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聖光神學院 

以色列約旦聖地 13 日旅習 

出團日期：2014 年 08 月 19 日~08 月 31 日(限量 32 個機位) 

售價現金價：30 人以上:115,000 元 25 人以上:120,000 元 20 人以上:127,000 元  

15 人以上:136,000 元 費用包含機場稅燃油稅，簽證與全程小費。  
★聖光神學院聖經地理榮譽教授呂榮輝，隨團解說。 

★行程中天天早晨有晨更，請團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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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榮輝教授曾任美國愛我華州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也是美國 Asbury Theo. Seminary 神學院畢業，道地

的地理專業背景配上豐富的聖經知識，讓聖地旅習有多層次的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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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交通』參考 

以色列航空：                        以色列時區，夏令時間比台灣慢 5 小時  

行  程 交通工具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8/19  第 一 天 高雄/香港 搭  機 CI931 09:05 10:35 

8/19  第 一 天 香港/特拉維夫 搭  機 LY076 16:30 23:20 

8/30  第十二天 特拉維夫/香港 搭  機 LY075 22:00 13:50+1 

8/31  第十三天 香港/高雄 搭  機 CI948 16:40 18:00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獨家安排 

8/19(二)第一天: 高雄/台北香港/特拉維夫     

             CI931 09:05/10:35 LY076 16:30/23:20 

今日早晨，集合於小港/桃園國際機場，到香港後、轉機，續搭飛機前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機場。

感謝主恩，一路平安到達。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RUTH DANIEL TLV HOTEL 或同級 

 

8/20(三)第二天: 約帕-別是巴-亭納自然保護區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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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到▲別是巴(創 21;22-34)，參觀昔日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立盟誓的井。◎經

過以色列國父:大衛，本，古里安的墓。他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以色列國的第一任總

理；他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現代以色列創建、發展的縮影，他在活著的時

候，就被尊奉為以色列的“國父”。在此可眺望尋的曠野(民 13:20;民 34:3;民 15:1)。接著往南參觀聞

名的古銅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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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位對會幕(出 25-30 章)及內部的設施有清楚的認識。 

早餐：飯店內       午餐：猶太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EILOT KIBBUTZ COUNTRY LODGING 或同級 

 

8/21(四)第三天:以約邊界-阿卡巴-牧撒泉-撇特拉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前往 Yitzhak Rabin 邊界檢查站而進入約旦國的阿卡巴。驅車往北前往▲漥

低牧撒（Wadi Musa，又稱為摩西泉， Spring of Moses）。當地的居民認為這裏就是當年摩西舉杖擊

打磐石(民 20:2-13)使水流出來，讓口渴的以色列百姓得到滿足的地方。接著前往▲撇特拉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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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殿是在崖壁山上鑿雕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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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BEIT ZAMAN HOTEL 或同級 

 

8/22(五)第四天:克臘克-穆卡瓦-馬達巴-尼波山-死海浮泳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前往▲克臘克(王下 3:25 稱之為吉珥哈列設)，這裡有一個十字軍在主曆十二

世紀建於這摩押古都基址上的古碉堡。 

▲Machaerus(馬卡拉斯)現名:穆卡瓦（al-Mukawwar），是耶穌時期羅馬帝國任命的統治者希律王的行宮

之一和要塞。在城堡上可遠眺整個死海地區以及遠處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群山，傳統認為是大希律

王的兒子，分封的王希律(太 14:1-12)安提帕(Herod Antipas)，因施洗約翰反對他娶他弟婦而把約翰下監

的地方(可 6: 17-22)。這裡可能就是安提帕妻子希羅底、女兒莎樂美(Salome)，在希律安提帕生日宴會

上跳舞後，受母親指示要求希律安提帕下令將施洗約翰的頭給她(太 14:10)的地方。接著到馬達巴(米

底巴，民 21:30)。這裏是世界上馬賽克（鑲嵌）製品種類最多的城市。參觀這裡的▲聖喬治東正教教

堂。教堂地面上有一幅世界上最古老的馬賽克聖地地圖，這圖正確地標示出、主曆第六世紀的耶路撒

冷和亞力山大等、古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市以及河流、海洋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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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

色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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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不

讓他進去（申 32:49-50）。這是因為摩西在加低斯的米利巴水，在百姓哄鬧情況之下，因沒警醒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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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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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浮游，在鹹水中漂浮，因為水中的鹽份濃度是一般

海水的 10 倍，不會游泳的人也能輕鬆的躺在水上浮著。躺在低於海平面 414 公尺的死海上看報紙，

為人生一大奇特經驗。但要記得：千萬要小心，只譲面孔仰望天空，不要覆於水面；這是致命的事。 

早餐：飯店內      午餐：約旦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DEAD SEA SPA HOTEL 或同級 

 

8/23(六)第五天:約以邊界亞倫比橋-約旦河外伯大尼-昆蘭-隱基底-耶利哥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驅車經約以邊界的亞倫比橋而進入以色列。首先參觀約但河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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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發現聖經古抄本（亦稱『死海古卷』）的▲昆蘭:這個發現對

聖經研究影響深遠。▲隱基底(撒上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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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搭乘纜車上山觀賞。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猶太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INTERCONTINENTAL HOTEL JERICHO 或同級 

 

8/24(日)第六天:撒瑪利亞地區 (伯特利、示羅、基利心山、雅各井) 

感恩禮拜，飯店享用早餐後，進入“西岸地區”。首先▲伯特利(創 35:1)：這裡位於以色列西岸地區

名叫貝廷(Beitin)的巴勒斯坦村莊。早年雅各因哥哥以掃放話要殺他，在離家往哈蘭的路途上，到這

個地方過夜睡著時，耶和華在夢中跟他說話，雅各醒後把這地方起名為伯特利；意思是上帝的殿 

(創 28:18-19)。▲示羅:摩西在曠野為耶和華所造的帳幕與約櫃放在示羅(書 18:1)。接著拜訪建造於

1977 年的★拜訪以色列社區:卡內，蘇姆隆。她座落在聖經時代的以法蓮與瑪拿西兩支派的邊界上:目
前住著 200 多個來自英語系國家的家庭，這裡也是基督徒朋友的“以色列社區組織”中心辦公室的所



在地，我們將親自聽聽有別於電視媒體報導關於位於巴勒斯坦自治區內以色列定居點的情況，不只是

在這裡分享猶太人的故事，並且認識社區內設施，建設，安全等。在此享用午餐後。接著我們登上★

基利心山可以想像以色列人在這地方敬拜上帝，百姓分別站在兩山丘上，彼此以啟應的方式相互呼

應地朗讀上主的誡命，那是何等的壯觀的一幅美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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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15）。山谷的走向是由東到西，是巴勒斯坦最美的山谷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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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祝福和咒詛的話(申 11:26-32)；兩座山的頂峰約

相距三公里。接著往敘加的雅各井就在它東邊出口處不遠，當年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就是在這井旁

談話(約 4:5)。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阿拉伯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PRIMA GALIEE HOTEL 或同級 

 

8/25(一)第七天:哥拉汛、庫爾西、哈達爾、該撒利亞腓立比、戈蘭高地、加利利湖(遊仿古船)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先參觀有典型加利利風格在▲哥拉汛的猶太會堂(太 11:21-23;路 10:13-15)，

裡面有一塊叫作”摩西的位”的石凳，耶穌講論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他們喜歡”坐在摩西的座位

上”(太 23:2)所指的就是這種座位。▲庫爾西:考古學者在這挖掘到一個相當大的修道院與會堂。按照

地理的環境來看，很符合福音書中所記載的加大拉，馬太福音提到耶穌渡到加大拉時有兩個被鬼附的

人從墳塋裏出來迎著祂(可 5:13；太 8:28-34)。▲哈達爾廢墟:位於加利利海的東北角，在青銅器時代就

是城塞，在馬可福音寫到耶穌祝謝七個餅與幾條小魚(可 8:8-9)，餵飽四千人，這裡就是行神蹟的地點。

享用午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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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蘭高地，在聖經時代，這個地區充滿著香柏樹與

巴珊的橡樹(撒迦 11：2；賽 2：13；摩 4：1-2)，這裡自古是戰略重地。列王纪上 20 章記載著北國以

色列的第四王朝君主亞哈後來打敗了便哈達，並從阿蘭人手上奪取戈蘭高地南部。現在，在六日戰爭

後，以色列從敘利亞手上奪回這裡，聯合國在設置緩衝區，為以色列與敘利亞的邊界，我們將登上巴

珊山頂，這裡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邊界。接著返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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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猶太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PRIMA GALIEE HOTEL 或同級 

 

8/26(二)第八天:塔加、八福堂、迦百農、阿貝爾懸崖、亞柯、推羅梯子、海法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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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參觀為紀念耶穌登山寶訓所興建的▲八福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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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驅車上到位於 180 米高▲阿貝爾懸崖，在這裡可眺望約旦河平原與戈蘭高

地。有人說耶穌與十一個門徒約定在復活後，往加利利去的約定山上(太 28:16)就是這裡。耶穌在這裡

教導門徒，要去使人作主的門徒。享用午餐彼得魚餐後，參觀▲亞柯漁夫港，亞柯坐落在古代海、陸

交通的主要路線上，在新約時代，亞柯被稱為多利買（Ptolemais）。保羅最後一次回耶路撒冷時，在

這個港口上岸，住了一天，然後到該撒利亞住在腓利家（徒 21:7-9）。再往北參觀▲推羅之梯的海岸

奇景，這裡是與黎巴嫩的邊界，是軍事要地，也是觀光點，有著絕佳的日落海景。 

早餐：飯店內       午餐：彼得魚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料理        

住宿：THEODOR HOTEL HAIFA 或同級 



8/27(三)第九天:拿撒勒、迦拿、他泊山、該撒利亞、耶路撒冷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開車途經迦密山 (列王紀上 18:21，22，44；王下 2：25；4：25；歌 7：5；

摩 7：3)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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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處的聖約瑟堂被認為是約瑟工作的

地方。再到▲迦拿。耶穌基督在這裏行了第一個神蹟：在婚宴上把水變成酒(約二:1-11)。之後往▲

他泊山：許多史事都跟這山有關，例如:(士 4:4-10)。近世多人以為可 9:2-8；太 17:1-8；路 9:28-36 所記

載之“耶穌登山變像”，就是在這裏。現在要上此山，必須轉搭計程車才能上。之後往▲該撒利亞

(使 10:23-26)：這裡算是外邦宣教的據點之一，亦是保羅被押前往羅馬所停之處，現在是以色列諸

多考古點之一。 

早餐：飯店內       午餐：猶太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JERUSALEM TOWER HOTEL 或同級 

 

8/28(四)第十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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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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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西家水道西邊的終點。耶路撒冷舊城區面積約 1 平方公里，被一圈城

牆所圍繞的耶路撒冷老城，它在 1981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劃分成四個區域: 基

督徒區(Christian Quarter)、穆斯林區(Muslim Quarter)、猶太區(Jewish Quarter)、亞美尼亞區(Armenian 

Quarter)。我們進入舊城內享用午餐後，參觀◎西牆廣場，現今看到的牆面是主前十九年希律王所

建，用來支撐聖殿山的平台，也是希律所建第二聖殿現今僅存的部分。接著探訪★老城猶太區:位於

老城的東南部，南面是亞美尼亞區，東到西牆和聖殿山。自公元前 8 世紀起，該區幾乎一直有猶太人

居住。1948 年，住在該區的大約 2,000 名猶太人被包圍，被迫全體離開。該區被阿拉伯人洗劫一空，

古代的猶太會堂也被摧毀。在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的空降部隊從外約旦手中奪取該區。此

後該區得到重建，現在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傳統的猶太社區，與古羅馬集市遺址(The Car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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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猶太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JERUSALEM TOWER HOTEL 或同級 

 

8/29(五)第十一天:耶路撒冷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先上橄欖山，因為很多跟耶穌生平有關的事，都發生在這裏。◎自棕樹大

道路過主泣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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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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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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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安息日體驗(希伯來語：

SHABBAT，含有「休息，停止，終止」的意思)是猶太教每週一日休息日，根據神的有關命令紀念神

創世六日後休息的第七日。安息日在摩西獲得的十誡中有明確指出(出 16：1，23-29)。黃昏時刻返回

◎西牆廣場，在太陽落下的同時，我們可見著虔誠的猶太人攜家帶眷，盛裝出席在西牆前讀經，唱

詩，跳舞。今日晚餐特別安排當地猶太人一同享用安息日晚餐，在這我們會學習到晚餐前的唱詩歌，

祝禱與舉杯開始用餐。 

早餐：飯店內       午餐：亞美尼亞式風味餐     晚餐：猶太安息日晚餐        

住宿：JERUSALEM TOWER HOTEL 或同級 

 

8/30(六)第十二天:伯利恆-希伯崙-特拉維夫/香港 LY075 22:00/13:30 

晨更，飯店享用早餐後，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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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午餐後，參觀▲希伯

崙(創 23:1-20; 25:7-10;49:29-33)以色列最古老神聖的地方，這裡埋葬了三對重要的列祖:亞伯拉罕、以

撒及雅各，與他們三位的妻子:撒拉、利百加及利亞。接著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機返台。 

早餐：飯店內     午餐：阿拉伯式風味餐     晚餐：餐盒      住宿：機上 

 

8/31(日)第十三天:香港/高雄(台北) CI948 16:40/18:00 

抵逹香港後，轉搭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      

早:機上   午：機上    晚：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參觀景點以及順序必要時將做適當調整。若有不便敬請體諒。 

 

※以色列簽證:台灣護照可免簽證入境以色列。持非台灣/美國護照，需額外加價。 

※如需由台灣其他城市機場出發，請來電洽詢加價費用。 

※貼心安排，每天每人一瓶小瓶礦泉水，贈送帽子、地圖、酷涼水袋。 

主辦單位: 聖光神學院 

                                         

協辦單位與報名詳情請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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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