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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香港 
是日晚上2230齊集香港機場, 乘坐卡塔爾航空公司QR 815號班機前往多哈(0120/0445)。 
 
Day 02 貝魯特 Beirut 
當地時間0445抵達多哈，稍事休息轉乘 QR 416號班機飛黎巴嫩首都貝魯特(0730/1150)。 
上午1150到達貝魯特國際機場，英語導遊接機。清關後由專車接往市內餐廳午飯。 
下午1400乘坐豪華旅遊巴前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 Damascus。全程137公里，行車連過關約3個半小
時。下午1730抵達大馬士革，先送返酒店休息。稍後步行到舊城晚飯。 
 
Day 03 大馬士革 
全日大馬士革市內觀光。大馬士革距離地中海岸邊80公里，四周環繞著黎巴嫩山脈 Mount Lebanon 
Range，位於海拔680米的高原上，是全世界最古老持續有人居住的城市（至今4000多年）。大馬士
革分新城和舊城兩部分，舊城區至今還保存著古羅馬和阿拉伯帝國時期的許多名勝古跡，堪稱「古

跡之城」。 
 
觀光節目包括： 
倭馬亞大清真寺 Umayyad Mosque 
倭馬亞大清真寺是伊斯蘭教的第四大聖寺，原本是羅馬帝國的一個神殿，後來經過倭馬亞王朝改造，

保留了清真寺長方形的佈局和兩座尖塔，第三座高塔是倭馬亞王朝的瓦利德一世 Al-Walid I新建的。 

 
 
大馬士革古城* Damascus Old City 
大馬士革古城建於公元前3世紀，由一道具有防衛的城牆包圍，裡面保留了一些羅馬和拜占庭時期的
規劃，例如市場、宮殿、頂塔等，還有一些不同時期的清真寺，它們是伊斯蘭教最神聖的地方，也

是伊斯蘭教朝聖者的天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UNESCO Site。 
 
薩拉丁之墓 Saladin Mausoleum 
薩拉丁是埃及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的開國君主，因在抗擊十字軍東征中的卓越領袖風範、騎
士風度和軍事才能而聞名於東、西方。在穆斯林世界中被稱為偉大的英雄，埃及的軍事博物館專稱

他為地上最偉大的軍人。 



阿茲姆宮 Azm Palace  
阿茲姆宮是一座建於 1750年的宮殿，傳統的大馬士革的建築，後宮是阿茲姆的家院，包括廚房、宿
舍和浴池。現在成為了一個博物館和民間藝術展覽館。 
 
大馬士革國家博物館 Damascus National Museum 
大馬士革國家博物館位於大馬士革的市中心，成立於1919年。博物館內展出了不同時期的古物，例
如硬幣、金屬、雕像、珠寶等。住宿大馬士革5星級阿維利精品酒店 Beit Alwali Hotel。 

 
薩拉丁之墓       大馬士革國家博物館 
 
Day 04 大馬士革－塞德納亞Saidnaya－馬盧拉Maaloula－霍姆斯Homs 
早上乘車前往大馬士革北面27公里的小城塞德納亞，參觀著名的塞德納亞聖母誕生修道院 Convent 
of Our Lady of Saidnaya。2012年修道院遭破壞，目前已回復正常崇拜活動。離開修道院，半小時後
來到另一古城馬盧拉 Maaloula。 
 
馬盧拉村位於大馬士革東北部海拔1500米的山區，房屋依山而建，成梯狀層次，是一個有上千年歷
史的基督教村莊。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也有少數穆斯林，村莊及其附近一萬多村民仍可講幾乎絕

跡的阿拉米語Aramaic。阿拉米語被認為是耶穌使用的語言。參觀馬盧拉眾多的寺院、修道院、教堂。 

 
 
午飯後乘車2小時到達位於大馬士革以北162公里、海拔約500米、人口50萬的中部城市霍姆斯Homs。
霍姆斯是重要農業區的中心和交通中心。鐵路北通阿勒頗，西通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並轉入首都大

馬士革。來自本國卡拉丘克油田的油管與來自伊拉克基爾庫克油田的油管也通過該城近郊通往地中

海沿岸各油港。住宿霍姆斯3星級新巴斯曼酒店 New Basman Hotel。 
 
Day 05 霍姆斯－哈馬Hama－阿勒頗Aleppo* 
由霍姆斯前往哈馬，全程47公里，行車1小時。哈馬是敘利亞西部城市，人口30萬，為全國第四大城
市，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位於阿西河畔，為重要的農產品集散地。市内有著千百年歷史的哈馬

水車，有鋸齒般的大鐵輪，因年代久遠，上面佈滿了青苔，大鐵輪兩側，用堅固的石磚牆把輪軸牢

牢禁錮。巨型水車曾達30多輛，至今猶存22輛，已成為著名的古跡。其他景點還有高聳入雲的清真



寺和雄偉的艾法米亞等三大古堡，以及民間風俗博物館和傳統市場。現代化建築也與古哈馬的古跡

互相輝映。 

 
 
午飯後由哈馬前往阿勒頗*，全程146公里，行車3小時。阿勒頗是敘利亞西北部城市，人口150萬，
為全國第二大城。歷史上為地中海東通小亞細亞、阿拉伯半島、波斯等地的交通要站。中東最大的

商業中心之一。市內多名勝古跡和伊斯蘭教寺院。阿勒頗從公元前2世紀起就處於幾條商道的交匯處，
古城內13世紀的城堡，12世紀的大清真寺和17世紀的穆斯林學校、宮殿、商隊旅館及浴室構成了城
市獨特的建築結構。市內多石灰岩建築，有白色阿勒頗之稱。聞名世界的特產「阿勒頗橄欖皂」就

產於此城。住宿阿勒頗5星級王宮酒店 Aleppo Palace Hotel。 
 
Day 06 阿勒頗* 
全日阿勒頗市內觀光。阿勒頗古城和大馬士革同樣的歷史，早在4000多年以前就已成為重要的商業
中心。各個王朝的統治在阿勒頗留下了各個歷史時期燦爛的文化，特別是它保存下來的阿拉伯文化

更是聞名於世。 
觀光主要集中在阿勒頗衛城Acropolis。衛城坐落在古城東邊一座走勢平緩的小山坡上。它是赫人
Hittites歷史文化的見證。傳說亞伯拉罕在旅途中曾經在這裡停留並給他的紅色母牛擠奶。它始建於
公元前2000年，原先是亞述帝國的神廟。11世紀幾經重建和擴建，佔地15公頃。現在人們看到的是
公元12世紀末重建的面貌。衛城的城牆用巨石砌成，四周圍繞著深22米、寬30米的壕溝，從溝底到
城牆頂端共65米高。從城牆低部至壕溝不僅坡度很陡，而且上面鋪著光滑的石板，看起來似乎沒有
人可以越過壕溝爬上城牆。入口處和哨樓之間相距10多米，過去這裡有公元16世紀初修建的大吊橋
相連，一旦有敵人來犯，收起吊橋，衛城便固若金湯。連接大門之間的通道設有翻板和各種機關，

通道頂端佈滿堞眼和監視孔，可以將貿然入內的敵人致於死地。同時，城堡內部還有不為人知的秘

密通道。這個衛城防禦嚴密，構思巧妙，極端易守難攻，驕傲地把自己隔絕於世。據說只在公元

1401年被帖木兒汗攻下，以後再沒被攻入過。 

 
 
衛城內部保存了幾個不同朝代的宮殿遺址，其中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公元13世紀的皇宮，它的大廳內
鑲嵌著白色的大理石，屋頂上懸掛著各式鐘乳石狀的裝飾物，可謂是阿拉伯藝術的傑作。而皇宮內

建於公元15-16世紀的金鑾殿則以其非凡的華美細節著稱，無一不體現了那個時代敘利亞手工藝的發



展水準以及手工藝者的傑出智慧。此外，衛城內還有東羅馬帝國時代的帶有地牢的監獄、土耳其統

治時期的兵營、1000多年前的大蓄水庫、火藥庫、糧倉，以及12世紀的大清真寺遺址和一些深60米
的水井，據說這些水井就連接著秘密通道。 
除著名的阿勒頗衛城以外，古城內還保留有眾多頗具文化價值的景點，包括車輛難以通行的古老街

巷，也足以使人留連忘返。縱覽全城，街道和小巷按照公共和私有領地的等級制度分佈。而後在兩

者之間又新修築了一些道路，其中的一些道路與原有街巷完美地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古城中心的烏

馬亞德大清真寺初建於7世紀，500年後重建整修，現在展現給世人的已不是當初的伊斯蘭早期建築
特徵，而是古埃及馬穆克騎兵時代Mamluk的風格。在大清真寺附近還有一批古代的伊斯蘭建築，所
有的這些一起構成了阿勒頗獨特的氣質，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頂禮膜拜。 
住宿阿勒頗5星級王宮酒店Aleppo Palace Hotel。 
 
Day 07 阿勒頗－騎士城堡Krak des Chevaliers*－聖喬治修道院Saint George Monastery 
由阿勒頗乘車到塔爾圖斯市郊的騎士城堡*，全程289公里，行車4個半小時。城堡始建於11世紀，在
塔爾圖斯以東，高650米的霍姆斯峽谷上，為全球最大及最完整的騎士古堡。  
按照城堡的分類，騎士堡既可以被認為是山頂城堡，也可以被認為是雙層城堡。騎士堡的建築材料

主要是石灰石，城牆表面光滑，僅能看到石灰漿的痕跡。儘管騎士堡的主要是一座軍事建築，但它

也是為數不多的保留了十字軍藝術的地點之一。20世紀在騎士堡發現了中世紀的壁畫，表面和塗料
都已經破爛不堪了。這些壁畫主要在教堂的裡面和外面，而城堡主入口外的小教堂已經拆除了。  
離開騎士城堡北面幾公里處是一個叫麥什塔亞Al Meshtaya 的小鎮，繼續參觀當地一間最早的基督教
聖喬治修道院。修道院始建於5世紀，重建於1857年。 
住宿麥什塔亞3星級羅莎小築酒店 Villa Rosa Hotel。 

 
 
Day 08 麥什塔亞－薩非塔－烏加列Ugarit－拉塔基亞 Latakia  
是日由麥什塔亞乘車前往薩非城堡，全程25公里，行車30分鐘。薩非城堡始建於十字軍東征，目前
只剩下一個暸望塔，高28米，仍然顯示出城堡原來的氣勢。稍後繼續前往海邊古城拉塔基亞，全程
115公里，行車1個半小時。來到拉塔基亞參觀烏加列遺址。烏加列是古代腓尼基沿海城市。位於奧
倫河Orontes River河口之南，即今敘利亞拉塔基亞城北的拉斯沙姆拉遺址。公元前已有人居住。約
公元前40－20世紀，阿摩利人Amorites和迦南人Canaanites在此地居住。公元前18世紀被稱為烏加列，
形成奴隸制城邦，與塞浦路斯、愛琴海諸島及埃及、巴比倫等地均有頻繁的貿易聯繫。公元前1000
多年，先與埃及結盟，後臣服於赫人帝國。大約公元前1450年是烏加列的全盛時期。住宿拉塔基亞4
星級維多魯酒店 Vetro Hotel。 

 



Day 09 拉塔基亞－薩拉丁城堡－阿姆利特Amrit－霍姆斯 
早上乘車30公里到達哈發小鎮，這裡有另一個叫薩拉丁的騎士城堡，始建於10世紀，與塔爾圖斯的
騎士城堡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整體來說，薩拉丁城堡有點損壞，沒有塔爾圖斯那個完整。  
稍後行車100公里，個半小時後到達地中海沿岸另一城市塔爾圖斯 Tartus，午飯於濱海餐廳。 
塔爾圖斯郊區6公里的地方，有另一個古代腓尼基沿海城市阿姆利特Amrit的遺址。 阿姆利特在公元
前三千年已成立，到公元前148年棄置，如今只剩下一片頹垣敗瓦。  
住宿霍姆斯3星級新巴斯曼酒店 New Basman Hotel。 
 
Day 10 霍姆斯－帕米拉Palmyra*－大馬士革 
由霍姆斯前往羅馬古城帕米拉*。全程155公里，行車2個半小時。 
帕米拉是公元前1世紀建立於叙利亞中部綠洲的國家，擁有較高的文明，憑藉其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
獨霸西亞，繁榮持續了300年之久。2世紀60年代歸羅馬帝國統治。273年遭戰爭破壞而衰落。 
如今的帕米拉古城遺址佔地6平方公里，其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藝術和建築既有古希臘、古羅
馬恢宏大氣的風格，又有本地傳統和波斯文化的神秘與華麗。在遺址眾多的古跡中，貝爾神廟

Temple of Bel是最為雄偉的羅馬式建築，這也是遺跡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另外，一座座類似碉樓
的高塔，便是昔日的陵墓，它顯現了一個宮殿的富麗堂皇，交融了東西方的藝術智慧，凝聚了古人

對神靈的信仰和崇拜。宮殿、神廟、陵墓在這裡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3座殿堂呈U型分佈，圍成一座廣場。在城中曲道迴廊處，有一個古羅馬角鬥場，邊上有宮殿殘牆。
一條青石道路，通向古殿深處，這就是著名的帕米拉大街。城內還有龐大的地下墓室，當時可容納

200多人，已在大馬士革博物館內重建。 
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帕米拉古城遺址數易其手，2015年帕米拉古城落入極端武裝組織手中，
繼而遭到破壞，巴爾夏明神廟被炸毀。目前敘利亞政府正展開維修。 
遊覽帕米拉之後，乘車返回首都大馬士革，全程207公里，行車3小時。住宿大馬士革5星級阿維利精
品酒店Beit Alwali Hotel。 

 
 
Day 11 大馬士革－布斯拉Bosra*－大馬士革 
由大馬士革乘車到布斯拉*觀光，全程137公里，行車2小時。布斯拉坐落在敘利亞南部古商道的交匯
處，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自公元前6世紀開始，布斯拉已是阿拉伯商旅隊從事貿易活動的一個重
要的邊境市場。 
布斯拉以擁有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大型羅馬式劇院遺址而聞名。劇院，街道以及其他的古代建築

都是敘利亞所擁有的世界文化遺產。碩大無比的劇場，可容納15000名觀眾。大劇院之所以能保存得
如此完好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建築材料選用異常堅固的黑色玄武岩，其次在伊斯蘭時期，將劇

院改作堡壘，用土填埋，這樣也保護了劇院免遭毀滅性的破壞。 
這座古劇院有著非常優美的音效，直到現在，一些世界上著名的歌手和歌劇演唱家還經常在這個古

老的劇場裡演出，場面蔚為壯觀。 
參觀完畢返回大馬士革繼續觀光。住宿大馬士革5星級阿維利精品酒店 Beit Alwali Hotel。 



 
 
Day 12 大馬士革 
全日大馬士革市內觀光。大馬士革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名城，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世界兩大宗教的

發展歷史上，它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目前有近400座伊斯蘭清真寺和70多座基督教教堂，遍佈古城
內外。登上大馬士革後面的卡辛山頂，向下放眼四望，可以看到多不勝數的清真寺的綠色圓頂和金

黃色的尖塔，高聳藍天。 
今天在大馬士革城內仍然保存了很多著名古建築－馳名於中東的奧瑪亞清真寺、巍峨的聖保羅教堂，

威嚴的石頭城牆和中世紀的古城堡，閃放出人類文明的光彩，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是日集中在

古城區遊覽以哈米迪亞為主的各個不同市集，品嘗百年雪糕店及傳統的說唱茶室。也會參觀大馬士

革其他二線的景點。 
 
哈米迪亞大市場 Al-Hamidiyah Market 
哈米迪亞大市場始建立於羅馬時代，位於大馬士革的老城區。它以歷史悠久、貨物齊全著稱。服裝、

布匹、皮革、銀銅器皿和傳統手工藝品應有盡有。 
住宿大馬士革5星級阿維利精品酒店Beit Alwali Hotel。 

 
 
Day 13 大馬士革－貝魯特－多哈 
上午在大馬士革古城自由購物。午飯後乘坐豪華旅遊巴由大馬士革前往貝魯特國際機場。全程137公
里，行車連過關約需3個半小時。晚上2040乘坐卡塔爾航空公司QR421號班機前往多哈(2040/0040+1)。 
 
Day 14 多哈－香港 
航機於0040抵達多哈，稍事休息後轉乘QR818號班機返港(0325/1605) 。是日下午1600抵達香港。 
 
14天敘利亞行程到此完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本團特色： 
- 參觀敘利亞五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 大馬士革舊城 Ancient City of Damascus (1979) 
- 帕米拉 Site of Palmyra (1980)  
- 布斯拉舊城 Ancient City of Bosra (1980)  
- 阿勒頗舊城 Ancient City of Aleppo (1986)  
- 騎士城堡 Crac des Chevaliers (2006)  

- 深入了解不同時期的歷史及文化 
- 腓尼基 
- 亞述 
- 波斯 
- 馬其頓希臘 
- 羅馬 
- 阿拉伯 
- 鄂圖曼帝國 

團費包括：  - 機票（卡塔爾航空） 
- 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建設費 
- 酒店 
- 景點門票 
- 膳食 
- 餐飲 
- 小費 
- 出發前兩小時課程 
- 蘇博士著作一本 

未包：個人旅遊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