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波斯文明古國】
13 天豪華團

【波斯瑰寶】伊朗【世界文化遺產】13 天探索團















發掘一個承載著聖
經記載數千年前的帝國
歷史，帶你踏足書珊城尋找
但以理、以斯怗及末底改的足跡。

探索波斯的
興衰與失落
的猶大餘民
2019/9/7-19

遊走於處處展現璀璨色彩、標緻華麗
的古舊與現代建築，還有帶你重新認識何
謂「金剛鑽」的皇家珠寶博物館。
接觸一個神秘的國度，造訪拜火教源頭的聖地、
及基督教教堂、伊斯蘭清真寺，了解不同宗教在
當地的情況。
一次過盡遊古文明世界文化遺產十多個，有皇
宮、廣場、石刻、水利建設、庭園、寺廟等，人
生難得的機會。
品嚐波斯人自認最佳美食及來自各地遊客共同欣
賞的當地伊朗菜，包括烤羊肉、烤魚塊、烤雞
塊、烤碎肉塊等。
更難得的機會有足跡遍佈 40 多個國家的莎拉傳
道隨團出發，以文化體驗及祈禱角度與你分享伊
朗古今的歷史，為你揭開這神秘國度的面紗。
全程盡住當地五星級酒店或最好的酒店，極盡豪
華享受。

隨團講師：資深教牧
Sarah 莎拉傳道
牧會與機構服侍超過 20 年，多次
策劃及主領文化體驗團及祈禱團

行前將免費提供二課堂
（基督教旅遊事工）

講解：波斯瑪代歷史背景
License No.352001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337-339 號金滿樓 5 樓 C 室
電話：(852) 2368 8773 傳真：(852) 2368 8864
網址：www.fuitravel.com
臉書：www.facebook.com/FuiTravel
電郵：booknow@fuitravel.com

伊朗【波斯文明古國】13 天豪華團
Day 1……
香港  德黑蘭
Day 2……
德黑蘭 ~ 自由紀念塔 (阿扎迪塔) ~ 自然之橋 ~
尼雅華蘭王宮 ~ 薩阿德‧奧包德宮殿群 (白宮及綠
宮) ~ 阿巴斯古文物博物館 ~ 德黑蘭
住宿酒店：Espinas Intl Hotel, Tehran 或同級 5*
Day 3……
德黑蘭 ~ 古列斯坦皇宮【世界文化遺產】~ 皇家珠
寶博物館-極罕有的皇室珍寶 ~ 地毯博物馆～伊朗
國家博物館 ~ 德黑蘭
住宿酒店：Espinas Intl Hotel, Tehran 或同級 5*
Day 4……
德黑蘭 ~ 哈馬丹 (以斯帖及末底改陵墓) ~ 哈格瑪
坦娜山丘-瑪代首都遺址 ~ 哈馬丹考古博物館 ~
阿弗拉克城堡 ~ 霍拉馬巴德
住宿酒店：Azadi Hotel, Khorramabad 或同級 4*
Day 5……
霍拉馬巴德 ~ 廸茲富納 ~ 蘇西塔-古代水利系統
【世界文化遺產】 ~ 書珊城-猶大餘民與亞達薜西
王互動所在 ~ 書珊古城宮殿遺迹【世界文化遺產】
~ 書珊博物館 ~ 但以理陵墓 ~ 喬高桑比爾神殿
【世界文化遺產】~阿瓦士
住宿酒店：Ahvaz Pars Hotel, Ahvaz 或同級 4*
Day 6……
阿瓦士~ 比沙普爾-薩珊古鎮遺址與浮雕~ 設拉子
住宿酒店：Shiraz Grand Hotel, Shiraz 或同級 5*
Day 7……
設拉子 ~ 莫克清真寺 (粉紅清真寺) ~ 天堂花園
【世界文化遺產】~ 大詩人哈菲茲墓園 ~ 古蘭經
城門 ~ 薩迪紀念墓園 ~ 阿里伊本冬青神社-綠鏡
清真寺 ~ 設拉子
住宿酒店：Shiraz Grand Hotel, Shiraz 或同級 5*

早報名優惠

4月15日前
減$500

Day 8……
設拉子 ~ 波斯波里斯古城【世界文化遺產】~ 薩
珊石刻 ~ 波斯帝皇墓群 ~ 帕薩爾加德-古列大帝
陵寢【世界文化遺產】~ 亞茲德
住宿酒店：Safaiyeh Hotel, Yazd 或同級 5*
Day 9……
亞茲德 ～ 阿米爾喬赫馬克廣場建築群 ~ 水源博
物館【世界文化遺產】 ~ 亞茲德古城與城牆【世界
文化遺產】 ~ 杜維拉特阿巴庭園【世界文化遺產】
~ 亞茲德
住宿酒店：Safaiyeh Hotel, Yazd 或同級 5*
Day 10……
亞茲德 ～ 拜火教拜火廟-了解波斯的原始宗教 ~
寂靜塔-拜火教天葬場遺址 ~ 伊斯法罕 ~ 凡克主
教堂-異鄉中的摯誠族群~ 亞美尼亞博物館 (亞美
尼亞大屠殺展示牆) ~ 郝久古橋 ~ 伊斯法罕
住宿酒店：Hotel Abbasi, Isfahan 或同級 5*
Day 11……
伊斯法罕 ~ 三十三孔橋 ~ 伊瑪目廣場【世界文化
遺產】~ 伊瑪目清真寺【世界文化遺產】 ~ 阿里卡
普宮殿 ~ 羅特夫拉清真寺【世界文化遺產】 ~ 帝
國大市集 ~ 四十柱殿【世界文化遺產】~ 八重天
宮 ~ 伊斯法罕
住宿酒店：Hotel Abbasi, Isfahan 或同級 5*
Day 12……
伊斯法罕 ~ 伊斯法罕聚禮清真寺【世界文化遺產】
~ 卡尚 ~ 斯雅力克廟塔 ~費恩庭園【世界文化遺
產】~ 博魯杰爾古宅 ~ 德黑蘭國際機場
Day 13……
往德黑蘭機場乘搭航機返香港

備註：行程次序、酒店住宿等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團款費用：HK$21,200
單人房附加費：HK$5,000
報名訂金：HK$5,000
團款包括：來回機票、全程酒店住宿、景點遊覽及交通車費、全程餐費
其他費用：HK$4,400 (包括機場稅、安檢稅、離境稅、導遊司機及餐廳酒店服務費、燃油附加費，油價上升時會作加徵)。
注意事項；參加者如需辦理簽證，投購旅遊保險，可向本社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