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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约旦 10 天之旅 

价格：14690 元/人   纯玩团，全程不进购物店 

出团日期：2019 年 01 月 24 日-2 月 2 日 
 

旅行社联系人电话：  杨小萍  13911531425(同微信号) 

赵永霞   18513136039(同微信号) 

备注：因机位紧张，请提前联系报名。 

报名 20 人含清华至机场的接送机 
★海南航空---直飞以色列；（全国可配联运） 

★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哈伊空中花园； 

★亲临犹太人最神圣的祈祷处-哭墙； 

★亲临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感受宗教文化，探秘世界文化遗产； 

★秘境约旦，造访世界文化遗址—佩特拉“玫瑰古城” 

★前往瓦地伦，拍摄著名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地方 

★前往约旦著名的红海海滨度假城市—阿卡巴 

★升级死海五星酒店，感受神奇的漂浮之乐；升级红海五星酒店，感受不一样的海滨风光 

★升级耶路撒冷国际连锁华美达酒店或同级，感受更好的服务设施 

 

具体行程： 

日期 行程 用餐 住宿 

第一天 

1.24 

北京 

当晚于北京首都机场集合， 办理登机手续，搭乘海南航空公司航班飞往特拉维夫。 
XXX 机上 

第二天 

1.25 

北京Q特拉维夫-凯撒利亚-拿撒勒-提比利亚 

搭乘凌晨海南航空 HU7957（ 0155/0745 约 11 小时）飞往特拉维夫，抵达后，导

游于机场接机，游览世界上最古老的港口-雅法。雅法是一座开发已久的港口城市，

在所罗门时代，这里就是与腓尼基人通商的中心地，根据圣经上的记载，预言者约

拿就是由此前往塔西。这里也是以色列艺术家聚居的地方。之后前往凯撒利亚，凯

撒利亚是希律王花费 22 年修建，进献给恺撒大帝的。参观歌剧院，竞技场，希律

王行宫十字军城堡、古城墙、土耳其桑娜池等遗址。之后前往耶稣基督小时候成长

的故乡拿撒勒，参观天使加百利向玛利亚告知圣灵感孕生子喜信的★天使报喜堂。

之后前往海法，参观世界七大奇迹巴哈伊圣殿及花园，被称作空中花园（外观游览

约 45 分钟），这里被视为与巴比伦空中花园比肩的著名建筑群，耗资 2.5 亿元建

造的花园依山而建，花园的最高点能够俯瞰到美丽的地中海、花园的尽头是德国居

XXX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拿撒勒/ 

提比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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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区域。200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

入住酒店休息。 

（如遇旺季酒店超售、当晚酒店改住提比利亚酒店） 

第三天 

1.26 

拿撒勒/法海-Hussein 边境-安曼 

酒店早餐后，船游加利利湖，参观五饼二鱼、八福堂、彼得献心堂、约旦河的

YARDENIT 洗礼之地，午餐于加利利湖边享用当地特色的彼得鱼餐。下午送往以约

候赛因桥边境。前往约旦首都安曼，安曼市容游览，参观安曼市容（远观），古

罗马圆形露天剧场（远观）。晚上入住安曼酒店休息。  

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安曼 

 

第四天 

1.27 

安曼-佩特拉 

酒店早餐后，前往城堡山(约 40 分钟) 俯瞰安曼,去感受历史沉淀带来的震撼。城

堡山是安曼的制高点，这里曾经是安曼最初的要塞，与安曼的历史息息相关。安曼

城堡山是阿巴斯.阿蒙王国，在城堡山上建立了首都，并称其为“阿蒙”，之后才

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安曼。之后前往佩特拉(拉车约 5 小时)，抵达后前往参观世界遗

产失落的古城佩特拉（游览约 2小时），整个城市中的建筑全部是用粉红色的沙岩

建成，岁月风沙的侵蚀更使阳光下的帕特拉呈现出梦幻般的异彩 。 

晚上入住佩特拉酒店休息。 

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佩特拉 

第五天 

1.28 

佩特拉-瓦地伦-阿卡巴 

酒店早餐后，之后前往瓦地伦（拉车约 2小时），这是拍摄著名影片“阿拉伯的劳

伦斯”的地方。乘皮卡车进入沙漠（约 2小时）欣赏独特美景。前往约旦红海小镇

--阿卡巴（拉车约 1小时），红海沟通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阿卡巴毗邻红海，是约旦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晚上入住酒店。 

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阿卡巴 

第六天 

1.29 

马达巴-尼泊山--死海 

酒店早餐后，前往游览马赛克之城马达巴（拉车约3.5小时），这里保留着最古老

的马赛克中东地图.以及摩西升天地泥泊山（游览30分钟），尼泊山是传说中摩西

升天的地方,午餐后前往死海。死海 一内陆盐湖，其含盐量为普通海水的10倍，即

使不善游泳的人亦可在水面之上自在地漂浮。死海海水中有数百种矿物质，海水蒸

发使此地对紫外线有害辐射形成有效的保护层，是世界上最棒的保养皮肤之地。客

人可尽情享受死海漂浮之乐。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约旦死海 

第七天 

1.30 

死海-边境 Allenby –伯利恒-耶路撒冷 

酒店早餐后，前往约以边境艾伦比(Allenby）关口（拉车约 2小时）。以色列司机导

游在边境接团，前往全世界最”LOW“的餐厅用餐，之后前往伯利恒，本是一个小城，

却因着耶稣基督降生在那里而成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圣地。参观主诞教堂（游览 30分

钟），参观当地特色木雕（约 30 分钟），。下午前往耶路撒冷。游览耶路撒冷新城，

外观国会大厦，七烛台（游览共约 40 分钟），拍照留念。之后入住酒店。 

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耶路撒冷 

 

第八天 

1.31 

耶路撒冷 

酒店早餐后，登上橄榄山饱览耶路撒冷全景，参观主泣教堂，客西马尼园，万国

教堂。游览耶路撒冷老城，包括苦路（行走苦路 14站）。哭墙，圣墓教堂，伊斯

兰教圣殿山（不可进入），下午游览锡安山，大卫王墓，马可楼，圣母安眠教堂。

之后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早餐 

当地午餐 

酒店晚餐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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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2.01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Q北京 

酒店早餐后，酒店内自由活动，按指定时间集合准时前往机场，搭乘海南航空航

班 HU 7958（1440/0500+1 约 9 小时 20 分）飞往北京。 

酒店早餐 

XXX  

XXX 

XXX 

第十天 

2.02 

北京 

抵达北京，于北京时间 05:00 抵达，结束愉快的以色列约旦旅程。 
XXX XXX 

 

报价包含： 

1. 旅游签证费； 

2. 北京往返国际机票，团队经济舱含税；当地四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 

3. 行程中所示住宿标准房型，当地四星级酒店， 
死海、红海升级五星酒店双标间 

耶路撒冷升级为国际连锁华美达酒店 

4. 豪华空调旅游巴士 

5. 西式自助早餐，中式团队午晚餐或当地餐；（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准，不再另补）；   

6. 行程所列景点游览大门票； 

7. 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8. 司机导游小费； 

9. 当地中文导游； 

10. 中国平安 30 万元人身意外险； 

 

报价不含： 

1. 特别要求之单间差：人民币 4600/人全程； 

2. 12 岁以下小孩不占床减 500 人民币，占床与成人同价； 

3. 行李物品保管费用及托运行李超重费、个人消费及行程以外的自选项目； 

4. 因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5. 如行李或物品丢失、被盗等意外损失费用； 

6. 晚用车，给司机和导游加班费用； 

7. 以上报价未提及的项目 
 

二、北京领区以色列、约旦签证所需材料 

 
 
 
 
 
备注： 
 

                               以色列签证所需资料 

护照 个人半年以上有效因私护照 

资料表 我公司提供的个人资料表( 在职人员需注明具体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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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程为旅游合同中不可分割之部分，旅行社将严格行程执行。在不减少任何景点的前提下，

导游可根据境外情况做顺序之调整，该调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视为旅行社违约。当游客在境外期间

发生不可抗力、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或者非旅行社责任造成的意外情形导致的景点、交通、住

宿地点的临时变动、修改或更换，以及旅行社由于各种情况发生造成不得不调整或者变更旅游合同其他

约定时,本公司会在事前向旅游者做出说明；确因客观情况无法在事前说明的，亦会在事后做出说明。

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游行示威，国家政变等）和旅行社人为不可控因素（包

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如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境外交通堵塞、团内其他团员突发事故或疾病、人身

伤害、客人滞留、财产损失、物品遗失，个人护照丢失等影响行程、前往领馆补办签证延误等）导致的

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食、宿及交通费、国家航空运价调整等）游客应在境外将增加费用

交付给旅行社以便支付所需费用的付款。 

 

三、以色列旅游须知 
一、海关 
    在以色列机场及拉发关卡，都是实施两程通关制度，客人如果无物件需要申报，可由绿色
通道离关抵达大厅；客人如果携带须呈报的物件，即使无需缴税，也要使用红色通道过关。 
二、绿色通道 
以下物件无须呈报： 
1、个人衣物、鞋袜及卫生用品，而数量公占客人手提行李的一部分。 
2、酒精饮品：可携带 1 公升烈酒及 2 公升餐酒。 
3、酒精类香水（例如古龙水）：每人可携带 1/4 公升。 
4、烟草制品：任何年龄 17 岁或 17 岁以上人士，可携带 250 克或 250 支香烟。 
5、礼物：各种礼物均可，但不包括酒精饮品、酒精类香水、烟草制品和电视机。礼品价值不得
超过 150 美元（价值由海关人员根据货物价值，加上运费、保险费及海港费而定。即使由数人
携带入境，有关货物的价值仍将独立计算。）一份超过上述价值的礼物须全面缴税。任何食物
总重量不超过 3 公斤，亦可列入免申报范围，而第样仪器不可超过 1 公斤。这项豁免适用于单
独旅游、少数结伴旅游及年龄 17 岁或 17 岁以上的旅游家庭。 
三、红色通道 
    以下物品必须呈报，并且须缴付课税保证金，保证金将于阁下携带有关物件离境时发还：
录影器材、个人电脑、船只、旅行拖车、潜水用具及价值超过 1650 美元的可携带物品。请留
意所有入关物件的价值，是按海关部门的官方价格表决定的，而非实际买价。保证金可以用银
行支票或信用卡（VISA、MasterCard/Eurocard）支付。除非事前取得通行证，否则所有动物、
植物、军火、鸡肉类及原料均可能不获进口。 
四、语言：“希伯莱”是以色列民族的语言。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能讲基本的英语，对讲英语的游
客来说是能够听懂他们的意思的。 
五、货币和兑换 
    当地货币称做“新以色列谢克尔”。一谢克尔又分 100 分。1 美元=约 3.9 谢克尔（具体汇率
请以当时银行、酒店或外币兑换点牌价为准）。在很多旅游点，您可以用外币（现金、旅行支
票、信用卡）付款。换钱最好去银行。您在宾馆换钱一般会得到比银行低的兑换率，建议您最
好不要在街上换钱。游客在有 VAT 标志的商店消费满 100 美元可获 17％的退税（含 2%退票手
续费）。你也可以在自动取款机上用信用卡支取现金（当地货币）；大多数银行是从星期四营
业，每天上午 08:30 到 12:30，下午不同银行的营业时间略有差别，星期五银行从 08:30 到中
午 12:00 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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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购物 
    以色列提供多种多样的礼物和消费品，从高质量的纺织品到橄榄木雕和其它精美的艺术品。
以色列特别以钻石和首饰加工业出名。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中心。它的钻石以高品质著称。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的游览一般都包括去一个政府推荐的钻石和首饰工厂参观，在那里您可以
看到工艺师们是怎样制作精美的首饰。 

大部分商店均每天营业，时间为星期日至星期四，上午九点至下午七点。不过一些在中午
一点到四点休息。至于星期五及主要犹太假期前夕，上午照常营业，下午则会较早关门。大部
分商店星期六休息，穆斯林店铺则在星期日休息。 
七、时差：比格林尼治时间早 2 小时，比中国时间晚 6 小时。 
八、紧急求援、医疗服务 

在大部分城市地区遇到紧急事故或需要急救，请拨打 101，这项紧急服务由马格大卫阿当
（大卫之红星—在以色列相等于红十字会）提供。无论任何时间，您都可以找到高专业水准的
医疗协助。大部分医生都会说英语及其他外语。 
九、警察：在大部分城市如需警察协助，只要拨打 100.以色列警察处设有一支旅游警察部队，
支部分布在各大城市及旅游区，专门处理游客问题。 
十、安息日和饮食禁忌 

犹太教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太阳入海开始到星期六的傍晚时分止；大多数餐厅和电影院等
场所在这段时间内都不营业，公共交通也停顿。饮食禁忌如：按犹太教义，犹太人不吃猪肉和
海蛰，不能把肉和奶制品一起食用。一些饭店遵从这些规定，有的则不。 
十一、电压 

以色列使用 220/240 伏电压。若电压不同，请不要使用您自己的电器设备。插座是欧标。 
十二、手机漫游 

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手机SIM卡均可以漫游到以色列，请在国内事先申请开通此项业务。 
十三、常用小知识 
＊ 把您的贵重物品放在饭店前台的保险箱里，这在饭店一般是免费服务的。 
＊ 夏天在以色列，建议。您要比平时多喝水并戴上太阳帽。 
＊ 在以色列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鉴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建议饮用矿泉水。 
＊ 当您的浏览项目包括一些宗教圣地时，您的穿着打扮要适宜，您的导游到时候会提醒您。尽

量不要穿超短裙或短裤。 
＊ 某些地点禁止摄影，请注意警示标记。 
＊ 如您需要医生，请找酒店前台或本公司代表。 
＊ 大多数宾馆对于外线电话的收费要高于一般标准，建议您使用电话磁卡。 
＊ 机场安检：当您离开以色列时，会面临非常细致和全面的安全检查，请您以耐心与理解对待

安检。这也是为了您的自身安全。要求提前三小时到机场，一般情况下，安全人员会开箱检
查。请于配合。 

十四、平均温度（摄氏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耶路撒冷 6-11 7-14 8-16 12-21 15-25 17-27 19-29 19-29 18-28 16-26 12-19 8-14 

特拉维夫 9-18 9-19 10-20 12-22 17-25 19-28 21-30 22-30 20-31 15-28 12-25 9-19 

海  法 8-17 9-18 8-21 13-26 15-25 18-28 20-30 21-30 20-30 16-27 13-23 9-18 

提比利亚 9-18 9-20 11-22 13-27 17-23 20-35 23-37 24-37 22-35 19-32 15-28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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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旦旅游须知 
1、禁忌： 

约旦虽然比较开放，但毕竟属于伊斯兰教国家，基本的原则还是要遵守，比如不要穿着暴
露；不要贸然劝饮；未经允许不要给穿民族服装的女性拍照；避免讨论宗教问题，除非你本人
也是穆斯林；不要说“猪”，当然更绝对不可以在餐厅里点猪肉！忌黄色，因为黄色象征死亡。 
2、出入境： 

中国游客前往约旦可以落地签，但在实际操作上存在不确定因素，所以如果没有紧急情况
最好到约旦驻华使馆提前办理签证。办理签证时需要提供注明访问目的和停留时间的照会、公
函或邀请函，填写签证申请表一张，交照片一张。约旦一般发放三个月有效、一次入境签证。 
3、签证： 

约旦对单身女性审查较严，在国内提前办理签证时，驻华使馆需先报约旦内政部批准；在
办理落地签证时，只发给有随行男性家属陪伴或参加旅行社的女性。只要是到边境附近旅游，
都要记得带护照，随时都会有警察检查。出境时要缴纳 5JD 离境税，但购买的机票中可能已包
含此项费用。 
4、货币： 

约旦货币单位为约旦第纳尔，简写为 JD，1 第纳尔 =100 皮阿斯特=1000 费尔斯（Fils），
1 第纳尔约合人民币 12 元。费尔斯是最常使用的货币单位，而当地人并不习惯带零钱，要有所
准备。约旦政府 正在促进约旦国家银行和中国银行间的合作，为中国游客的信用卡使用和多国
货币的小额兑换提供方便。 
5、语言： 

约旦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英语普及程度比较高。约旦政府正在全国的各个旅游场所安排
懂中文的管理人员，设置中文指示牌，并大力培养中文导游。 
6.天气： 
约旦气候炎热、干旱、多阳光，属于大陆性气候。约旦有 3 个明显季节。第一个是夏季（6－9
月），气候干热，气温高达 38 摄氏度，但 由于干燥炎热还可以忍受。冬季（12－2 月），寒
冷多雨，山区偶有降雪。最后春季和秋季（3－5 月和 10－11 月），温度适中，气候温和。 

首都安曼和西部山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气候温和。平均气温 1 月为 7-14℃，7 月为
26-35℃。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为雨季，个别年份的 1 月、2 月有大雪；每年 5 月到 10 月为
旱季。 
7、重要电话：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06）5516136、5515151 
警察局：196 
国民自卫队：199（叫救护车、消防队等需要帮助的紧急情况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约旦旅游部：
（06）4603360（可以拿到约旦旅游地图） 
8、女性特别提示： 

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在约旦旅行可能会遇到诸多不便，如取得入境签证比较复杂，可能会
被小旅馆拒之门外，也可能受到某种歧视和骚扰，但这些现象毕竟是极个别 的。另一方面，单
身女性游客在伊斯兰教国家也往往感受到特别的关照和友善，有更多机会被邀请到当地人家中
作客。重点是掌握好三个原则：举止端庄（不让无聊 男子产生非分之想），穿着得体（不穿令
当地人反感的奇装异服，长衣长裤加一块头巾最可靠），态度大方（亲切的微笑总是能打开任
何一扇门）。 



           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BTG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五、自费表如下 

以色列 约旦自费表 

城市 自费项目 收费（$） 

耶路撒冷 大卫塔灯光秀（游览约 60 分钟） 

大卫塔是耶路撒冷古城一处非常重要的古迹，也是耶路撒冷古城的最高处，追溯了整

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60 

佩特拉 佩特拉之夜（游览约 40 分钟） 

夜色之下，在烛中静静地行程，古城里到处都是低矮的沙墩或小山，以及几座方形的

古代石棺，朦胧而神秘的面纱轻轻搭在这些先人的陵墓上。 

60 

阿卡巴 红海出海（游览约 60 分钟） 

红海沿岸以闪光的沙滩、美丽的珊瑚海、丰富的海洋生物等闻名于世，这里是世界上

最适宜休闲度假的海域之一。 

50 

以下推荐自费项目和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以当地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