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聖光神學院 

亞伯拉罕保羅腳蹤 13 日旅習 

 

出團日期：2014 年 08 月 31 日~09 月 12 日 (限量 25 個機位) 

售價現金價：25 人以上;133,000 元 20 人以上;138,000 元 15 人以上:145,000 元 

費用包含稅金，全程小費與簽證，每日一瓶水與行李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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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加團員配合參加。 

推薦好評： 

【呂榮輝博士曾任美國愛我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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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是出發前的說明會，一人發一本旅習手 冊，一路參觀聖蹟，一路參考作筆記、拍照，

除了團費外，不用再額外花錢交學費，卻扎扎實實修了一門聖經地理的密集課程。我喜歡一魚兩

吃。                                                         信望愛資訊中心主編  陳小小】 

 
航空公司『交通』參考                    土耳其，當地時間比台灣慢 5 小時 

土耳其航空： 

行  程 交通工具 起 飛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8/31  第 一 天 高雄/香港 搭  機 CI937 19:00 20:30 

8/31  第 一 天 香港/伊斯坦堡 搭  機 TK071 23:25 05:45+1 

9/01  第 二 天 伊斯坦堡/山里烏法 搭  機 TK2246 09:40 11:25 

9/11  第十二天 伊茲米/伊斯坦堡 搭  機 TK2911 08:50 09:50 

9/12  第十三天 伊斯坦堡/香港 搭  機 TK070 00:55 16:20 

9/12  第十三天 香港/高雄 搭  機 CI948 18:20 19:40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 

8/31(日)第一天高雄(台北)/香港/伊斯坦堡 CI937 19:00/20:30 TK071 23:25/05:45+1 

今日傍晚時刻，集合於小港/桃園國際機場，到香港後、轉機，在隔日清晨時刻經伊斯坦堡轉機，續

搭飛機抵達土耳其東邊的山里烏法城 (Sanliurfa)。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飛機上 

 

9/01(一)第二天伊斯坦堡/山里烏法 TK2246 09:40/11:25 沙烏法市集-哥貝克力石柱   

抵達土耳其東邊多元化的河岸平原-山里烏法，根據回教傳說，據說這裡是亞伯拉罕的故鄉，使得山

里烏法成為回教、猶太教、基督教朝聖的熱門地點。首先進入傳統◎鄂圖曼時代的市集，是土耳其境

內保存完好的傳統市集，香料、地毯、銅製品、各式各樣的物品。途中參觀傳說的亞伯拉罕出生洞，



山里烏法生活社交與宗教中心魚池。接著前往▲哥貝克力石柱:這是庫德族牧羊人在 1994 年發現的;

經證實，有關的古蹟至少有一萬二千年的歷史，比金字塔還要早七千年出現，T 形巨柱圍圈，採用精

雕細琢的石灰岩柱，石柱表面刻著動物浮雕——成群結隊的羚羊、蛇、狐狸、蠍子和兇猛的野豬。

據推測石柱群可能被作為祭祀的神廟。 

早餐：機上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提供當地料理        

住宿：MANIC HOTEL 或同級 

 
 

9/02(二)第三天 山里烏法 、哈蘭、加濟安泰普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前往亞伯拉罕的第二故鄉-哈蘭(創 11:31)。當年亞摩拉罕帶著撒萊來到這

邊寄居要往應許之地去。這是世界上 古老且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位處重要戰略與商旅隊伍聚集

地，在 11 世紀所重建的城堡，其城牆長達 4 公里。在西元 529 年，雅典大學被廢除時，哈蘭大學成

為替代大學，變成世界有名的學者聚集中心，聚集超過 8000 名學生在此學習。參觀▲廢墟中的古城

牆與哈蘭大學。參觀當地典型的▲蜂巢式屋群，精巧圓錐泥製的結構，這些蜂巢式屋在聖經時代就已

經存在。接著參觀傳說▲這是摩西岳父流珥(出 2:18)的住處，摩西在此遇見西坡拉，並娶她為妻(出

2:21)。今晚在加濟安泰普過夜，住宿傳統鄂圖曼建築風格飯店，特色是厚厚的石牆，但房間設備卻新

穎現代化，擁有一個大的花園，種有橄欖與橙樹，晚餐提供當地傳統料理。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當地傳統料理        

住宿：SIREHAN HOTEL GAZI ANTEP 或同級 

 
 

9/03(三)第四天  加濟安泰普、210KM 安提阿、25KM 西流基港、215KM 阿達納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前往門徒 先稱為“基督徒”的安提阿(徒 11:25-26)。保羅與巴拿巴在這禁

食與禱告，受聖靈派遣前往居比路宣教(徒 13:2-3)，參觀由崖壁鑿洞而成的▲聖彼得教堂。再參觀安

提阿的▲博物館，這裡擁有世界上 多的羅馬時代馬賽克。然後再前往◎西流基港(徒 13:4)，當年巴

拿巴與保羅就是由這裡出發，從事他們的第一次海外宣教。目前還可在港口附近參觀▲提多水道，精

湛的羅馬工藝與建築技術在此見著。接著驅車前往阿達納過夜。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提供當地料理        

住宿：ISIB ADANA HOTEL 或同級 



 

 

9/04(四)第五天 阿達納、40KM 大數、280KM 特庇、120KM 以哥念 (孔亞)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前往保羅故鄉“大數”，漫步進入這個三千年歷史的小鎮，參觀▲保羅井

與保羅出生的地方。接著經尼格得城，參觀◎特庇(徒 14:6)，還是該猶的家鄉(徒 20:4)，保羅與巴拿巴

因在以哥念跟猶太人與外邦人有衝突，而逃到這裡和路司得傳福音。之後前往以哥念，今名孔亞，是

昔日塞柱帝國首都，今晚在此過夜。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提供當地料理        

住宿：DEDEMAN KONYA HOTEL CONVENTION CENTER 或同級 

 

9/05(五)第六天以哥念、路司得、180KM 亞爾瓦奇(彼西底的安提阿) 、100KM 埃爾迪爾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保羅與巴拿巴在第一次傳道中，在以哥念行了許多神蹟奇事(徒 14:1-7)，

但今天卻沒有留下任何的基督教建築。同時，這裡是神祕蘇菲教派發源地，苦行僧以一種旋轉舞，作

為淨化心靈與真主連結的儀式。此教派原為基督教派之一，後集體改信阿拉。▲參觀梅夫拉那博物館。

在此可觀賞到旋轉舞的影片。前往◎路司得(使 14:6-21)，當年這裡是羅馬的殖民地，保羅在此講道，

顯神蹟，使瘸腿的兩腳站直，起來行走。前往亞爾瓦奇，這是▲彼西底的安提阿的現代名，保羅在第

一次傳道旅程中，在安息日對猶太人述說耶穌為救主的信息(徒 13:14-52)。這裡有劇場，神廟，與紀

念保羅的拜占庭教堂。接著往南行抵達土耳其境內第四大湖，風景秀麗的◎埃爾迪爾湖，長 50 公里、

寬 5 公里，海拔高度 917 米，今天晚上我們將在湖邊的小屋過夜。一路從彼西底往南一直到亞大利共

長 500 公里，是 2004 年由土耳其當地旅遊局研究出來聖保羅健行步道，是當年保羅與巴拿巴一路往

南去到別加講道的路徑，而此湖區也是在步道中過夜的首選，這裡並不像飯店的豪華，安排的重點為

深入體驗土耳其當地渡假湖邊小木屋。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提供當地料理        

住宿：EGIRDIR LAKE PENSION 或同級 

 

 

 



9/06(六)第七天埃爾迪爾、160KM 別加、30KM 亞斯本多斯、50KM 亞大利 

晨更，早餐後，驅車往南，參觀▲別加，保羅在第一次傳道行程中曾在此講道(徒 14:25)，仍遺留古羅

馬浴室，市集大道、神殿、教堂、跑馬場等。之後參觀▲亞斯本多斯古城。在小亞細亞地區，這裡有

保存 完整的劇場，能幫助我們瞭解古羅馬劇場的基本結構。接著前往亞大利，漫步於◎亞大利老城

區觀光，參觀其地標:位於老城區的宣禮塔及哈德良拱門及優美的古老港灣，亞大利(徒 14:25)在保羅

時代，是旁非利亞海岸 佳港口。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料理        

住宿：RAMADA PLAZA HOTEL  

 
 

9/07(日)第八天亞大利、150KM 每拉、290KM 老底嘉、20KM 希拉波立(棉堡) 

飯店享用完早餐，感恩禮拜後，再前往呂家的每拉(徒 27:5)，在保羅赴羅馬的旅程時，曾在此作停留。

當時由埃及經每拉去羅馬，因地中海上常吹西風，船隻無法向西直航，因而得繞道經小亞細亞南岸的

各海港一站一站航行，由西頓至每拉需要十至十五天。我們在此參觀▲露天圓形劇場，與亞底米神廟。

接著至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老底嘉教會，亦即不冷不熱的教會。我們將參觀在這挖出的▲考古公園。

之後至羅馬古城-希拉波立及現俗稱棉堡的潘穆卡里(哥 4:13)，這裡由地底滲出大量含有石灰成分的溫

泉流經山崖，日積月累形成層層疊疊的白色石灰棚而聞名於世，其溫泉因具有神奇療效，自羅馬時代

便是相當有名的貴族專屬療養中心，時間允許，可在這裡享受含有礦物質療效的溫泉，消除旅途的疲

勞。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料理       

住宿：RICHMOND HOTEL 或同級 

 

 

9/08(一)第九天棉堡、10KM 歌羅西、80KM 大理石城、110KM 以弗所、20KM 庫沙達西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參觀◎歌羅西教會(歌 1:7-8;徒 19:10)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三年期間，以巴

弗悔改信主，將福音帶到歌羅西，並在此成立新教會，但也立即成為異端攻擊的對象。之後前往歷史

可追朔至西元前 3000 年銅器時代的古城-▲阿芙羅迪西亞，這個以愛與美女神(阿芙羅黛)所命名之地，

曾是小亞細亞聞名的醫藥、哲學、雕塑和藝術中心。接著前往聯合國文教組織指定之世界文化遺產的



▲以弗所(徒 18;21，啟二;1-11)這裡有港口大道的大理石街、羅馬大劇院、哈德良帝王殿、圖書館、教

堂遺址、聖約翰大教堂、亞底米神殿遺址、聖母瑪利亞之屋與以弗所博物館等令人驚嘆的古文明資

產。 

今晚在愛琴海畔的渡假勝地庫沙達西過夜。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料理        

住宿：KISMET HOTEL 或同級 

 

 

9/09(二)第十天庫沙達西、拔摩島、庫沙達西 

一大清早，晨更，早餐後前往庫沙達西港口搭乘渡輪前往◎拔摩島 (Patmos Island)。這是希臘的一個

小海島。離現在的土耳其海岸不遠，公元第一紀時，這是當時羅馬帝國的一部份:是羅馬帝國流放囚

犯之地。約翰當年來到時，這地絕非如同今天，是遊客所享受的"陽光與海灘"的渡假勝期。在島上參

觀需要與階梯奮鬥，今日請穿著舒服方便行走的鞋子，避免穿著無袖衣服與膝蓋以上的短褲。首先參

觀▲神學家約翰修道院，建於 1088 年，這裡珍藏著歷代的聖經抄本、聖杯、聖服等。將拔摩島的宗

教文化遺產世世代代的流傳下去。位於拔摩島上的 高點鐘樓，由高處往小島四周望去，美景勝收。

接著參觀▲啟示錄聖洞。啟 1:12-21 說，約翰在拔摩島上見到異象(啟 1:6-10)，寫下了啟示錄，鼓勵當

時忠心的信徒，堅決抵擋敬拜皇帝的要求。據說約翰在這裡住了兩年，這裡有他異象中所見啟示的地

點與撰寫的洞穴。裡面有個石頭據說是當時他的枕頭。午後搭乘渡輪返回庫沙達西港口。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料理        

住宿：KISMET HOTEL 或同級 

 

 

9/10(三)第十一天庫沙達西、195KM 別迦摩、110KM 士每拿 

晨更，飯店享用完早餐後，前往往北至《啟示錄》七教會中的▲「別迦摩」(啟 2:12-17)現今名稱伯加

馬，「別迦摩」是標準的希臘式城市，分「上城」(即「衛城」：城堡、祭壇或神殿)與「下城」(市場、

廣場或住宅)，因此，我們可在「上城」参觀藥神殿、宙斯祭壇、劇場、圖書館，以及令人會心一笑



的古廁所；在「下城」則有規模宏偉的「紅堂」教堂遺跡。接著返回伊茲米，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

也是個美麗的港都，此城古稱「士每拿」，亦是《啟示錄》七教會中，「士每拿教會」之所在地。(啟

二：8-11)目前，古城僅餘第二世紀的▲「市場」及紀念波利卡主教的「波利卡教會」可供憑吊。  今晚

在此過夜。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料理        

住宿：HILTON HOTEL 或同級 

 

 

9/11(四)第十二天伊茲米伊斯坦堡 市區觀光  TK2911 08:50/09:50  

早起晨更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國內航班前往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到達後，首先搭乘▲遊船暢遊

聞名世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盡覽伊斯坦堡連接歐、亞兩洲的美景，兩岸城堡、皇宮、別墅等鄂圖曼

土耳其帝國風味的建築及跨海大橋，處處美景如畫，讓您體驗穿越歐亞版圖的奇妙感受。午餐後，參

觀舊城區的羅馬競技場，接著來到舉世聞名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風格兼容並蓄的▲聖蘇菲亞大教堂，

接著，再步行至世界唯一僅有的六根宣禮塔之▲藍色清真寺，寺院內部採用土耳其特有藍白兩色調的

伊茲尼克瓷磚，散發迷離神秘之美。之後，再至建於六世紀有▲「地下皇宮」之稱的地下蓄水池，可

儲存八萬立方公尺的水量，無論其規模，或精緻度，皆堪稱世界第一。享用土耳其料理晚餐後，前往

機場搭機返台。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土耳其式 

住宿：機上 

 

9/12(五)第十三天伊斯坦堡/香港 TK70 00:55/16:20 香港/高雄(台北) CI932 18:20/19:40 

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之後轉搭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      

早:機上   午：機上    晚：機上                

住宿：溫暖的家 



 
 

  參觀景點以及順序，必要時可能會做適當調整。若有不便敬請體諒。  

※土耳其境內使用土耳其里拉，可用美金或歐元至當地兌換里拉。 

※護照效期需有至少六個月以上效期，方可辦理土耳其簽證。 

※如需由台灣其他城市機場出發，請來電洽詢加價費用。 

  圖片來源:Goturkey.com 

※契約責任險每人500 萬元，附加意外體傷醫療費用20 萬元，並提供海外緊急救難服務。(依投保  

  年齡限制未滿14 歲 高意外險200 萬;滿65 歲未滿70 歲 高投意外險300 萬;滿70 歲 高投保意 

  外險200 萬。)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或由本公司代為處理。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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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