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    9 May, 2019  
To ::::    馬拉松訓練中心 
Attn ::::    MR FUNG 
Tel ::::    91940712   
e-mail ::::    wtfung.hk@gmail.com 

From ::::    DEREK CHUN 
Tel ::::    23152063/90963102 WhatsApp 61217092 
e-mail ::::    derek.chun@egltours.com 

 

報 價 單報 價 單報 價 單報 價 單     

 

1, 團別 
馬拉松訓練中心 

2020202020202020 耶路撒冷馬拉松耶路撒冷馬拉松耶路撒冷馬拉松耶路撒冷馬拉松 

2, 出發日期 2020 年 3 月 16 日 

 

收費/每名計 成人(佔半房計)  

a, 團費 

 
HK$21999.00 

上述價格以 40 人或以上為準 
 

b, 團費 
HK$23999.00 

上述價格以 25 人或以上為準 

c, 優惠 馬拉松訓練中心學員每位 
減 HK$1000.00 

d, 稅項 HK$610.00 

e, 工作人員服務費 HK$1500.00 

f, 單人房附加費 HK$7200.00 

 

5,5,5,5,    團費團費團費團費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a, 住宿酒店 以行程中說明、2 人住 1 雙人房為準。 

b, 膳食 以行程中說明為準。 

c, 觀光入場券 以行程中說明為準。 

d, 交通 全程 53 座觀光巴士接送或其交通工具以行程表中說明為準。 

e, 導遊 全程粵語領隊。 

 

6,6,6,6,    團費不包括團費不包括團費不包括團費不包括    

 

a, 簽証費及一切有關稅、費項 

b, 私人費用 1. 電話、酒水、洗衣、行李超重、個人旅遊保險費及一切私人費用。 
2. 因天氣影響如台風、罷工，航機延誤或取消，或不能控制範圍內 

所引起之額外費用。 



 

 

 

 

7,7,7,7,    付款方法付款方法付款方法付款方法    

 

a, 訂金每名 HK$5,000.00 於確實此報價單時先付,作為訂酒店及機位用。 
訂金收妥後將 30 工作天內通知機位及酒店資料；如未能確實者，雙方將作再協商。 

b, 尾數於出發日前 45 日付清。 

c, 團費祁付支票抬頭 ”東瀛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或 Egl Tours Co.,Ltd.” 

 

 

8,8,8,8,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 上述報價有效期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為止。 

b, 上述報價根據出發日期、酒店及行程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本公司則另行報價。 

c, 如用特別加班機, 當確實人數後則不能變更。 

d, 上述報價中之機位及酒店並未進行任何預留及確實。 

e, 導遊恕不提供商務或專業翻譯之服務，如需作出商務翻譯，請客人自行準備。 

f, 上述報價以港幣計算。  

 

 

 

 

 

發出            如蒙委托、請簽署確認 

                                                              

.........................................   .................................. 

Derek Chun  

M.I.C.E Department 

 

 

 

 

 

 

 

 

 

 

 

 

 

 



 
 

 

 

馬拉松訓練中心 
2020202020202020 耶路撒冷馬拉松耶路撒冷馬拉松耶路撒冷馬拉松耶路撒冷馬拉松 

 
以色列(LY)航空公司客機來回 

日期 路線 航班編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6-03-2020 香港�特拉維夫 LY76  16:30 22:30 

24-03-2020 特拉維夫�香港 LY75  21:15 13:50+1 
 
 

行程安排 : 

日期 行程安排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   店 

16/3 
香港 > 特拉維夫(以色列) > 

Hong Kong > Tel Aviv(Israel) 
 --- 航機上 

【特拉維夫 Tel Aviv】 

Sadot Hotel  

或 同級 

17/3  

特拉維夫(以色列) > 伯利恆 > 誕生教堂 > 牧

羊堂 >(車程約1小時) 耶路撒冷 >馬拉松EXPO 

Tel Aviv(Israel) > Bethlehem > Church of 

Navtivity> Shepherds Field > Jerusalem > 

Marathon EXPO 

【伯利恆】耶穌出生地，誕生教堂內一睹耶穌

出生之馬槽山洞及祭檀下的一顆銀星，標誌著

耶穌出生的地點 

酒店 地道午餐 酒店晚餐 

【耶路撒冷 

Jerusalem】 

連續4晚入住 

 

Crown Plaza 



 

18/3  

耶路撒冷 > 橄欖山 > 客西馬尼園 > 萬國教

堂 >苦路 > 聖墓堂 > 猶太殉難紀念館> 

希西家水道(自費) > 聲與光晚會(自費) 

Jerusalem > Mt. Olives > Garden of 

Gethsemane> Church of All Nations > Via 

Dolorosia >Church of Holy Sepulcher >  

Yad Vashem 
Hezekiah's Tunnel(Own Expenses) > 

Sound &Light Show(Own Expenses) 

【橄欖山】該處為耶穌教導門徒的地方，在此

可眺望耶路撒冷舊城壯觀景色。 

【客西馬尼園】位於橄欖山下，耶穌被猶大出

賣及被羅馬兵丁所捉拿之地方。 

【萬國教堂】1919年至1924年之間，由16個國

家捐款資助而建成。 

【苦路】重溫當年耶穌受難過程經過之路，包

括耶穌抬十字架三次跌倒之地點，最後到達聖

墓堂。 

【猶太殉難紀念館】館內展示二次大戰期間，

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德國集體屠殺的歷史，了

解猶太人在集中營的生活苦況，而館外亦種植

橄欖樹以紀念於二次大戰期間拯救猶太人的

外國人 

酒店 地道午餐 酒店晚餐 



 

19/3  

耶路撒冷 > 聖殿山 > 岩石圓頂清真寺 > 錫安山 

>大衛城 > 最後晚餐室 > 大衛王墓 > 

哭牆  

Jerusalem > Mt. Temple > Dome of the Rock >Mt. 

Zion > The City of David > Last Supper Room> 

King David's Tomb > Wailing Wall > 

【聖殿山】位於哭牆之上近12萬平方米的一幅平

地，上帝考驗亞伯拉罕的場所。猶太人的耶路撒冷

聖殿就位於此處：第一聖殿建於公元前 967年，公

元前586年被摧毀；第二聖殿建於 公元前515年，

公元70年被摧毀。猶太教一般還相信，這裡還將是

彌賽亞到來時重建第三聖 

殿的地點。 

【岩石圓頂清真寺】清真寺的黃金圓頂就建在神聖

岩石之上。圓頂由80公斤24K純金所覆蓋，在陽光

照射下璀璨生輝。伊斯蘭教徒除了聖地麥加、麥地

那外第三個聖地就是耶路撒冷，相傳穆罕默德在此

升天。那塊岩石， 

根據《舊約》，是亞伯拉罕準備將其子以撒作為祭

品獻給耶和華的地方，而在基督教的傳說中，上帝

用泥土捏成亞當，也是在這塊神聖岩石上。 

【錫安山】座落於耶路撒冷舊城外西南方。 

【大衛城】古遺蹟在聖殿山南端，建於公元前1005

年。 

【最後晚餐室】耶穌與十二門徒共進最後晚餐之

地。 

【大衛王墓】猶太人視為神聖地方，地位緊次於哭

牆。 

【哭牆】哭牆為耶路撒冷舊城 - 古代猶太國第二

聖殿的一段護牆，也是第二聖殿護牆的僅存遺址，

長約50米，高約18米，由大石塊築成。猶太教把該

牆看作是第一聖地，教徒會到該牆哀哭，以表示對

古神廟的哀悼並期待 

古神廟恢復。 

【希西家水道】有不少人認為是以色列聖地之旅最

「好玩」、「刺激」的一站，因為遊客要體驗摸黑

下水及步行蜿蜒曲折的路程。進入水道有三樣東西

必備物品：拖鞋、手電筒及短褲。希西家水道的建

造，是當年猶大王希西家為了防止敵軍亞述入侵切

斷水源，希望確保城裡的水資源供應不受戰爭影

響，便下令在耶路撒冷建築地下水道，將城外的基

訓泉水引進城內，儲備在「西羅亞池」中，並把泉

水入口封住，讓亞述軍隊圍城時尋 

不著，因缺乏飲用水，使軍隊無法久留於此。 

酒店 中式午餐 酒店晚餐 

【耶路撒冷 

Jerusalem】 

連續4晚入住 

 

Crown Plaza 
 



 

20/3  

2020年耶路撒冷馬拉松 

全日參加馬拉松大賽 

2020Jerusalem Marathon 

*本司可代辦理報名手續；賽事及跑道各資料 

敬請瀏覽官方大會網頁 

www.jerusalem-marathon.com 

酒店 
自費品嚐 

當地美食 
酒店晚餐 

 

【耶路撒冷 

Jerusalem】 

連續4晚入住 

 

Crown Plaza 
 

21/3  

凱撒利亞 > 羅馬劇場 > 引水道 >(車程約35

分鐘)海法 > 卡爾梅勒山 > (車程約45分鐘)

拿撒勒 >迦拿教堂 > 天使報喜堂 >  

(車程約1小時)提比利亞 

Caesarea > Roman Theatre > Aquaduct > Haifa 

> Mt.Carmel > Nazareth > Cana Church > 

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 > Tiberias 

【凱撒利亞】古時以色列和羅馬往來的最大港

口，羅馬劇場、引水道是十字軍東征時遺留下

來的古蹟。 

【海法】以色列第三大海岸城市，地中海岸的

主要商港及以色列北部最主要之工商業中心。 

【拿撒勒】耶穌渡過童年的故鄉。 

【迦拿】耶穌第一次行神蹟由“水變酒”的地

方。 

【天使報喜堂】天使向童貞女瑪利亞顯現，宣

佈她即將懷有救世主耶穌基督之地。 

酒店 地道午餐 酒店晚餐 

【提比利亞 

Tiberias】 

連續2晚入住 

Royal Plaza Hotel 

或 

Golan Ron Beach 或 

Nof Ginosar 或 

Leonardo Club 

Caesar 或 

Emily's Boutique 

或Nof Ginosar 

或 同級 

22/2 

提比利亞 >(車程約1小時)哥蘭高地 > 

葡萄酒莊~品嚐美酒 > (車程約1小時) 八福山 

>塔布加~五餅二魚堂 > 迦百農 > 加利利湖仿

古船河 

Tiberias > Golan Height >Wine Tasting > §

Mt. Beatitude > Tabgah >Capernaum > Boat 

ride in Galilee 

【哥蘭高地】水源豐富，農作物產量豐富。 

【葡萄酒莊】中東是種植葡萄的故鄉，以色列

是世界上生產葡萄酒歷史最悠久的國度之

一，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葡萄酒產業，擁有釀

造美酒智慧，其地中海型氣候賦予以色列葡萄

品種優良及豐富產量。 

【八福山】耶穌在此山宣講登山寶訓之八福，

教堂以八角形建築，代表八種不同之福氣。 

【塔布加】耶穌施行神蹟「五餅二魚」給5000

人吃飽的地方，現為一所修道院，稱為「五餅

二魚」堂，教堂內鑲有一幅由五世紀流傳下來

的「五餅二魚」馬賽克畫。 

【迦百農】耶穌傳道的主要中心，該處還有耶

穌當年傳道的猶太會堂遺址 

 

 

 

 

 

 

 

 

 

 

 

 

 

 

酒店 

地道午餐 酒店晚餐 



 

23/3 

提比利亞 > (車程約2小時)耶利哥 >昆蘭>  

死海古卷> AHAVA死海護膚品專門店 > 死海

(一嘗浮泳) 

Tiberias > Jericho > Qumran > Dead Sea 

Scrolls >AHAVA Cosmetic Shop >  

Dead Sea(Swim &Float) 

【耶利哥】被認為是世界最古老之城市，聖經

舊約記述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後

攻陷的第一個城市，亦是耶穌經過遇見稅吏撒

該的地方。相傳當日撒該爬上觀看耶穌的桑樹

依然存在。 

【死海】著名渡假勝地，被認為是地球最低

處，水中鹽分極高，為一些海水之十倍，完全

沒有微生物於水中；不懂游泳亦可漂浮於水

中，也是一種享受。 

酒店 聖彼得魚 酒店晚餐 

【死海 Dead Sea】 

David 或 Daniel 或 

Leonardo Plaza 

或 同級 

24/3 

死海 > 特拉維夫(以色列) > 市內觀光 >  

自由購物 > 香港 

Dead Sea > Tel Aviv(Israel) > City Tour > 

Free at Leisure > Hong Kong 

酒店 地道午餐 航機上 航機上 

25/3 
香港 

Hong Kong 
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