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CBSI 華人以色列文化研究會 (耶路撒冷) 

協辦單位：台灣 Holocaust 和平紀念館 

報名專線：06-266-2758 馬姊妹 



 

 

 

 

 

 

 

 

 

 

 

 

 

 

 

 

 

 

 

 

 

到 土 耳 其 必 去 看 看 



 

 

 

 

 

 

 

 

 

 

 

 

 

 

 

 

 

 

 

 

 

Yerebatan Sarnici 

https://jane781006.pixnet.net/blog/post/350122846


 

 

 

 

 

 

 

 

 

 

 

 

 

 

 

 

 

 

 

 

 



 

 
 

 

 

                  

 

 

 

 

 

 

 

 

01. 

伊斯坦堡 歷史城區 

Historic Areas of Istanbul 

1985 年列入文化遺產 

 

02. 

以弗所 Ephesus 

2015 年列入文化遺產 

 



 

 

 

 

 

 

 

 

 

 

 

 

 

 

 

 

 

 

 

 

03. 

希拉波立 Hierapolis 

1988 年列入文化與自然遺產 

 

04. 

別迦摩及其多層次文化景觀  

2014 年列入文化遺產 

 

05. 

哥樂美國家公園和加帕多家  

1985 年列入文化與自然遺產 

 



聖經史地˙使徒腳蹤 

 

 

 

 

 

對很多人來說，土耳其是伊斯蘭國家，跟

聖經毫無關係。事實上，聖經中提到本

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亞西亞、庇推尼

等羅馬省份，都位於今日土耳其國境內。 

 

 

 

 

 

 

 

 

 

 



使徒彼得、約翰和保羅都曾在這些地區傳道及

牧養。今日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堡就是彼

得牧區中的庇推尼。 

 

土耳其孕育了許多早期的基督教會。信徒開始

被稱為「基督徒」的安提阿(徒 11:26)，使徒

保羅走過的許多地方和啟示錄中所提到的七個

教會，都位於當今土耳其境內。此外半數以上

的新約書卷，都是完成於或寫給位居當今土耳

其眾教會，因此土耳其被喻為「聖經寶地」。 

這裡有諾亞方舟的遺址亞拉臘山，亞伯拉罕的

家鄉哈蘭，使徒保羅的家鄉大數。從創世紀到

啟示錄，從起初到末了，土耳其充滿了聖徒的

腳蹤。 

 



 

 

 

 

 

 使徒約翰之墓及教會遺址 

寫下約翰福音和約翰一、二、三書 

 歌羅西 

保羅寫給歌羅西教會的書信 

 孔亞/以哥念 塞爾柱國首都 

徒 13:51；14:1-21；16:2，提後 3:11 

 

 

 

 

 

 加帕多家 

徒 2:9，彼前 1:1 

 哥樂美露天博物館 

一間又一間教堂隱身其中，述說關於虔誠與人類文明的故事。 

 



 

 

 

 

 

 

 

 棉花堡 

棉堡潔白如棉花築成的堡壘，其特殊的地質奇

景，如入迷離的幻境。 

 希拉波里古城 

西 4:13棉花堡的山頂坐落著著名希拉波古

城，在羅馬時代更為興盛繁榮，到拜占庭時期

達到鼎盛，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與東正教

教徒和平共處，因而融合多元的文化元素。古

城中最大的遺址是可容納 12000人的大劇場。 

 使徒腓力的墓 

劇場後面的八角堂，是 2011年挖出的陵墓，

根據壁上的文字與建築結構，判定為使徒腓力

的殉道處。 

 



 

 

 

 

 

 

 

 

 

 

 

 

 

 

 

 

 

 

是初代教會的中心，保羅在此完成『哥林多書』；古代被稱:亞洲文

化第一大城，在羅馬帝國時期達到繁榮鼎盛。 

為世界第一座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的都市。 

啟
示
錄 七
教
會 

01. 

 

以弗所 Ephesus 

 

 

徒 18:19-24、19:1-35、20:16-29 林前 15:32、16:8 

提前 1:3 提後 1:18、4:12 啟 2:1-7 



 

 

 

 

 

 

在 1930年正式更名為伊茲米爾。原意即『沒藥』人們稱之為亞西

亞的冠冕。是耶穌在啟示錄中，所提及的七間教會中唯一原址存留

至今的城市。 

 

 

 

 

 

 

 

為兩座城，上城為『別迦摩衛城』下城為『艾斯克雷比昂』為當時

的醫療中心，有暱稱為『撒旦寶座』的祭壇。 

遺址呈現多層次的文化景觀，含希臘化時期阿塔羅斯王國、羅馬帝

國、拜占庭帝國與顎圖曼帝國，古代羊皮卷也是別迦摩發明。  

02. 

 

士每拿 Izmir 

 

 

啟示錄 2:8-11 

03. 

 

別迦摩 Pergamon 

 

 

啟示錄 2:12-17 



 

 

 

 

 

 

 

為古時亞西亞〝郵政大道〞的第一站，往往天還未亮，由此地分送

到上述各地。主對他們說:那得勝的，我要把晨星賜給他，推雅推

喇一聽便明白。那賣紫色布匹的女人呂底亞就是出自此城，她是保

羅帶領歸主的第一位歐洲信徒(徒 16:14-15)。 

 

 

 

 

 

 

 

曾盛產黃金，是第一個發行圓形錢幣的地方，是小亞細亞最古老的

城市之一。為非常重要而富庶的大城。撒狄教會有許多活動，看似

充滿活力，耶穌卻說他們看起來雖一直動，其實是死的。 

 

04. 

 

推雅推喇 Thytira 

 

 

啟示錄 2:18-28 徒 16:14 

05. 

 

撒狄 Sardis 

 

 

啟示錄 3:1-6 



 

 

 

 

 

 

原文是〝弟兄之愛〞這被稱為〝神的城〞，這裡因對基督的忠心而

受到稱讚。為美麗的希臘城市，有〝小雅典〞美稱，也是一個商業

中心，在第一和第二世紀時，曾一度極為繁榮，但在 1403年全毀

於戰爭之中，至今在鎮外尚存有古建築之遺跡。今日的小鎮就是建

立在原來的舊址之上。 

 

 

 

 

 

 

 

走進老底嘉會先為廣闊潔白的敘利亞大道震聶，可見昔日城市規模

龐大，常因地震受損，富裕居民自行修復，完成古典風貌保存至

今。 

06. 

 

非拉鐵非 Philadelpheia 

 

 

啟示錄 3:7-13 

07. 

 

老底嘉 Laodicea 

 

 

啟示錄 3:14-22；西 2:1、

4:13-16 



以色列尋訪耶穌的足跡… 

踏上沉澱心靈的聖地以色列；是許多基督教、天主教徒一生

嚮往的聖地。聖經的動人情節曾在此開展、在此沉思，追憶著我

們神聖歷史中的歷史人物，踏著他們的足跡，凝視他們曾凝視過

的景色，和他們體驗白天的炙熱、夜晚的清涼、呼吸著各種氣

味，懷著希望去接受聖地的一點神聖。 

 

四大精選 UNESCO 

耶路撒冷 Jerusalem 

是世界上唯一被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皆視為聖城的城市，具有極高的

象徵意義；而猶太人最神聖的哭牆(西牆)、回教徒視為聖地的岩石圓頂清真寺，以及聖

經裡人人知曉的苦路最後一站，聖墓大教堂內的耶穌復活圓廳庇護的耶穌墓地，讓耶路

撒冷古城及其城牆(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於 1981 年由約旦提出申 

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雅法 Jaffa 
千年古城很早就在聖經中被多次提到，受到羅馬人、希臘人、十字軍、阿拉伯人等各

國軍隊侵略，也不斷上演著盛衰交替的歷史。而如今經歷了幾千年的老城，各個景象

都像訴說著過去的故事。 

 

苦路 14站 ViaDolorosa 

基督徒朋友來到耶路撒冷，都會想要走走耶穌背負著沉重十字架的苦路。耶穌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這條路，對基督徒來說並

不是在準備以色列自助行程才開始研究的路，而是在接受基督信仰開始，被神的愛所

吸引時，就時常默想的路。 

 

  

苦路 14 站 

雅法 



客西馬尼園 Gethsemane 

根據《新約聖經》，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前夜，和他的門徒在最後的晚餐之後前往

此處禱告。《路加福音》第 22章第 43–44節的記載，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極其憂傷，

「汗珠如大血點滴落在地上」。客西馬尼園也是耶穌被他的門徒加略人猶大出賣的地

方。此外，東正教傳統上認為，客西馬尼園是使徒安葬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的地方。 

精心行程安排 

 
漂浮吧！在死海：是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內陸鹽湖；因為溫度高、蒸發強烈，含鹽度

約是一般海水的八倍。所以除了細菌和少許微生物外，其他生物無法在此生存。四周

又盡是荒漠岩礫，因此被稱為死海。因死海富有豐富的礦物成為現代的美容聖地，塗

著黑泥漂浮在死海之中，是一種特別的經驗。 

  

DEAD SEA~死海 

客西馬尼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A%A6%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A8%E5%BE%92_(%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0%E5%90%8E%E7%9A%84%E6%99%9A%E9%A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5%8A%A0%E7%A6%8F%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5%8A%A0%E7%A6%8F%E9%9F%B3%E7%AC%AC22%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7%95%A5%E4%BA%BA%E7%8C%B6%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A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4%BA%8C%E4%BD%BF%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8%A9%E4%BA%9E_(%E8%80%B6%E7%A9%8C%E7%9A%84%E6%AF%8D%E8%A6%AA)


苦路 14站：耶穌受難的歷史，根據四福音書記載，規劃了一條耶穌受難時的路線。

一到七站在穆斯林區，八到十四站在基督徒區(其中十到十四站在聖墓教堂)。 

 

乘古船遊加利利海：被四面群山環抱的加利利海，湛藍的天空與湖水成為一色。我

們如同耶穌搭乘著仿古船，遙想聖經的場景：由於加利利湖位於地勢低窪的裂谷中，

低於水平線，東西兩邊又有高山峻嶺下，經常發生強烈的風暴。在新約福音書中，記

載了有關耶穌平靜風暴的故事。 

   

加利利海 

    

        

        

    



推薦餐食 

全程傳統風味餐或飯店內用餐，體驗中東風味食物，旅途中搭配中式料理，調整您的味蕾。 

 
以色列推薦美食~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海一帶盛產豐富的海鮮，而有一種魚是到了以

色列必吃的佳餚，其名字也相當有意思，中文叫做『彼得魚』，英文是 Tilapia。鮮美

的肉汁讓大家回味無窮。 

聖彼得料理 

加利利海出產的聖彼

得魚，是當地最具                    

代表性的食物之一。

當地漁民捕捉此魚已

有上千年歷史經由

炸，配上當地的小菜

及烤面餅，香味撲鼻，讓人意猶未盡。 

 
經典鷹嘴豆泥  

在中東地區極受歡迎的傳統美食，高纖維高蛋白高營養，不管

是單吃或搭配口袋餅，都是極佳的選擇。 

  

全程安排於飯店用餐：早餐，午餐依行程安排順暢

性，就近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而晚餐全程安排於飯

店享用自助式晚餐，避免將行程浪費於行車往返的

時間，讓您用餐輕鬆、玩得愉快。 



 

 

 

 

 

 

 

 

 

 

 

 

 

 

 

 

 

 

 

  

特色貼心服務 

Caring Service 

1.特別安排屬靈導師-卓健誠牧師講解 

2.提供長途巴士免費 wifi 服務 

(如訊號不良，敬請見諒) 

3. 個人專業導覽耳機：旅遊品質再升級，本行程全

程提供個人專業導覽耳機，聆聽屬靈導師講解不再

因距離而受到影響，讓您享受旅遊樂趣(因衛生考

量，請自行預備雙耳耳機，行程結束後主機請交還

領隊或導遊) 

4.每日每人一瓶礦泉水，請自備水壺於餐廳裝水 

 



Day 1：桃園機場-直飛伊斯坦堡機場 

 早班機抵達，回程晚班機，貼心安排行程，多一整天的觀光時

間，善用您的每分每秒。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

後，搭乘豪華客機土耳其航空，直飛航向橫跨歐亞兩洲的文明

搖籃─土耳其！ 

9 月 4 日搭乘土耳其航空 TK 25 於晚上 21:55 起飛 (最舒適也最具有人性化的班機時

間，班機時間與我們晚間休息時間最接近，一下機立即屬靈之旅的開始)， 

9 月 5 日早上 5:10 抵達，踏上夢幻客機開始就與神同行的感覺，特選當天抵達無時

差，睡飽飽當日一起與 神繼續同行，最完整的 13 天，『土˙以』與 神同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豪華客機 

 

Day 2：伊斯坦堡-士每拿-以弗所-庫薩達斯 

 「Hos geldiniz！」歡迎來到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國通稱土耳

其，是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國土包括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半

島、以及巴爾幹半島的東色雷斯地區，第一大城伊斯坦堡更是

世界上唯一橫跨在歐亞大陸上的城市。 

 【士每拿】是土耳其重要的旅游城市，市區和郊外古跡眾多，舉世聞名的有︰以

弗所希臘古城遺址、聖母瑪利亞最后的隱居地等。 

 【以弗所】最早可追溯至西臺帝國時期，當時阿發里亞王

國(Kingdom of Ahavia)的首都阿帕沙司(Apasas)，即在

今日的艾菲索斯的位置，後歷經亞歷山大和波斯的統治，



艾菲索斯最早的雛型便是由亞歷山大帝於西元前三百年前所建造，到拜占庭帝國

時，艾菲索斯因為東西貿易的興盛成為當時最繁榮的都市，並且是世界上第一座

完全採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都市。 

 【庫薩達斯】位於艾登省的愛琴海沿岸，庫薩達斯距離繁華的伊茲密爾是以南約

60 英里。該鎮靠近以弗所，是愛琴海岸最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 

 

早餐:特色早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伊斯坦堡 

 

Day 3：棉堡-老底嘉-棉堡 

 【棉堡】棉堡潔白如棉花築成的堡壘，其特殊

的地質奇景，如入迷離的幻境。 

 備註： 

1. 可自由搭乘熱氣球，熱氣球不是每天都有、相當

受限於天候因素，當天氣不佳或風向不穩時，可能會取消。 

2. 搭乘熱氣球需自費 135 美金(值回票價)，費用需以當地實際費用為準，如變動恕不

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老底嘉】走進老底嘉會先為廣闊潔白的敘利亞大道震聶，可見昔日城市規模龐

大，常因地震受損，富裕居民自行修復，完成古典風貌保存至今。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伊斯坦堡 

 



Day 4：非拉鐵非-撒狄-推雅推喇-別迦摩 

 【非拉鐵非】原文是〝弟兄之愛〞這被稱為〝神的

城〞，這裡因對基督的忠心而受到稱讚。為美麗的希

臘城市，有〝小雅典〞美稱，也是一個商業中心，在

第一和第二世紀時，曾一度極為繁榮，但在 1403 年

全毀於戰爭之中，至今在鎮外尚存有古建築之遺跡。

今日的小鎮就是建立在原來的舊址之上。 

 【撒狄】曾盛產黃金，是第一個發行圓形錢幣的地

方，是小亞細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為非常重要而富

庶的大城。撒狄教會有許多活動，看似充滿活力，耶

穌卻說他們看起來雖一直動，其實是死的。 

 【推雅推喇】為古時亞西亞〝郵政大道〞的第一站，

往往天還未亮，由此地分送到上述各地。主對他們說:

那得勝的，我要把晨星賜給他，推雅推喇一聽便明白。

那賣紫色布匹的女人呂底亞就是出自此城，她是保羅帶

領歸主的第一位歐洲信徒(徒 16:14-15)。 

 【別迦摩】羅馬帝國軍事大道經過這裡，北通特羅亞，

南通士每拿，是交通及軍事的要津。加上土地肥沃，生產豐足，又易於防守，具

備成為一強大城邦的條件。今日，以棉花，地毯及金飾聞名。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伊斯坦堡 

 



Day 5：別迦摩-士每拿-搭國內班機到伊斯坦堡 

 【士每拿】是土耳其重要的旅遊城市，市區和郊外古跡眾多，舉世聞名的有︰以

弗所希臘古城遺址、聖母瑪利亞最後的隱居地等。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伊斯坦堡 

 

Day 6：伊斯坦堡-市區一日遊，下午搭機飛往以色列 

(當晚從伊斯坦堡搭機，預計晚上 7:30 點前抵達特拉維夫)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耶路撒冷 

 

Day 7：橄欖山遠眺聖殿山-主禱文堂-棕樹主日道路-主泣堂-客西

馬尼園-萬國禱告教堂-雞鳴堂 

 【橄欖山】位於耶路撒冷東邊，高於 830 米，比

耶路撒冷高出 80 米。在聖經時代，山上長滿了橄

欖樹，故被稱為橄欖山。 



 【主禱文堂】位於橄欖山南部，教堂是在 1874 年建成。從聖

經的記載推論，正是當年耶穌教導門徒如何禱告的地方。教

堂游廊的牆上，刻有超過 150 幅各國語文的主禱文壁畫。 

 【棕樹主日道路】據《福音書》記載，主耶穌基督於此日騎

驢入耶路撒冷，受到民眾手持棕櫚樹枝、歡呼和散那，如迎

君王般的禮遇。從橄欖山附近的伯法其村莊進入耶路撒冷的

一段行程，耶穌所走過的一段路叫「棕樹路」，因為耶穌騎驢

進入耶路撒冷，眾人拿棕樹枝來歡呼迎接祂，所以叫「棕樹路」。 

 【主泣堂】位於橄欖山的山腰，據信這地點是主耶穌騎著驢駒榮耀進城時，看見

耶路撒冷便為之哀哭的地方。教堂的外形設計像一顆

淚珠，四邊柱頂都各以一個淚瓶為裝飾，象徵耶穌哀

哭耶路撒冷城的末日將至。 

 【客西馬尼園】重溫主愛，是耶穌懇切禱告，後來被

猶大以親吻暗號出賣的地方。(太 26：36-56；可

14：32-52；路 22：39-53；約 18：1-12)  

 【萬國禱告教堂】教堂內聖壇前有一塊很老舊的石

頭，據說主耶穌就是在此向父祈求，將苦杯撤去。可

以近距離望向耶路撒冷東牆，和已經被封的金門。 

 【雞鳴堂】彼得否認耶穌事件的發生地點。出自新約

聖經[馬太 26：34；馬可 14：66-72；路加 22：54-

62；約翰 18：15-18]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耶路撒冷 

 

Day 8：聖墓花園-大屠殺紀念館-伯利恒主誕堂-牧羊人野地 

 【聖墓花園】一個供祈禱和反思的寧靜環境。花園塚有個助

於默想的平靜氣氛。借著優美的環境，您可以反思基督生平

裡的復活和祂所傳講聖餐的信息。 

 【大屠殺紀念館】建於 1953 年，紀念館的佔地很大，其中

大屠殺歷史博物館就佔地 1270 坪，記

錄著德國大屠殺的這段歷史、紀念著喪命的六百萬猶太人、

也紀念曾經幫助過猶太人的國際義人。 



 【伯利恆主誕堂】教堂分別由東正教、亞美尼亞教和天主

教管理。從“小門”進入是東正教堂，下層是相傳耶穌

誕生的洞穴，內有一顆標誌耶穌誕生地點的十四角伯利

恆之星，和嬰孩耶穌放在馬槽之處的細小長方形間隔。 

 【牧羊人野地】傳統認為天使向牧羊人報大喜資訊的地

方是在 Beit Sahur，曾經被稱為“牧羊人村”，目前是

伯利恒東邊的城郊區。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耶路撒冷 

 

Day 9：哭牆-聖殿山-苦路 14 站-大衛塚-馬可樓-舊城猶太人區 
 【哭牆】在全世界為最神聖的宗教地；它是耶路

撒冷古城內聖殿山的西牆。每一年有成千上萬的

人到那裡參訪和祈禱。所有的禱告不是口說就是

寫在小紙張上後塞進牆上的石縫中＊此地是神聖的

聖地，避免過於暴露的服裝，最好穿著長裙、長褲

以示尊重。 

 【聖殿山】上聖殿山並不輕鬆，因為安檢緩慢且開放時間常有變動，但來以色列

一定要上來一趟，若說哭牆讓人感受失去聖殿的悲哀，那聖殿山上就是種孤兒似

的淒涼感，難以形容。 
 【苦路 14 站】是耶穌從被彼拉多定罪，釘十架到埋葬的路程。苦路共設有 14

站，為了與耶穌感同身受其往十架之道的苦楚。 

 

 

 

 

 

 

 

 

 

 【大衛塚】是猶太人視為神聖的地方，緊次於西牆。大衛塚是一九六七年前猶太

人朝聖的地方。但大衛塚並不是大衛埋葬的地方，因列王紀下二章十節記載，大

衛葬于大衛城。大衛塚的地點只可以追溯至十字軍時期。因十字軍誤以為今天的

錫安山就是昔日聖經所說的大衛城。 

 【馬可樓】位於錫安山，是最後晚餐的樓房，是耶穌與門徒享用最後晚餐的地

點，於此建立了聖餐崇拜的禮儀。耶穌復活後，在同一個樓房向門徒顯現兩次，

也在此樓房中，眾門徒領受了聖靈。 



 【舊城猶太人區】略分為亞美尼亞區、基督徒區、穆斯林區、和猶太人區；四個

區域各以其聖地和宗教建築物為中心。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耶路撒冷 

 

Day 10：耶利哥(城牆-試探山)-隱基底-昆蘭-耶穌受洗處-死海-提

比利亞(或耶路撒冷) 

 【耶利哥城牆】是全世界地勢最低的城市，低於海平面

260 米。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考古學家把這

裡最早的居民遺跡追溯到一萬年前。 

 【試探山】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後，被聖靈引到曠野，禁

食四十晝夜，受魔鬼的試探，耶穌餓了時，魔鬼對他

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卻回答，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

話。”魔鬼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跳

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

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

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魔鬼又帶他上了

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

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

你。耶穌說，撒旦退去罷。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

你 神，單要事奉祂。”於是魔鬼離了耶穌。 

 【隱基底】是猶大曠野的一個綠洲，當年大衛為躲避掃羅的

追殺，逃到隱基底的曠野，住在隱基底的山寨裡。(撒上

23:29，24:1)「由兩個希伯來字組成，「隱」是泉源，「基

底」指羔羊，所以，隱．基底的意思就是「羔羊之泉」。 



 【昆蘭】死海古卷髮現之地，1947 年牧人們在這裡發

現了手抄本的舊約，證明了聖經的無誤。 

 【耶穌受洗處(約旦)】這個地方在 1968 年前是屬於

約旦的耶穌受洗處，但以色列在 1967 年打贏了六日

戰爭，約旦河成了以色列與約旦之間的界線，自然而

然受洗處也就是…東邊屬於約旦，西邊屬於以色列了。但

即便 1967 年拿回了土地，這塊地上卻已被埋了 4000 枚地

雷，顧慮到安全，這個地點一直到 2011 年才開放。 

 【死海】死海富有豐富的礦物質，成為現代的美容聖地，

塗著黑泥漂浮在死海之中，是一種特別的體驗。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提比利亞或耶路撒冷 

 

Day 11：加利利遊船-五餅二魚堂-彼得授職堂-迦百農-約旦河受洗

-參觀鑽石切割中心-提比利亞 
 【加利利遊船】在耶穌的時代，捕魚是加利利

海的主要活動。耶穌曾經以其中一個靠海的漁

村迦百農為祂的事工中心，在湖面、船上和岸

邊傳福音。(將搭乘傳統漁船) 

 【五餅二魚堂】經多次摧毀和重建，今天所見

的教堂是在 1936 年重建在舊教堂根基上，又於

1982 年整修至今。現今教堂內部的布置包括早

期教堂的遺跡，五餅二魚馬賽克地板畫就在一塊石頭的前方，

據說就是昔日主耶穌舉目望天行神蹟之處。紀念耶穌以五餅二

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 

 【彼得授職堂】彼得受職堂又叫彼得獻心堂，是主耶穌復活後

在提比利亞海邊，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彼得回答說：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

羊！”(約 21:1517)教堂內有復活主為門徒預備早餐的石頭，

今稱“基督的桌子”(約 21:9-14)。 

 【迦百農】：古時候的軍事重

鎮，緊握通商路線的咽喉，羅馬人在此設立稅關、徵收

關稅。使徒馬太便曾經在此作稅吏，後來跟隨了耶穌。

(太 9：9-13)耶穌原是拿撒勒人，被家鄉的人拒絕後，

但為了利於傳道及呼召門徒的緣故，選擇迦百農為傳道



的主要基地，為時 18-20 個月之久(太 4：13-16)，並以之為“自己的城”。(太

9：1)主耶穌曾在彼得家中醫好他岳母的病(路 4：38-39)；在會堂中醫好被鬼附

的人；使管會堂睚魯的女兒復活；醫好大臣的兒

子；百夫長的僕人等。可惜迦百農人仍不悔改，

招致主的咒詛(太 11：23-24)。 

 【約旦河受洗】耶穌當年受洗的地方，是基督徒

們一生嚮往的聖地。地點是在約旦河與加利利湖

交界的地方，這裡是約旦河到加利利湖的入口

處。(視天氣情況而定；受洗袍一件 25 元美金) 

 【參觀鑽石切割中心】特拉維夫有著悠久的鑽石加工歷史，也是當代最著名的鑽

石切磨地之一，尤其以花式切工聞名於世。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飯店內用餐 

住宿:提比利亞 

 

Day 12：報喜堂-迦拿婚宴堂-以利亞山洞-迦密山-凱撒利亞水道-

雅法/特拉維夫-機場(飛往伊斯坦堡轉機) 
 【報喜堂】教堂下層的岩洞，據說是馬利亞的住家遺址，相傳天使當年就是在這

裡向她報喜。這是在同一地點所建的第五間教

堂，之前的教堂包括拜占庭時代和十字軍時代

所建。十字軍所見的教堂毀於阿拉伯人之手，

後來天主教在廢墟上重建。現時這間報喜堂是

於 1969 年建成，由義大利建築師設計，目前是

整個中東最大間的教堂。 

 【迦拿婚宴堂】聖經新約記載中的迦拿真實地

點無從確認，至今有兩個地方是比較有可能的

位置，那就是拿撒勒東北約 6 公里的迦拿村

(Kafr Kanna)，或拿撒勒以北約 13 公里的迦拿

廢墟(Khirbet Kana)。 

 【以利亞山洞】猶太人相信以利亞曾經待在去

迦密山大戰

巴力先知之

前在這裡住過這個洞穴，另外這裡有不少來祈

福的猶太教徒，因為以利亞曾經醫治撒勒法寡

婦死掉的兒子，所以生病以及希望有孩子的猶

太人會來這裡祈福。 



 【迦密山】源自於希伯來文，意思是“花園”或

“果園”。迦密山位於海法東南邊約 27 公里，高

531 公尺，全長約 40 公里，最寬處約 20 公里，隔

開耶斯列谷和撒瑪利亞山地及海岸平原；山脈的北

邊是亞柯平原，西邊是沙崙平原。 

 【凱撒利亞水道】西元前 20 年，大希律王為了向

他的權力後盾凱撒奧古斯都奉承示好，大興土木改造此鎮，擴建港口，使之成為

地中海東岸最“羅馬”的城市，並命名為“凱撒利

亞”，意為“凱撒之城”。根據《使徒行傳 23-25

章》記載，巡撫腓力斯及非斯。 

 【雅法】約帕(Joppa)乃希臘文，希伯來文為雅法

(Jaffa)，意為“美麗的城市”，擁有超過 3500 年

以上的歷史，可算是聖經所載最古老的海港。 

 
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餐廳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豪華客機 

 

Day 13：返回國門，接續回到各人溫暖的家 

 

 

 

 
 



 
 
 
 團費：120,000 元，另加小費 130 美元。 

 早鳥優惠價：(越早報名越優惠唷!) ※團費需酌收小費 130 元美金。 

 4/15 前報名：95,000 元。5/15前報名：98,000 元。 

 6/15 前報名：102,000 元。7/15前報名：105,000 元。 

 8/15 前報名：110,000 元。 

 

 

 

 非朝聖旅遊，不強迫推銷採購，自行選購。 

 只要來到聖地，就能明白 神的心意，更加了解聖經的內容。 

 深入土耳其、以色列精緻聖經景點，完整導覽耶穌及保羅腳蹤，以及歷史文化。 

 透過專業的教師的講解，學習真正明白 神的心意，認清自己的命定，才能與 神

對齊。 

 透過真正與土耳其、以色列連結，活出 3D 聖經，靈裡得著啟發，去了還想再去。 

 

 

 

 團體行程內容所標示之交通、住宿、飯店、門票、餐膳；無自費活動、無購物壓力。 

 每人 200 萬旅遊責任險，附 20 萬醫療險。 

 行程中每一天每人一瓶礦泉水供應。 

 團員以 2 人一室為原則(如有 10歲以下的小孩或最後單數團員則以 3 人一室作為安

排)；單人房每晚另加美金 70 元。 

 來回以經濟艙團體旅客機票為准，含稅捐。 

 

 

 

 護照規費：請自行負責向旅行社辦理。 

 服務費：每天美金 10 元/人。(總計美金 130 元，住宿飯店的房間小費及行李小費、

餐廳小費。當地導遊、司機、領隊。) 費用請於出發前在機場請繳清，以便抵達時

不慌亂。 

 登機前之交通費(個人家中到機場來回之間的費用) 。 

 行李(每人限攜帶一件)：限每人 23 公斤以內，超重即私人開銷；令可攜帶一件手

提行李，體積不超過（22 吋 x 14 吋 x 9 吋）。 

 不包括旅遊者因違約、自身過錯、自由活動期間內行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財

報價說明 

本團特色 

團費包含 

 

團費不包含 

 



產損失，服務專案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費用，例如特種門票。 

 行李在航班托運期間的造成損壞的經濟損失和責任。 

 因氣候或飛機、車輛、船隻等交通工具發生故障導致時間延誤或行程更改引起的經

濟損失和責任。 

 團員 70 歲以上者，需額外酌收 250 元醫療保險。 

 搭乘熱氣球需自費 135 美金(值回票價)，費用需以當地實際費用為準，如變動恕不

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報名時請一併預繳訂金新台幣兩萬元(才受理報名)，以及護照影本，可直接拍照

回傳；8/15 前需繳清尾款。 

 護照以出發日起計算，需有效期七個月以上(210 天以上)。 

 團費為機票來回、住宿、交通費用，恕無法提供收據及奉獻收據證明。 

 本團採用航空公司團體機票：明定開立機票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

退票或取消。 

 當訂金一繳付時，我方隨即訂購機票及預約酒店，因此不能退費；當您付訂之後

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主辦單位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

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敬請理解！若因個人事情無法前往，故無法退費，但

可找其他人遞補，請提早出發前一個月告知主辦單位，以便作業! 

 行程深入聖經據點，專業牧者全程解說，多處築壇獻祭。 

 土耳其航空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取消則無退票價值(醫療原因亦然)，取消費將收

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 

 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延回者請自行開立【個人機票】，機票

價差將由旅客自付。 

 本行程、照片僅供參考，請以實際行程為主。 

 行程、航班時間、住宿飯店、餐食之最後確認，請以「行前說明會」所列資料為

準。 

 餘款付清後，CBSI 會在 LINE 群組發《旅遊錦囊》給團員，讓團員瞭解以色列等國

的概況，以便提早做好準備，行程各項事宜有疑問可洽詢以下電話 06-266-2758 

   (馬姊妹)或收尋 LINE：@zoy4942c 提出您的問題。將有專人為您解答! 

 

※全程屬靈行程導覽，土耳其專業級教師、博士導覽，非旅遊團! 

不要脫隊，不要喧嘩，要展現團隊精神。 

不只旅遊，靈得飽足；親身體驗，立體聖經。 

 

 

 

特別注意事項 

主辦單位 ：CBSI 華人以色列文化研究會 (耶路撒冷) 
協辦單位 ：台灣 Holocaust 和平紀念館 
報名專線 ：06-2662758 馬姊妹 
ＬＩＮＥ@：@zoy4942c  小編同工(請掃描 QRC) 



 

 

 

 正確航班將以行前通知為標準。 

 

 

 

 CBSI 儘量忠於原行程，但仍保有行程順序與飯店同等級調整之權利。 

天數 內      容 

01 晚上 18:30 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 21:55 班機直飛伊斯坦堡機場 

02 伊斯坦堡-士每拿-以弗所-庫薩達斯 

03 棉堡-老底嘉-棉堡 

04 非拉鐵非-撒狄-推雅推喇-別迦摩 

05 別迦摩-士每拿-搭國內班機到伊斯坦堡 

06 伊斯坦堡-市區一日遊，下午搭機飛往以色列 

(當晚從伊斯坦堡搭機，預計晚上 7:30 點前抵達特拉維夫) 

07 橄欖山遠眺聖殿山-主禱文堂-棕樹主日道路-主泣堂-客西馬尼園-萬國禱告教

堂-雞鳴堂-晚餐/休息 

08 聖墓花園-大屠殺紀念館-伯利恒主誕堂-牧羊人野地-晚餐/休息 

09 清晨哭牆-聖殿山-苦路 14 站-大衛塚-馬可樓-舊城猶太人區–晚餐/休息 

10 耶利哥(城牆-試探山)-隱基底-昆蘭-耶穌受洗處-死海-提比利亞(或耶路撒冷) 

11 加利利遊船-五餅二魚堂-彼得授職堂-迦百農-約旦河受洗-參觀鑽石切割中心-

提比利亞 

12 報喜堂-迦拿婚宴堂-以利亞山洞-迦密山-凱撒利亞水道-雅法/特拉維夫-機場 

(飛往土耳其，轉機直飛台灣) 

13 接續回到各人溫暖的家 

 

航班 日期 班機號碼 集合時間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伊斯坦堡 9/4 TK 25 晚上 18:30 21:55 05:10+1 

伊斯坦堡-以色列 9/11 TK836  16:55 19:05 

以色列-伊斯坦堡 9/15 TK789 晚上 18:30 21:45 00:05 

伊斯坦堡-桃園 9/16 TK 24  01:35 17:55 

班機時間 

行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