光亮潔淨，純白的大理石牆和地板，攀滿彩磁作成的藤蔓雕花，柔和而細緻，透光的玻

璃窗扇和門扉，雕琢著伊斯蘭風情的花樣紋飾；此外，還有質地柔軟綿密、色彩繽紛如花草，目

前全世界最大的手織波斯地毯，據說是由伊朗東部的千名婦女花了兩年時間編織而成。(如遇週五

改為當日傍晚或隔日參觀)。之後來到★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Heritage Village，是可以讓你體驗或

瞭解阿布達比在尚未發現石油前的居民傳統生活面貌。內部展示生動活潑，讓人倍感趣味，像個

活的博物館，值得參觀。一座座貝都因型式的帳篷、棕櫚葉和泥屋蓋成的屋子，以及早期清真寺

建築，皆是仿過去遊牧和漁業時期聚落打造而成；柵欄內飼養著駱駝和馬、動物園裡養著羊和牛，

這些都是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或畜產經濟來源；仿古老市集而建的露天市場，則賣著各種手工藝

品。爾後前往參觀★阿布達比總統府，占地 150 公頃，共耗時 63 個月建成。總統府的建築風格與

謝赫紮耶德大清真寺有許多相似之處，採用了在 16~18 世紀非常盛行的莫臥兒王朝建築風格，尖

拱門、大圓穹頂等等，都是伊斯蘭教建築的簡樸和印度教建築的繁華的巧妙融合。 

■【貼心提醒】參觀清真寺服裝 

(1).男士：請著長褲、有袖襯衫 

(2).女士：請自行著長褲或長裙，頭髮需用頭巾包住，不得穿緊身服。 

【入內參觀】阿布達比大清真寺、阿聯酋傳統民俗村。 

【含入場券】阿布達比總統府。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杜拜 140KM : 2h 阿布達比 140KM : 2h 杜拜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附水果與茶水)  

晚餐 阿拉伯風味餐 

住宿 四星 Zabeel House Greens / Hilton Garden Inn / Aloft City Centre Deira / Novotel 



 

Deira City Centre / Royal Continental 或同級。 

 

DAY 3.     

杜拜 > 杜拜博物館 > 黃金香料市集 > 哈裡發塔Burj Khalif > 杜拜購物中心                            

今早我們安排參觀有150多年歷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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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你會看見古時的杜拜人採珍珠、捕魚、做陶器，男孩在伊斯蘭學校上

課，男人圍起來抽水煙，全部由假人，或是投影機釋出來那幽靈似的古代人擔綱演出。之後讓我

們體驗被當地稱為★阿巴拉的水上木船(Water Taxi)擺渡至對岸。你可從海上遠距離欣賞杜拜市

區，藉著海上之旅，更深認識與欣賞這絢爛多變的城市。續往▲黃金香料市集狹窄的街道中充滿

了中東獨特的街頭風情…丁香、肉桂、薰香、乾果的味道；琳琅滿目的金飾櫥窗，款式多得眼花繚

亂。在這裡，黃金可是秤斤秤兩的賣唷。下午安排欣賞目前被稱為世界第一▲杜拜音樂噴泉，這

座壯觀的噴泉，比拉斯維加斯美麗湖（Bellagio）酒店音樂噴泉還要大四分之一，噴泉的長度相當

於兩個足球場。此外，噴泉還裝有六千多盞彩燈以及音響設備，噴泉將隨著美妙的音樂變幻出一

千種造型。續登上世界第一高★哈裡發塔Burj Khalifa，哈裡發塔Burj Khalifa，塔高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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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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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億美元的哈裡發塔建造完工並正式啟用位於旁邊的★杜拜購物中心Dubai Mall，堪稱是

中東規模最大，風格迥異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每家導覽地圖上都標示有上百間珠寶飾品店、化妝

品店、時裝店、古董店和藝術品店。產品獨特，琳琅滿目，值得遊客用淘寶的心情去慢慢搜尋。 

【下車參觀】黃金香料市集、杜拜音樂噴泉。 

【入內參觀】杜拜博物館、杜拜購物中心。 

【特別安排】阿巴拉的水上木船、哈裡發塔。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泰式風味餐    晚餐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 四星 Zabeel House Greens / Hilton Garden Inn / Aloft City Centre Deira / Novotel 

Deira City Centre / Royal Continental 或同級。 

 

DAY 4.   

杜拜 > 沙迦 > 棕櫚島 > 朱美拉海灘 > 杜拜奇蹟花園 > 杜拜                                   

今早前往純白色的酋長國－沙迦，在這裡，既現代化又傳統，既時尚又古樸，整座城市彷彿是妙

趣無窮的萬花筒，瀰漫奇異、鮮明又別具特色的氛圍，展現獨有魅力。在▲可蘭經紀念碑文化廣

場的街心花園中，聳立著巨大的一個翻開著的一本書的雕塑，那便是可蘭經紀念碑。是為了紀念 7

個酋長國，當年建國時簽署聯合協議而建造的一個紀念建築物。在它後方左邊是▲皇家禮拜清真

寺，右邊是▲文化部。接續來到伊斯蘭建築代表作▲法素爾清真寺，雪白的牆面及聳直的尖塔，



 

加上廣闊的佔地面積，讓整棟建築物呈現華麗又不失莊嚴的氛圍，每逢週五，這裡便是回民集體

禮拜的神聖場合。▲藍色市集是座傳統阿拉伯式建築，建築本身就很有看頭，除了漂亮的風塔、

紋繪和彩瓷，以藍為主色調的長形圓拱，不過因為整體造型又猶如火車頭，也有人稱「火車頭市

集」；有數百家黃金、骨董、波斯地毯、沙龍、絲巾、圍巾和手工藝品，種類豐富選擇多，別忘了

來「沙迦」就是要「殺價」，儘管這裡東西的價格已經比杜拜便宜，但仍可以講價。爾後來到漂浮

在波斯灣上的棕櫚島，它是凝聚著人類智慧與辛勞的人造島嶼。位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市海

面的棕櫚群島堪稱是人類工程史上的奇觀；也是阿聯酋人自豪地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我們特

別安排搭乘朱美拉棕櫚島★輕軌電車 Monorail，是杜拜前往棕櫚島亞特蘭提斯飯店的電車，耗資

1100 萬美元重金打造而成，也是中東地區第一條單軌電車，有人說他是杜拜捷運的前身，您可真

正領略世界第八大奇景～人造棕櫚島，深入瞭解這項突破人類工程史的偉大計劃。全方位觀賞有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島、世界第八大奇景之稱的 The Palm 棕櫚島。爾後來到▲朱美拉海灘，是拍攝

帆船飯店最佳的攝影位置。接著來到★杜拜奇蹟花園（Dubai Miracle Garden） 這座鮮為人知的

花園於情人節盛大開園。園內有 450 萬餘株各式花朵，點綴於草地與長廊。園內一座一千米不滿

繁花的長廊有望創造金氏世界紀錄。 

【下車參觀】可蘭經紀念碑、法素爾清真寺、藍色市集、朱美拉海灘。 

【含入場券】杜拜奇蹟花園。 

【特別安排】棕櫚島輕軌電車。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杜拜 35KM : 45min 沙迦 35KM : 45min 杜拜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伊拉克烤魚餐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附

水果與茶水)  

住宿 四星 Zabeel House Greens / Hilton Garden Inn / Aloft City Centre Deira / Novotel 

Deira City Centre / Royal Continental 或同級。 

                                                              

DAY 5. 

杜拜 / 安曼Amman (約旦) > 傑拉什Jerash > 安曼                                          
 

今早飛往約旦首都-安曼，抵達後前往★傑拉什，是約旦境內保存得最完好的古羅馬城市之一。這

座有著“中東龐貝”美譽的古城裡，有保存完好的哈德良凱旋門『The Arch of Hadrian』、宙斯神

廟、氣勢恢弘的月神阿特米斯神廟、水神殿 Nymphs 及古羅馬劇場，世界歌王帕瓦洛蒂和卡雷拉

斯，都曾經在這個古城的千年歷史舞臺上獻唱。古城的心臟地帶橢圓形廣場，是古羅馬時期的集會

與節慶通通在此地舉行、壯觀的科林斯式列柱大街..等，漫步其間我們彷彿回到了古羅馬歲月裡。

爾後返回安曼，來到已有九千年歷史的安曼古城，它是阿蒙人(古閃比特人一支)建立了拉巴斯阿蒙

王國，首都建在了現在的★城堡山，並稱其為“阿蒙”，安曼也便由此逐漸演變而成。它世界上最

古老的城市之一，並且一直到現在有人居住的城市；也是一個充滿對比風貌的迷人城市—新舊融

合的獨特景象，渾然天成的坐落於沙漠與肥沃的約旦河谷間。走入城裡處處可見屬於古老的過去的

痕跡，城堡區內仍完整保留大力士神殿的遺跡以及阿拉伯帝國的伍麥葉王朝時代改建的王宮遺跡。 

【入內參觀】傑拉什遺址、城堡山。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安曼 50KM：50min 傑拉什 50KM：50min 安曼 

早餐 機上 午餐 當地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四星 Cham Palace Hotel / Olive Tree Hotel / Amman International 或同級。 

 

DAY 6. 

安曼 > 瓦地倫(月亮谷)                                                                                

今日驅車前往瓦地倫，瓦地倫其名阿拉伯語意為「紅色山谷」，因其紅色砂地在日落時顯示出如紅

酒般顏色而得名。史詩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和『變形金剛 2』及異形前傳『普羅米修斯』外景

拍攝地★瓦地倫「月亮谷」。『瓦地倫 Wadi Rum』又稱為『The Valley of the Moon』，這沙漠的

沙除了從內地吹入的沙，還有從紅色頁岩山脈風化之後的沙。此地景色有如月球表面的古老峽谷，

處處呈現沙漠的豪放不羈。我們特別安排搭乘四輪傳動車深入沙漠地帶，風化的石崖形成著名的智

慧七柱與沙漠映著紅色餘輝，令人歎為觀止，途中拜訪沙漠中貝都因人的帳棚。當我們進入了神祕

的月亮穀沙漠區，即將一場非常特別且傳奇的沙漠探險行程隨即展開：廣袤無際的沙漠，起起伏伏

的沙丘綿延到天際。 

【下車參觀】智慧七柱。 

【特別安排】四輪傳動車深入瓦地倫沙漠地帶。(搭乘阿拉伯式四輪傳動車服務小費建議每人美金 

            5 塊)。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安曼 324KM : 4h30min 瓦地倫。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月亮谷沙漠營地午宴       晚餐 月亮谷沙漠營地晚宴 

住宿 星空屋 Sun City Camp / Mazayen Rum Camp / Hasan Zawaideh Camp / Star and 

Moon 或同級。 

 

DAY 7. 

瓦地倫 > 佩特拉                                                                      

今日專車前往佩特拉，佩特拉一詞源於希臘文「岩石」，阿拉伯傳統認為摩西出埃及後「點石出水」

的地方，就是佩特拉。死海古卷中，佩特拉就是被稱為「Rekem」。John Burgon 曾說:『a rose-red 

city half as old as time』，這玫瑰色的城市有人類文明一半的歷史。電影印第安納瓊斯與變形金剛

2 的神秘紅色古城場景地。西元前 3 世紀，居住納巴泰人看上了佩特拉這地區易守難攻的特性，就

順著此區域的岩壁雕刻開鑿了佩特拉城。抵達後帶您前往參觀▲摩西泉，就是摩西當年用杖擊打磐

石使水流出來的地方。『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地方』，西元 2007 年被選為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也

是中東的首席觀光聖地玫瑰粉紅城－佩特拉。這座城裡面包含了神廟、宮殿、排水管道、修道院、

一個羅馬競技場及墓室。今日我們特別安排★佩特拉古城參觀，徒步穿越 1.5 公里蜿蜒的峽穀「蛇

道(The SIQ）」，這純天然的蜿蜒峽谷蛇道，直通粉紅色的城市，尾端盡是鑿在陡石上宏偉的卡茲尼

神殿（Al Khazneh），神殿名字在阿拉伯語中是「法老的寶藏」之意，相傳當年法老在殿堂頂上的

寶瓶收藏了寶物。它由巨大的玫瑰色岩石雕成，景色之壯觀讓全世界的人瞠目結舌。接續來到古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9%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9%85%92


 

馬露天大劇場、皇家陵寢..等。 

【下車參觀】摩西之泉、蛇道、卡茲尼神殿、古羅馬露天大劇場、皇家陵寢。 

【含入場券】佩特拉古城。 

【特別體驗】騎馬(去或回騎一段蛇道口至遊客中心前;騎馬小費建議美金 5 塊)。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瓦地倫 115KM : 2h 佩特拉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佩特拉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四星 Petra Guest House / Petra Moon Hotel / Petra Panorama hotel / Petra Sella 或

同級(如遇佩特拉飯店滿，則改住紅海四星飯店) 。 

 

DAY 8. 

佩特拉 > 死海                                                                          

今日驅車前往死海，死海長 60 公里，寬 17 公里，位於海拔 400 公尺以下，是世界陸地的最低點。

死海被兩個國家所包圍，兩個國家都倚靠死海發展觀光，但因以、約兩國蓋水壩建工廠與管道，阻

斷了約旦水注入死海，又因天候因素使得死海逐漸變小，每年平均下降約 90 公分的深度，大約再

20 年之後，死海就會消失殆盡，建議大家要來一探世界驚人奇蹟的，趕快來個大暴走吧！死海因

為每天一直蒸發，但是源頭約旦河的水源卻被阻斷了。因為海水蒸發的量多於注入的淡水，使得海

水含鹽量高達 35%，是一般海水的七倍，生物根本無法生存；但也因浮力強，泳客可安穩地浮在

水面上，體驗前所未有的漂浮快感，不懂游泳者也不會下沉。今日您可下水下水感受▲死海海上漂

浮之樂，或你可在沙灘上享受死海超高級無價死海泥 SPA。 

【特別安排】死海漂浮之樂(請自備帶泳衣與泳帽)。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約旦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四星 Dead Sea Spa Hotel / Ramada Resort Dead Sea 或同級。 

 

DAY 9. 

死海 > 尼波山 > 馬達巴 > 安曼機場 / 杜拜                                              

今日前往★尼波山(Mt.Nebo)，摩西曾經在這裡遙望以色列，辭世前他在此做了最後三次講道的地

方。此地相傳為摩西升天之地，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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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改建為有★摩西紀念教堂。若天氣晴朗，還有機會從銅蛇十字架旁眺望上帝應許摩西之地「流著

奶與蜜」的迦南美地，並可清晰眺望約旦河流入死海之美景，其餘入眼的都是貧飢的黃土山地，那

視野非常遼闊卻又帶著荒涼的孤寂感受，也更加顯出神對於以色列的厚愛，那唯一的綠色應許之

地。隨後經過沙漠公路專車前往馬代巴參觀★聖喬治東正教教堂 St.George’s Church，內有一幅

六世紀時馬賽克嵌成的中東地圖，該圖由 230 萬片馬賽克拼出來的中東聖地地圖。爾後驅車前往

安曼機場，搭機經杜拜返回台北。  

【入內參觀】城堡山、摩西紀念教堂(尼波山)、聖喬治東正教教堂。 

【參考行車時間距離】死海 30KM : 35min 尼波山 10KM : 15min 馬達巴 22KM : 30min 安曼機場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尼波山迦南美地景觀

餐廳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DAY 10. 

杜拜 > 臺北                                                                                      

今日抵達臺北，結束此次約旦杜拜特別之旅。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

會準。 

 

參團需知                                                       

1. 簽證: 

    約旦簽證所需資料: 

◎護照正本或清楚的護照影本或電子檔 (效期需 6 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普通護照、本人親自

簽名，不得塗改)。 

◎基本資料。 

◎工作天約 16 天（請預留審件天數 2-3 天）。 

◎請注意護照內頁是否有伊朗簽證。 (如有伊朗簽證請必須團進團出, 較不易有卡 

  關之情形發生)。 

◎如有住瓦地倫星空屋之團體，請務必一確認參團就提供正確影本，以便提供給飯店 

 確認保留星空屋。 

    杜拜團體簽證所需資料: 

      ◎護照正本或已掃瞄 OK 的彩色檔案或光碟。 

      ◎父母帶 21 歲以下子女-請準備英文戶籍謄本。 

      ◎兩吋相片 1 張(六個月內彩色近照)。 

      ◎基本資料表。 

      ◎工作天約 10 天（請預留審件天數 1-2 天）。 

2. 除每人每天一瓶水外，中華料理七菜一湯含茶水；全程早餐為旅館內美式，午晚餐安排當地特 

色餐(含桌上水(每四人一瓶))，約旦晚餐大多於飯店享用避免將行程浪費於行車往返的時間， 

讓您用餐輕鬆、玩得愉快。 

3. 本行程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4. 本行程含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共 100 美元／每人。 

5. 本公司為除每位旅客投保履約責任險 500 萬／醫療 20 萬。 

6. 本公司贈送每位旅客行李綁帶及歐洲轉換插頭各乙只，於您抵達機場後由領隊發送給各位。 



 

7. 耳機：全程安排每位元貴賓皆配有耳機組，讓您不受外界所幹擾，聆聽導遊的專業解說。 

    (耳塞式耳機皆不重複使用)。 

8. 若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發前七天（不 

    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以利為您處理。 

9.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甚至魚 

    等，中華餐廳大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而當地餐素食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 

    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0. 一張大床及兩張床的規格及房型數量各飯店大不同，偶有飯店標準兩張床是放在同一大床 

    床架，更於旅遊旺季期間或飯店客滿時，無法提供您所選擇之床型，以上，皆敬請見諒！ 

11.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本公司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員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12. 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請注意：大多數飯店無法保證會有 3 人房型，酒店通常是以 

    房內多擺一張行軍床或折疊床來安排，或無法加床時，敬請見諒並且請告知業務其哪位會 

    拉出來與其他團員同房。 

13.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飯店提出您 

    的需求，但無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14. 高港接駁及加價升等團體商務艙或團體特選經濟艙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訂

位，但不保證一定有機位，其費用另計。 

15. 機票一旦開立後，則無退票價值。 

16.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給予的座位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 

    親友一定會做再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17. 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 

    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 

    成！ 

18.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 

    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使用輪椅及重殘或個人精神狀態不穩之貴 

    賓，敝公司保有不接受報名一般性團體之權利，請貴賓於付訂前主動向銷售同仁說明自身 

    狀況，如未告知以致公司拒訂，致無法成行，旅客需自行負責，敬請知悉。 

19.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 

    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 

    敬請貴賓們諒解。 

20. 以上表列行程，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我們將以此為操 

    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也請您 

    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