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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晚伊朗 揭開神秘面紗
探索華麗波斯風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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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Travel Period: 15 Dec 2019 – 30 Jun 2020

暢玩德黑蘭.伊斯法罕.亞茲德.設拉子

行程特色:
 伊斯法罕住宿三晚，充裕時間探索波斯風韻。
 踏足四個具豐富波斯歷史遺跡豐富的城市，德黑蘭、伊斯法罕、亞茲德、設拉
子。暢遊伊朗境內三大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最大廣場之一的伊瑪目廣
場、波塞波里斯遺址、帕薩爾高德 。
 設拉子參觀有粉紅清真寺美稱的莫克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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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一天: 香港 → 德黑蘭(當地司機接機) → 國家考古博物舘 → 薩德阿巴德皇宮(白宮) Saad Abad Palace(White Palace)→ 地
氈博物館
【國家考古博物舘】
伊朗史前時期、阿契梅尼王朝和薩珊王朝等等數千年來的考古文物。
【薩德阿巴德皇宮(白宮)】
該皇宮原為巴列維王朝國王的辦公室和夏宮。伊朗革命勝利後轉為博物館。白宮以寢室、禮賓廳，其中禮賓廳的裝飾和擺設均為歐
洲風格。
【地氈博物館】
其外形據聞是仿照織地氈的機器設計，佔地面積近 4,000 平方米，館內展出數百張價值連城的精品地氈。
住宿:A.

Parsian Enghelab

B.

/

Parsian Azadi Grand

/

/

第二天: 德黑蘭 → 古列斯坦皇宮 → 伊瑪目高美尼陵墓 → 德黑蘭電視塔 → 皇家珠寶博物館 → 自由紀念碑
【古列斯坦皇宮】
名字解作「花之宮殿」
，現存建築主要是 1848 -1896 年間的君主所建，在巴列維王朝時是接見外賓的重要地方。
【伊瑪目高美尼陵墓】
此陵墓是伊朗人民為紀念其領導及精神領袖高美尼已建造。
【德黑蘭電視塔】
塔高度為 435 米是伊朗最高的建築，也是世界上第六高的塔。客人可自費安排午餐於頂層，同時飽覧全市景色。
【皇家珠寶博物館】
館內珍藏著伊朗各朝代的珠寶，其中一顆聞名世界的鑽石海之光重 182 克。
住宿:A.

Parsian Enghelab

B.

Parsian Azadi Grand

酒店

電視塔餐廳
(代訂/客人自費)

/

第三天: 德黑蘭 → 卡尚 → 費恩國王庭園 → 布魯杰爾迪古宅 → 伊斯法罕
【費恩國王庭園】
庭園已有八百多年歷史，園內有很多天然噴泉，是典型波斯庭園設計。
【布魯杰爾迪古宅】
已有百多年歷史，保存了許多波斯的民居建築特色，包括拱門、柱廊、風塔、地下儲冰室等。
【伊斯法罕】
地擁有數量龐大的美麗建築，猶如半個世界，美稱「世界之半」
。伊瑪目廣場，面積達 80000 多平方公尺，是世界上最大廣場之一。
給伊瑪目清真寺、羅德菲拉清真寺、阿里卡普宮殿、四十柱殿環抱 ，還有四周的迴廊，各式商店。
住宿:A.

Aliqapou

B.

酒店

Kowsar

/

/(

薩德阿巴德皇宮

德黑蘭
P.2 of P.6

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四天: 伊斯法罕 → 伊瑪目廣場 (Naghsh-e Jahan Square, UNESCO) → 伊瑪目清真寺 → 羅德菲拉清真寺 → 阿里卡普宮
殿 → 伊斯法罕市集 → 四十柱殿
【伊瑪目清真寺】
建於 17 世紀初薩法威時代，是當地最大的雙層拱頂清真寺，寺內外鑲嵌彩釉瓷磚，裡面的裝飾著精美壁畫、雕花格窗等。
【羅德菲拉清真寺】
是薩法威王朝皇室家眷專用的禮拜堂。由阿拔斯大帝的首席建築師所建，壁頂裝飾都是伊朗的藝術傑作。
住宿:A.

Aliqapou

B.

酒店

Kowsar

特色石榴雞

/

(代訂/客人自費)

第五天: 伊斯法罕 → 八重天宮 → 旺克大教堂及博物館 → 三十三孔橋 → 哈鳩橋 → 地氈專門店 → 白鴿塔 → 音樂博物館
→ 星期五清真寺
【八重天宮】 建於 17 世紀，是當年一些波斯王子的居所。整座宮殿由美麗的伊斯蘭馬賽克圖案裝飾，想像到當年建築物璀璨堂皇
的影子。
【旺克大教堂及博物館】薩法維王朝統治時為收留遷徙移到此地的阿美尼亞人，並容許他們在伊斯法罕建教堂和繼續其宗教信仰，
博物館內擁有世上最小的書本可蘭經，大約有一塊指甲般大及另有一根的頭髮，刻上重要經文。
【三十三孔橋】阿拔斯一世他的大臣格魯吉亞族阿拉威爾迪汗負責建造，它是雙層結構，共有 33 個橋孔，建造於 16 世紀。
【哈鳩橋】橋中央有兩個很大的亭子，作為昔日國王舉行盛夏宴會的地方。
【白鴿塔】此塔是古代波斯人飼養白鴿作為傳信鴿而建造。
住宿:A.

Aliqapou

B.

酒店

Kowsar

浴場餐廳

傳統燒羊架

(代訂/客人自費)

(代訂/客人自費)

第六天: 伊斯法罕 → 蘭尼亞 → 星期五清真寺 → 亞茲德 → 喬赫馬克清真寺
【星期五清真寺】 伊斯蘭地區的休息日在星期五，到清真寺禮拜，故稱星期五清真寺。
【亞茲德】是位於沙漠地區的綠洲城市，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中途站，馬可索羅亦在其傳記提及此地方。亞茲德直到 15 世紀仍是繁
榮的驛站，因拜火教的消失，隨後便漸漸衰落，直到近年才再被遊人發現。
【喬赫馬克清真寺】建於 12 世紀，浮面建築高達三層，為紀念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伊瑪目侯賽殉道而建，它特別的綠色圓
頂成為了亞茲德標誌性建築物。
住宿:A.

Parsian Safaieh hotel

B.

Parsian Safaieh hotel

酒店

/

/

備註: -行程中之景點安排會視乎當地情況而有所改變，一切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行程中之司機安排會視乎當地情況而有所不同，一切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三十三孔橋

亞茲德
伊瑪目清真寺

P.3 of P.6

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七天: 亞茲德 → 拜火廟 → 天葬場遺址 → 杜維拉特阿巴德庭園 → 水源博物館 → 亞茲德古城
【拜火廟】曾盛行於伊朗地區，今天雖然趨於式微，但仍有數千信徒散居在亞茲德一帶，廟內保存著「聖火」，據說已連續燃燒了
1,500 多年不滅。
【天葬場遺址】拜火教的信徒的天葬跟西藏天葬形式上有些相近，但不會有天葬師作肢解、碎骨。他們把屍體放在小山丘上的天葬
場上，任由禿鷹啄食。伊朗政府於 50 年前已停止這項儀式。
【水源博物館】這個博物館記載了亞茲德居民為尋找水源及挖掘坎兒井的資料。
住宿:A.

Parsian Safaieh hotel

B.

Parsian Safaieh hotel

酒店

/

/

第八天: 亞茲德 → 風泥冰塔 → 帕薩爾高德 ( Pasargadae , UNESCO) → 波塞波里斯遺址( Persepolis, UNESCO ) → 羅斯塔
姆皇陵崖雕 → 設拉子
【帕薩爾高德】阿契美尼德帝國第一個首都，大流士二世從公元前 546 年開始這個城市的建設。
【風泥冰塔】建築在沙漠中獨特造形的冰塔，主要用來儲存食水，於夏季來臨的時候得以採用。
【波塞波里斯遺址】波斯帝國最輝煌昌盛的時期，幅員遼闊的廣大疆土，有著來自四方的使者，為了彰顯帝國的霸氣，在建築上便
著重於營造博大輝弘的氣勢，從 Xerxes 城門、使者納貢之所的阿巴丹大殿、百柱廳、皇族私人寢殿等。
住宿:A. Parsian

B. Chamran Grand

酒店

/

/

第九-十天: 設拉子 → 古蘭經城門 → 莫克清真寺 → 綠鏡子陵墓 → 詩人哈菲茲墓 → 天堂花園 → 加謙汗城→ 大市集
【星期五清真寺】 它有「粉紅清真寺」的別稱，卻不是指它的建築顏色，而是鋪滿寺內的彩釉瓷磚色彩繽紛艷麗，當陽光透過彩色
玻璃射到波斯地氈上，感覺夢幻攝人。
【綠鏡子陵墓】耀眼的室內綠色鏡子牆身相當精巧，中央墳墓被一個金屬格柵包圍，哀悼者會環繞，觸摸，甚至吻。
【詩人哈菲茲墓】詩人已故六百多年，今天仍有許多伊朗人民，到哈菲茲墓前親吻石棺、占卦、誦詩。
住宿:A. Parsian

B. Chamran Grand

酒店

/

/

暢遊：
德黑蘭.伊斯法罕.
亞茲德.設拉子

波塞波里斯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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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
第一天
第二天

地區

A 酒店 (4Star Hotel)

B 酒店 (5Star Hotel)

德黑蘭 (Tehran)

Parsian Enghelab

Parsian Azadi Grand

伊斯法罕 (Isfahan)

Aliqapou

Kowsar

亞茲德 (Yazd)

Parsian Safaieh hotel

Parsian Safaieh hotel

設拉子 (Shiraz)

Parsian

Chamran Grand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A/B

單人房 附加費

佔半房 (每位成人) HKD

Single Suppl.
`

2 人同行

4 人同行

6 人同行

8 人同行

(Per Person
Per Stay)

A

$29,379 起

$26,209 起

$23,919 起

$22,969 起

$3,799 起

B

$30,239 起

$27,759 起

$25,339 起

$24,249 起

$4,699 起

房間以兩人一房為主，單數報名則安排加床為準。如要求全程單人房，則需補單人房的附加費。
Room based on two persons sharing a room. 3rd person will be extra bed or Single supplement for whole trip
**如遇星期五/六/公眾假期，價格會有所調整。
費用包括 Price Includes:
 卡塔爾航空香港至德黑蘭 及設拉子至香港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Economy class ticket from Hong Kong to Tehran & Shiraz to Hong Kong on Qatar Airways.
 9 晚酒店住宿。
9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全程英語司機專車接送服務及服務費。(專車服務時間以每日 8 小時及尾站落車以晚上 20:30 為限， 如逾時需繳 HKD$1,000/小時)
Private Car with English Speaking Driver with driver tips. (Private Car Service is only available for 10 hours and until 20:30 per day,
if any overtime case-HKD$1,000/hour)
 包括建議行程之內之入場門票
Entrance fees at places of sightseeing as per the program.
 旅遊業議會 0.15%印花稅。
0.15% TIC Levy.
 港幣$100,000 平安保險。
HK$100,000 Group Accident Travel Insurance.
機票預訂資料及附加費 Flight Restrictions and Surcharges (HKG-DOH-IKA/SYZ-DOH-HKG)
出發日期

每位成人

每位小童

適用航班

訂位代號

機票有效期

備註

Departure Date

Per Adult

Per Child

Applicable flights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Remarks

--

--

15DEC19 - 19DEC19 /
25DEC19 - 16JAN20 /
26JAN20 - 02JUN20
20DEC19 - 24DEC19 /
17JAN20 - 25JAN20 /

5 Days – 2Months
Any flight

2,500

W+N

2,200

/
12Months

可升級至商務客位，有關費用請查詢本公司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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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marks:-



費用以港幣計算及以成人為作價單位。



小童佔半房 或 加床按成人價格減 : $2,100




Prices are quoted in HK dollars and per adult basis.
Child travel with minimum 2 adults: Price base on adult twin share or
extra bed deduct $2,100.

費用並不包括香港及各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其他稅項，如航
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客人須補回或可取回差額。(此稅
項需另加每人全程$40 服務費)





只適用於卡塔爾航空營運之航班。



Valid on QR operate flight only.



訂位代號：“W+N”; 機票有效期為 5 天-2 個月。



Booking class “W+N”; Ticket validity: 5days – 2months.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TIC highly recommends every traveler to purchase travel insurance that



有關





Fuel surcharge, airport & local departure taxes and any other applicable
taxes are not included. ($40 per person per trip service fee will be
applied)

meets your need before departure.

無線上網服務，均以酒店安排為準。

條款及細則:-

WIFI service, subject to hotel arrangement.

Terms & Conditions:-

訂金每位 HK$5000，餘款必須於酒店及機位確認後 3 天內清付
清，或機位及酒店確認期限前繳付餘數 (以較早之日期計算) ，否
則當自動取消，訂金恕不退還。



凡於出發日期前 7 天內預訂，須繳付全費。



套票一經確認，不可更改日期、航線及退款。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 6 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
證，本公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有關累積飛行哩數詳情，請參閱 www.asiamiles.com。



For Asia Miles accrual issues, please refer to www.asiamiles.com.



其他條款按本公司“責任及細則”為準，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查
詢或瀏覽本公司網頁。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our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Prices & terms &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以上價目只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起預訂。不適用於已確認及
繳付全費之訂位。



This
 flyer is applied for new bookings from15Mar219 onward. All

顧客可免費享有高達港幣 10 萬元之平安保險，而該項保險由藍十
字(亞太)保險公司承保。所有保險條款細則、受保年齡限制、不保
事項及因應受保人年齡與團隊種類之詳細保障額，將根據藍十字
(亞太)保險公司所發出之保單 TX900002 為準。本公司有權對顧
客終止所有保障而不須事先向外宣佈。此平安保險非取代旅遊保
險，顧客應自行購買一份受保範圍更廣泛之旅遊保險，令保障更
全面。













Deposit of HK$5000 per person is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balance
payment is required within 3 days after confirmation or deadline set by
airline or hotel whichever is earlier, or deposit will be forfeited.
Booking within 7 days before departure, full amount is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No amendment,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is allowed once booking
confirmed.
Passport must have minimum 6 Months Validity after period of stay.
Jetou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ny matters & losses arising from travel
documents

travel consultants or refer to our website.

previous bookings which have been confirmed cannot be applied.
Customers

can enjoy up to $100,000 of group accident travel insurance,
which underwritten by Blue Cross (Asia-Pacific) Insurance Limited. All
insuranc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insured age limits, exclusions and
should be insured because of age and the team kind of guaranteed
amount of detail will prevail under the policy issued by Blue Cross
(Asia-Pacific) Insurance Limited policy no. TX900002.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verage without prior notice. Group
Accident Travel Insurance does not replace travel insurance. Travelers
should purchase a travel insurance which includes comprehensive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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