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約旦、以色列、埃及十四日朝聖研習團 

日期：2019年02月24～03月09日 
 

售價現金價：15 人以上$148,000元 

      20 人以上$138,000元 

      25 人以上$133,000 元 

包含稅金，全程小費，每日一瓶水與行李小費。  
 

【安全】團體的安全是我們最首要的任務。我們的地面旅行社緊密與“情況室Situation Room”聯

繫 — 保護以色列自然協會(SPNI)與以色列國防(IDF)與警察單位。我們的風險管理部門評估，確保

每位旅客在一個最高的安全標準下，安心地遊覽以色列。 

這趟旅程帶領你，踏上耶穌的腳蹤，呼吸著經文的空氣，讓多年來教導你心與靈的聖經(土地)活起來；

靈命的成長，我們覺得除了走訪著名的聖經地點，透過社區與單位的拜訪，從交流到服務的方式，帶

著更新的祝福回到你的社區。 

★聖地，指巴勒斯坦全地，包括:以色列國，迦薩地區，西岸地區，及約旦王國從其東部地帶（以色

列民進入迦南之前所經的地方），即現代的旱漠公路以西地區。聖地全地區從五月到十月都是晴朗好

天氣；春天更是最舒適的季節，到處綠意盎然。此趟旅習更安排進入以往聖地觀光罕進的西岸地區與

約旦旱漠地區。巴勒斯坦現在區分為兩個國家:以色列、約旦，還有正在尋求立國的巴勒斯坦權力區。

但在聖經時代，這裏卻是以色列民和當地區居民和平共處的地方。歡迎弟兄姊妹把握機會，藉由實地

考察，進一步地瞭解聖經中史事的地理背景。譲我們在這些人、在這少為人走訪的地區，穿行於峽谷、

丘陵和平原之間，默想先知們在有生之年，如何行走於這片土地上。願我們這團，在寧靜的環境中，

能多多思想當年的事蹟，期望我們可獲得一些深入的啟示。此行最終的目的，是要藉對聖地有更深入

的瞭解，譲我們更加領悟上帝將獨生兒子賜給我們的意義，使我們更加地愛主。 

★在《聖經》中，西奈山是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之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摩

西在這座山代表以色列人領受耶和華的律法十誡。當摩西在山上時，亞倫製造了金牛犢給以色列人敬

拜，摩西下山看見，摔碎了法版。西奈半島一直被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教徒視為心中的聖地。 

 

現在是時候來走訪聖地，隨著旅程新知的吸收，更新生命，與人有互動而非地點。 

 

參考航班： 

起飛地點 抵達地點 日 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機/班次 備註 

高雄 香港 2月 24日(日) 15:10 16:40 KA437 KA:國泰港龍航空 

香港 安曼 2月 25日(一) 21:25 05:20+1 RJ183 中停曼谷 1小時 

特拉維夫 安曼 3月 08日(五) 23:30 00:15+1 RJ341 RJ:約旦航空 

安曼 香港 3月 09日(六) 01:05 19:00 RJ182 中停曼谷 1小時 

香港 高雄 3月 09日(六) 21:10 22:40 KA438 KA:國泰港龍航空 

  



行程地圖： 

 



行程內容： 

2/24(日)第一天 高雄(桃園)／香港／(中停曼谷 1小時)安曼 

今日傍晚時刻，集合於小港/桃園國際機場，到香港後、靈修、再前往曼谷轉機，在隔日清晨時刻經

安曼轉機，續搭飛機抵達安曼的阿利亞王后國際機場(Queen Alia)。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飛機上 

 

2/25(一)第二天 曼谷／安曼(約旦首都) －約但河外伯大尼－尼波山 －米底巴－佩特拉 

飛機在上午抵達約旦首都▲安曼。出關後前往▲約但河外（約 10:40）的伯大尼(約 1:28)：這是施洗

約翰為人施洗的地方。聖經提到耶穌到約翰那裏受約翰的洗（太 3:13-17;可 1:1-11;路

3:2-3,18,21-22；約 1:19-28)。考古學家在 1996年在這裏挖掘，認為這裏就是昔日主耶穌在約但河

受施洗約翰的浸之處。▲尼波山：位於耶利哥隔約但河對面的毘斯迦山頂(申 34:1)的一山頭。毘斯

迦山（申 3:27）是亜巴琳山叢的（申 33:49）一座山。摩西在百姓哄鬧情況之下，因為沒警覺就作錯

了一件事：沒有按上帝所指示的去“吩咐”而逕自打了磐石，以致被認為是不尊耶和華為聖，所以不

能帶領以色列人進入上帝所應許之地。當他們來到摩押平原的一段時間之後，上帝帶摩西上尼波山，

譲他親眼看見上帝所應許之地，但卻是可見不可及。盼望我們在那裏的時候有晴朗的天氣，可以有機

會眺望死海，約但河谷，聖城耶路撒冷教堂的尖塔。▲米底巴（民 21:30）是今日約旦的一個大城，

名叫 Madaba，位於死海以東約 20 公里，希實本之南約 10 公里，底本之北約 24 公里，昔日的君

王大道經過此城，今日計有六條重要的公路經此，所以是商務及軍事的重鎮。根據摩押石碑之記載，

此城原屬以色列，在主前八世紀時被摩押王米沙收復，並重建此城，在馬加比時代，許爾幹曾圍城六

個月方才攻下。1884 年所發現該城多處細工鑲嵌的地板，可知在拜占庭時代曾是一個富饒的城市，

尤其是一幅聖地的地圖，長 24 公尺，寬 6 公尺，是非常珍貴之文物，但大部份已毀損。米底巴平

原即是以米底巴城為主，從希實本到亞嫩河之間一片富庶的高原，平均海拔高約 600 公尺。今日夜

宿佩特拉。 

早餐：機上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Petra Moon Hotel 或同級 

 

2/26(二)第三天 佩特拉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接著就前往▲佩特拉古城。據説，Petra就是古代以掃住在西珥（Seir）

一帶的首都西拉(Selah)；西拉曾經被改名為約帖（Jokthe-el,見王下 14:7 )。今天，Petra 是約旦

國人氣第一名的觀光地點，數以千計的玫瑰色洞穴散布在兩百六十四平方公里的山谷中，熠熠生輝。

要進入 Petra或西拉,須先經過一條長約 1.5 公里、名叫做 The Siq的峽谷道。谷道兩旁斷崖峭壁高

270 公尺，在一線天兩側的崖壁上有多條溝痕，有些還用陶製水管連接，是高超的水利工程師的傑作。

在峽谷道的盡頭，漸漸露出令人嘆為觀止、高四十公尺，寬三十公尺的希臘式宮殿:俗稱法老寶藏殿。

整個宮殿是在崖壁山石上鑿雕而成的。但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宮殿都是帝王的陵墓。接著經過墓穴區，

這裏有著或大或小，單個或多個，平民或皇家的墓穴。如果時間允許, 體力充足的人，還可以自費繼

續騎爐子上山，在那裏有一棟撇特拉古城最巨大，高四十公尺，寬四十七公尺的伊爾迪阿 (El Deir，

迪阿就是修道院)。由這裡遠眺，可欣賞到四周天高地闊的山景變化。在 Petra 東南面是何珥山(民

33:38-39)，依稀可看到哈潤山上的亞倫墓(哈潤山即亞倫山或何珥山)。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Petra Moon Hotel 或同級 

 



2/27(三)第四天 佩特拉－阿卡巴／搭船前往埃及奴威巴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接著就前往▲阿卡巴這是約旦國唯一、也是最南、最大的港市。這舊名為

以拉他（Elath）的都市，與以色列的以拉（Elah,古代的以祿 Eloth）同位於阿卡巴灣頭東西相望。

在港口附近有古代以旬迦別(王上 9:26-28)廢墟;所羅門曾在這裏製造船隻。第三世紀時，阿卡巴城

是一個興旺的基督教城邑，還曾經派過代表參加主曆 325 年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開的第一屆

“基督教大公會議”(尼西亞會議)。搭船前往埃及奴威巴。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La Playa Hotel Nuweiba 或同級 

 

2/28(四)第五天 聖凱撒琳修道院－西乃山 

晨更，早餐後，前往▲聖凱撒琳修道院 (修道院不定期休館，視實際情況而定)，修道院建於第四世

紀，是海倫娜皇后派人尋找摩西的事蹟而建造，經過不同年代的加建，在第九世紀，為了紀念早期一

位年輕的女殉道者，將修道院稱為聖凱瑟琳，進入修道院內右側有一摩西井，據說是摩西遇見太太西

坡拉的地方(出埃及記 2:15-21); 又有据說聖經中所記「焚而不毀的荊棘」(出 3:1-2)。我們只能在

此遠眺摩西登山領受上帝所賜的十誡之西乃山(出埃及記 19:10-20:20);申命記 5:6-22;參列王記上

19:7-22)。接著前往攀登▲西乃山看日落，西乃半島：這裡有西乃聖山。崛起於旱漠之中、凌駕於修

道院周圍群峰之上。當年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後曾在山足暫居一 年左右。摩西在西乃

山上第二次禁食 40晝夜親近上帝，下山後即頒佈上帝所交給他的十誡。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La Playa Hotel Nuweiba 或同級 

 

3/01(五)第六天 埃及－以色列－紅海的阿克巴灣—以拉他—亭納自然保護區－拉蒙裂谷 

晨更，早餐後，驅車到邊境進入以色列，過關後前往紅海北端兩叉海灣之一灣頭城市▲以拉他，或 

即古代的「以旬加別」(王上 9:26;申 2:8;代下 8:17)。之後來到古銅礦聞名的★亭納谷，此地為以

前所羅門王採礦的地點，今日成為一個地質及考古公園，參觀一個按著聖經的記載，所建成的會幕，

盼各位對會幕及內部的設施有清楚的認識。接著繼續驅車前往眺望▲拉蒙裂谷位於 1000 公尺高的瑪

特許雷孟山(Makhtesh Ramon)的北脊，深 300 公尺、長 40 公里、寬 10 公里，有 32 種不同地形，位

於敘利亞至東非大斷層上，這裡是古代那霸天人的香料道(波斯灣一路往北到迦薩港)中的綠洲城市一

沙哈諾楠，那霸天人是阿拉伯半島移居的沙漠商人，西元前 4世紀開始出現在內蓋夫沙漠，他們冗斷

當時的香料貿易而致富，秘訣就是他們知道如何在沙漠裡找到水源。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Mashabim Kibbutz Mashabei Sade 或同級 

 

3/02(六)第七天 國父墓－死海浮泳－昆蘭－耶利哥(纜車上試探山)－耶路撒冷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前往▲以色列國父，本古里昂墳墓與眺望尋的曠野。前往死海聖經提到亞拉

巴海(申 3:17)或鹽海(創 14:3)，它的礦物質含量很高因此沒有任何生物生存，因著海水鹽的濃度比

世界其他海高出好幾倍，死海水的密度相當高，是一般海水的九倍，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浮游。死海的

海水與死海泥一直以來有健康與美容效果，經由提煉已製成多種保養產品。(請準備替換泳衣、褲、

毛巾)。接著參觀發現聖經古抄本（亦稱『死海古卷』）的▲昆蘭。1947 年一位貝都因牧羊人在尋找

走失的羊，意外在洞穴中發現 2000 年前的死海古卷。此處共在 11個洞穴找到古卷，除了以斯拉記舊

約的每一經卷都呈現出來，這個發現對聖經研究影響深遠。續往有『棕櫚城』美稱、且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現在是巴勒斯坦的一自治區的▲耶利哥。從古代的耶利哥城西望，可看到根據教會傳



統認為是耶穌被聖靈引到該處受試探(太 4:1)的試探山。從耶利哥前往耶路撒冷路途中經猶大曠野，

景觀與詩篇 23篇提到的死蔭幽谷非常相近。並且聖經中幾個事件發生在此地區。例:好撒瑪麗亞人的

故事(路 10:25-37)與耶穌從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城(路 19:28)。 

早餐：飯店內 午餐：以色列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Jerusalem Prima King或同級 

 

3/03(日)第八天 耶路撒冷－橄欖山－伯利恆－錫安山－大衛王古城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上▲橄欖山，因為很多跟耶穌生平有關的事，都發生在這裏。▲主泣堂：此

堂是紀念耶穌昔日為耶路撒冷流淚的地方(太 23:37-24:2；可 13:1-2；路 21:5-6)，此教堂外的平台

可以瞭望耶路撒冷舊城，眼前就像一個立體模型，看見錫安山、欣嫩子谷、汲淪溪谷、聖墓堂、大衛

塔等，我們更具體了解昔日耶穌曾經走過的地方，特別是最後一週的足跡，讓我們有更深刻的印象。

▲客西馬尼(太 26:36-56;可 14:32-50;路 22:39-53;约 18:1-11)這裡乃是一處有橄欖樹的園地，這裡

的橄欖樹齡高達二千多年。耶穌在門徒吃過最後晚餐後，帶著他們來到此處禱告，將安排在此於私人

園子禱告。接著來到▲伯利恆：目前此城在巴勒斯坦自治區管轄內，入城須經過安全警衛站(由巴勒

斯坦警察負責)，我們可看到自治區內懸掛巴勒斯坦國旗，氣氛與以色列境內猶太人管轄城市有明顯

的對比。經由謙卑之門進入參觀主誕堂(路 2:1-20)；一般認為耶穌就是在這教堂下面的石窟中誕生，

並且放在附近的馬槽中。接著到郊外參觀曠野牧羊人堂(路 2:8)。接著前往▲錫安山：最早指的是昔

日大衛所攻取的耶布斯人的“錫安的保障”，後改名為大衛之城（撒下 5:7）。今天的錫安山指的是

耶城錫安門外的小山丘；其上有馬利亞長眠處。之後從錫安門進入參觀馬可樓與大衛的墓。傳統這裏

是耶穌與門徒吃逾越節晚餐的地方(太 26:17-19)，也是耶穌升天後門徒一同聚集禱告的地方（徒

1:12-14）。▲雞鳴堂是彼得三次不認主的地方(太 26:57-75;可 14:53-72;路 22:54-62約 18:25-27)。

前往耶路撒冷舊城外▲大衛王古城。我們將自古城下經華倫井道前往基訓泉(王上 1:32~40)，希西家

水道(代下 32:3-4)：這長約 500 公尺長的地下水道，鑿建於主前 700 年。當年希西家王為了避免在

被亞述王攻打時，水源被破壞，使大衛城困住没水用，因此建此水道由城外的基訓泉引水到西羅亞池

儲存，據說至少可足夠 2500 人飲用，此水道的尺寸，容許人在內行走，彎曲地穿越古老山丘，我們

將親自涉水走過此水道，一看這條古代建築奇蹟。▲西羅亞池(約 9:1-7)：是希西家水道西邊的終點。

接著★希律步道，第二聖殿時期，朝聖者由西羅亞池往聖殿山的登山步道。該通道在當時規模宏大，

可能有幾十米寬，也是耶路撒冷城主要的排水渠道。(請預備水道涉水裝備)。▲聖殿山南面 考古在

此挖掘到南面的階梯，一整段的樓梯連接到進入聖殿山的主要入口；在此還有其他發現，例如: 第一

世紀的街道，一連串的大眾湧泉提供前來的朝聖者，潔淨後再進入聖殿。 

▲晚上特別安排於大衛塔燈光秀由 20台投影機以及 14個立體音響讓人能身歷其境，重溫耶路撒冷的

過去！ 

早餐：飯店內 午餐：以色列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Jerusalem Prima King或同級 

 

3/04(一)第九天 耶路撒冷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經過安檢站後，進入▲聖殿山就是位於耶路撒冷的摩利亜山，可以俯覽大衛

城。猶太人的第一與第二聖殿皆建造在此山上。但今天我們所可能看到的，只是伊斯蘭教的金頂清真

寺，裡面有一塊古老的大磐石，據說是亞伯拉罕獻以撒之處(創22:2)，也是穆罕默德騎馬上天的地方。

但現在已經不開放給非伊斯蘭教教徒入內。▲畢士大池(約5:1-18)考古學家在聖安堂西北方考挖此

池，因為耶穌曾在此醫治了一個病了38年的患者。接著▲悲苦路乃是天主教所倡設，共十四站，紀念

主耶穌從被彼拉多定罪的地方開始，到各各他途中所經過的路，並最後被釘死、埋葬及復活的地方。

延著苦路14處(VIA DOLORASA)朝拜耶穌的十字架、墳墓、復活後顯現給婦女的位置。並在聖墓堂內奉



獻朝聖最後一台。接著前往▲花園墓此處被二十世紀初的基督徒認為是主耶穌被埋葬及復活之處。因

為大馬色門外的小山丘，外型酷似骷髏頭骨，被認為可能就是耶穌被釘的髑髏地（路23:33)；這地是

希伯來語的各各他（Golgotha約19:17)。山旁的花園有一個古墓；因與似骷髏的山相近，近世學者認

為當日亜利馬太的約瑟，向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獲准後，就把祂埋葬在附近的這花園裏 (太27:57-60;

可15:42-46; 路23:50-53; 約19:38-42)。 

早餐：飯店內 午餐：以色列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Jerusalem Prima King或同級 

 

3/05(二)第十天 基利心山－示羅－基波利山－古木船遊加利利海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前往▲示羅(撒 4:3-4；士 21:21)摩西在曠野為耶和華所造的帳幕與約櫃放在

示羅。摩西要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後就到附近的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宣講律法(申 11:26-32)；兩座

山的頂峰約相距三公里。約書亞打敗艾城以後立即到以巴路山築壇並在兩山宣讀律法（書 8:30-35)。

約書亞年老時，召集以色列人在這裏勸他們選擇事奉耶和華（書 4:1,14-15），山谷的走向是由東到

西，是巴勒斯坦最美的山谷之一。之後往▲基利波山，位於耶斯列河谷南岸，起自耶斯列城的南面，

山脈向東南延伸，長約 13 公里，寬約 5 至 8 公里，最高峰名叫 Sherikh Burqan，海拔高 499 公

尺，但與東側的約但河谷的高差約達 600公尺以上，山區中部份地方可放牧及種植小麥、橄欖和無花

果等，東側及北側則多懸崖，崎嶇難行，是天然的屏障。與東北方的摩利岡相對，中間就形成了哈律

河和美麗的耶斯列谷。基甸攻打米甸人可能也是在此山上聚集。戰鬥在 Jezreel山谷進行，以色列人

逃到了基利波山，在那裡掃羅王的三個兒子第一次在戰鬥中落下（撒母耳記上 31：1-2）：現在非利

士人與以色列人爭戰。以色列人從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上被擊殺。非利士人緊追掃羅和他

的兒子;非利士人殺了約拿單，亞比拿達，和麥基希亞。 ，掃羅的兒子們“。(撒母耳記下 1:6)。後

前往舊約中名叫基尼烈湖(民 34:11; 書 12:3) 的▲加利利海。耶穌基督一生的事蹟大都發生在加利

利海邊，我們將搭上仿古船，在船上思考耶穌多次在海中施行的神蹟(太 8:23-27;14:25;可 4:37-41; 

路 8:22-25)。 

早餐：飯店內      午餐：以色列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Nof Ginosar Hotel或同級 

 

3/06(三)第十一天 黑門山（纜車）－但廢墟－以色列國防軍（IDF）軍事基地－該撒利亞腓利比－

胡拉谷地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驅車前往北端的高峰▲黑門山(高 2814 公尺)，每年冬天的高地區都有超過

1200 公尺長的雪地，為當地滑雪愛好者的冬天度假地區，安排纜車上山(氣候許可)。爾後驅車往北

到近邊界▲但廢墟(士 18:1-2,27-31)。接著拜訪三國邊界軍事基地，以色列國防軍（IDF）堪稱全球

戰績最佳的軍隊，但沒有軍官學校，所有軍官都來自義務役士兵：部隊長官會勸說優秀士兵簽約留營，

成為職業軍人。接著參觀▲該撒利亞腓立比(太 16:13;參可 8:27;路 9:18-21):耶穌在此問門徒兩個

問題：人説我人子是誰?你們說我是誰? 走一段路可看見班尼亞斯瀑布（Banias,古名 Paneas，潘尼

亜斯）。偶爾在此也可以看到箴言 30:26 所說的沙番。接著前往賞鳥天堂▲胡拉谷地每年有多達 5 億

隻候鳥飛越以色列北部的胡拉谷，成千上萬的鳥兒盤據湖邊、田園間，景象壯觀，展現造物主的神奇，

每年也因此吸引超過 50萬的遊客前來賞鳥。 

早餐：飯店內      午餐：以色列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Nof Ginosar Hotel或同級 

 

3/07(四)第十二天 抹大拉－迦百農－塔加－拿撒勒－海法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驅車往西前往▲抹大拉。▲大里居：大部分學者認為是耶穌之友抹大拉的馬



利亞的家鄉，也是耶穌行五餅二魚神蹟以後所去的地方。耶穌出來傳道時，有很多次在▲迦百農會堂，

向人講道，醫病趕鬼(太 8:16-17;可 1:32-34; 路 4:40-41) 也醫治彼得岳母的病(太 8:14-15)。接著

經約旦河谷駛往到加利利海北岸▲塔加，參觀五餅二魚紀念堂以及附近的基督餐桌堂(彼得在此時受

問是否愛耶穌，見約 21)。之後參觀▲拿撒勒，這是耶穌從小長大的地方(太 2:19-23;路

2:39-40;51-52)，這裏有報喜堂(路 1:26-38)，就是天使顯現對馬利亞宣報説她要懷孕生子的地方。

接著進入傳統市集裡面，參觀猶太人會堂教會(路 4: 16-30)，耶穌回到自己故鄉拿撒勒，安息日進

入會堂，與眾人分享以賽亞書的預言，提到自己的職分，但眾人不信將耶穌帶到山上，要將他丟下。

並參觀▲拿撒勒文化村。透過走進園區，讓我們有立體的模型呈現教導耶穌時代生活的情況。 

早餐：飯店內      午餐：彼得魚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Dan Panorama 或同級 

 

3/08(五)第十三天 海法－推羅之梯－迦密山－該撒利亞一約帕一機場 

        特拉維夫／安曼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前往往位於迦密山山麓的港都城市－海法，登上迦密山欣賞海法市容及俯瞰巴

海花園。續前往▲推羅之梯是一片白色崖面開闢成的壯觀岩洞，整個洞穴由白色沙岩沖刷而成，蔚藍

色的暗河流淌其中，在陽光的照射下，呈現出迷人的色彩！藍洞鬆軟的白堊岩在長期的海水沖刷下形

成海綿狀隧道，總長度約 200米，其間蜿蜒曲折相互連通，可以通往岩洞的各個部分。之後驅車▲迦

密山(列王紀上 18:17-46)先知以利亞求雨，並在迦密山向巴力的 450 個假先知挑戰，相傳即是今日

的 Mukhraka，位於約念西北西約兩公里處。以利亞勝過他們以後，把他們殺在山下的基順河邊(王上

18 章)。現今在迦密山中段的 Mukhraka，有天主教在 1886 年所建，名叫 Monastery of St. Elijah 

的修道院，院前廣場中立有一尊以利亞的全身銅像。續前往迦密山會堂(Kehilat Hacarmel)，與以色

列當地彌賽亞信徒一起做安息日主日敬拜。後驅車前往參觀▲該撒利亞(使 10:23-26)是彼得傳講耶

穌的道給哥尼流(使 10)：這裡算是外邦宣教的據點之一，保羅曾多次經這裡旅遊到外邦(使

9:30;18:22;21:8)。亦是保羅被押前往羅馬所停兩年之處(使 23:23;25:1-13)，現在是以色列諸多考

古點之一，現存有古羅馬水道橋與劇場。接著驅車往南前往與特拉維夫連在一起被稱為雙子城的、那

古老海港▲約帕(使 9:36-10:48)，在這裡可看到一直延到特拉維夫的地中海沿岸。在約帕有一間聖

彼得堂，是紀念彼得令多加復活的事蹟。如時間許可，有自由時間在舊城內逛街。接著享用晚餐後，

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內      午餐：以色列式    晚餐：惜別晚餐 

住宿：機上 

 

3/09(六)第十四天 安曼／香港／高雄 

晚間抵達香港，轉搭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此一豐富而充實的聖地信仰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溫暖的家 

 

貝迦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238號 
http://www.aplustour.com.tw 

        電話:07-2618000          傳真:07-2613000 

選擇貝迦 快樂倍加 APLUS Tour your best choice 

http://www.aplus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