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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11 月 30日    加拿大出发 

乘坐加拿大航空公由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出发前往特拉维夫。 

 

第二天/12 月 1日    特拉维夫-内坦亚         (晚餐) 

抵达特拉维夫后，会有一位讲普通话的导游在机场迎接你。 

 

特拉维夫 (人口 40.43万), 建于 1909年，是第一座犹太新城，今天是以色列的工业、商业、金

融和文化中心。游览著名圣经时代海港古城雅发， 在圣彼得教堂回顾彼得当时在雅发发生的故

事。 

 

继续前往内坦亚（53 公里， 大约 1小时车程）。晚餐于酒店。 

 

入住酒店: Leonard Plaza 或同级(1 晚) 

 

第三天/12 月 2日    内坦亚 - 海法 –提里比亚         (早餐，晚餐) 

凯撒利亚- 由大希律王所建， 包括废弃的王宫，古代海港，罗马圆形剧场，和莫黑卡隐修院，纪

念以利亚与巴力先知斗法并击杀 450个巴力先知的地方。参观海法港，迦密山和巴哈伊花园。 

 

海法 (人口 26.82万), 古时就是一座有名的海滨城市，现在是以色列北部主要的地中海港口、

工业和商业中心。今天的最后一站就是加利利湖。 

 

入住酒店: Rimonim Mineral Tiberias 或同级 (2 晚) 

 

第四天/12 月 3日    加利利湖 - 戈兰高地        (早餐，晚餐) 

马格达拉 – 以色列近代犹太教的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迦百农- 耶稣称之为“自己的城。我们将

沿着耶稣走过的路走。  下一站是塔布加，据说耶稣登山宝训的五饼二鱼堂和八福山。继续前往

位于戈兰高地的卡兹林戈兰橄榄油磨坊。返回加利利湖酒店过夜。 

  

第五天/12 月 4日    加利利湖 – 拿撒勒 - 耶路撒冷        (早餐，晚餐) 

参观约旦河洗礼处洗礼仪式。前往拿撒勒参观天使报喜教堂，这里是洛克描述耶稣被他的弟子拒

绝的地方。 乘车前往耶路撒冷， 途径约旦河谷，杰里科和撒玛利亚人客栈。 

 

入住酒店: Dan Panorama Jerusalem 或同级(4 晚) 
 
第六天/12 月 5日     耶路撒冷        (早餐，晚餐) 

耶路撒冷, 以色列首都（人口 78.81万），自 3000年前大卫王将其定为首都之后，一直是犹太人

民国家和精神生活中心。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个繁荣充满活力的大都市，是以色列政府所在地，

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 

 

登上橄榄山一饱耶路撒冷全景。参观耶稣受难前祈祷客和他的门徒睡觉的西马尼园， 古城，两千

多年前耶稣背着十字架，在罗马兵丁的鞭打下经过的路， 和圣墓教堂。漫游阿拉伯集市， 感受

中东多彩的生活和气息。最后我们将登上锡安山， 大卫王的坟墓和“最后的晚餐”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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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12 月 6日     耶路撒冷 – 死海 –马萨达        (早餐，晚餐) 

死海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恩戈地是死海西侧沙漠中的一处绿洲，大卫王被扫罗王追捕时，

曾在此间避难。 乘坐缆车到达马萨达的古城堡。返回酒店的途中，享受死海有名的泥浴。 

  

第八天/12 月 7日     耶路撒冷  - 伯利恒  (早餐，晚餐) 

驱车前往伯利恒， 耶稣的出生地。途中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和少年宫展览。如果时间允许，我

们还可前往纪念圣母玛利亚的圣母往见堂参观。这座教堂装饰着世界上多种语言的圣母经。 

 

第九天/12 月 8日     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 (早餐) 

前往特拉维夫。 下午自由活动。 

 

入住酒店: Dan Panorama Tel Aviv 或同级 (1 晚) 

 

第十天/12月 9日     特拉维夫– 多伦多        (早餐) 

送往机场，由特拉维夫返回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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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 成人每人美金 $1,580 （双人房）同一行程至少二十人 
 小孩（12 岁以下）每人美金 $600 (不占床) 
信用卡付费需加 3% , 预订时需交全款 
 
费用包括： 

- 8 晚酒店住宿及早餐 
- 7 个晚餐 
- 机场接送 
- 普通话导游服务 
- 景点门票 

 
费用不包括： 

- 签证费 (仅限持中国护照，每人美金$25) 
- 小费 (建议每人每天 $5 给导游, $3 给司机) 
- 个人费用如电话费，洗衣费，饮料等 
- 国际机票 （每人约 970 加元含税） 
- 旅游保险 
 

×以色列景点中文翻译仅供参考 
×如因天气，交通和其他人为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延误及相关费用应由旅客本人或保险公司承
担。我们强烈建议旅客购买旅游综合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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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及細則 

 

在購買任何翡翠旅遊服務時,您巳同意與翡翠旅遊所製定的合同協議，代表您接受以下列明條款及規則。 請確

保您仔細閱讀並理解這些條款和規則的全部。 

 

取消/退款 

出发61天前取消每人手续费$100 

31-60 天以内取消每人手续费$350。 

30 天以内取消取消恕不退款。 

 

旅遊保險 

為保障客人利益，凡參加本公司旅行團者，本社均建議各團友購買取消及提早結束行程保險、個人旅行保險，

其中包括意外、醫療、行李延誤或遺失、飛行意外保險等。請與本公司職員聯絡查詢。假若在付全費的，旅客

並未購買任何保險，所有上述風險由顧客承担。 

  

健康 

旅客在購買或付訂金的同時，必須填寫旅客資料，旅客必須闡明其沒有任何身體異況或殘疾而有可能構成對其

自身或其他旅客之危害。旅客需依據目的地之要求接種預防疫苗，詳情或請諮詢旅行診所或醫生。如旅客需要

特別協助，必須在報名前以書面形式告知翡翠旅遊以作適當安排。 

  

責任細則 

所有團費是依據在這裹列出的旅客責任問題而訂出。作為翡翠旅遊的旅客，必須接受所有條款及細則，並承擔

全部或任何責任、損失、傷害、死亡及損害或其家屬一同參與的行程。旅客必須為自己及適合其家人對某方面

的損失、傷害、死亡而購買適合的保險。 

  

雖然翡翠旅遊選擇獨立供應商提供優質服務，但翡翠旅遊無權控制其運作；因此翡翠旅遊將不承擔任何因第三

方所作出任何疏忽的責任行為。本公司通過不同供應商向團員安排住宿、膳食、娛樂、觀光及交通，各供應商

均設有各種不同之條例，以對旅客負責。供應商是根據當地法律或附帶條件而操作有關項目。獨立供應商的責

任可能是限於其提供有關關稅、交通工具、門票和國際公約協定。 

  

如遇上有關的責任經濟損失和人身或精神傷害，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包括沒有限度下，永久性殘疾和死亡；任何

情緒困擾;任何服務損失的經濟支持、援助或遊伴的任何損害或財產損失，旅客同意不起訴翡翠旅遊。因翡翠

旅遊或員工在某一種情況下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行為，包括疏忽，除非這種損失、傷害、死亡或損害是由於粗

心大意或欺詐行為造成，在這種情況下，旅客可保留起訴的權利。 

  

旅客同意如在行程上需賠償及保留對翡翠旅遊所造成的任何傷害性的索賠如：i）旅客的家屬、親屬或繼承人 

或 ii）第三方，如旅客，其業權、家庭成員、親屬或繼承人起訴，造成損害。 

翡翠旅遊賠償給第三方，除非是因翡翠旅遊或僱員因魯莽或欺詐行為所造成的損失、傷害、死亡或破壞。 

  

翡翠旅遊和/或其代理人，只充當代理所有旅客與旅行有關的事項，我們將不承擔任何索賠、損失、損害賠償

、費用、延誤或娛樂項目，任何性質或種類而導致從事件中超出了我們或供應商的合理控制。包括但不限於天

災，罷工，怠工或其他勞工糾紛或中斷、戰爭、封鎖、暴動、暴亂、地震、天氣、洪水、天災或由政府授權限

制的權利。旅客同意翡翠旅遊在旅程中使用攝影或影片記錄作為宣傳和/或商業用途，而毋需作任何報酬給旅

客。除翡翠旅遊授權外，任何人不可借書面文件更改、增加或改動這本小冊子的任何條款或細則。 

  

所有索賠必須於回程後14天之內以書面形式通知及需附帶收據、報告和其他有關文件交附翡翠旅遊以作調查。

旅客同意，翡翠旅遊是受託人及尊重權利限制，這將適用於翡翠旅遊的旅客作任何轉成保留到下一次旅程，包

括任何的改動或延期。這種權利限制具有約束力，適用於旅客的家屬，繼承人或個人的法律代表。任何索賠或

糾紛引起或與本責任限制或解釋，旅客只可在其所購買的所在加拿大的省份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