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聖地進修旅遊團
<■以色列

PTPM HOLY LAND STUDY TOUR

■約旦 ■西奈 ■埃及 ~ Israel, Jordan, Egypt, Sinai>

{聖經教師: ● 陳宏博博士● 陳純慈博士 ● 陳建平師 }

APRIL 11-24
2018 TOUR
#Tour #84H

{Bible teachers: Dr.Christine Tan, Rev.Stephen Tan, Dr.Paul Tan} (Update:4/25/2018]
For details, go to :
www.TanBible.com

每天行程 {14 天 days,13 夜 nights—100 聖經景點

第 1 日（星期三） 4/11
飛程: 安曼。 摩押、馬他巴 (Madaba)、尼波山、
死海東岸、沙漠公路、亞嫩河、慕及谷 (Mujib）。
坐車前往馬他巴，這座〝拼圖之城〞也是摩押女子
路得的故鄉。從死海的東岸可以看到摩押美地。
在馬他巴用午餐 (#1)。
然後登上尼波山，摩西在這裏遙望應許之地，也是
神親自安葬神人摩西的地方。從沙漠公路前往參觀亞嫩
河壯觀的慕及谷，又從國王公路回程。
（晚餐及夜宿 #1：安曼）

第 2 日（星期四）4/12
耶利哥、試探山、桑樹、以利沙泉、伯珊、提比
哩亞
沿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直到靠近死海的耶利哥。登上
文物出土點俯覽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的耶利哥平原。
參觀耶穌被試探的地點。途經撒該為要看耶穌而攀的桑
樹，又見以利沙泉。沿約旦河往北至著名的伯珊的考古地
區（若時間許可），也是非利士人與掃羅爭戰之地。沿
加利利海西岸抵達提比哩亞。
（晚餐及夜宿 #2：提比哩亜）

第 3 日（星期五）4/13
加利利、拿撒勒村、拿撒勒（報喜堂，猶太會
堂）、加拿。
參觀拿撒勒村 – 這是仿照
第一世紀的拿撒勒村的建造，
讓人有如置身在耶稣渡過三十
年安靜的村莊內。進入耶穌的
家鄉拿撒勒，參觀報喜堂和古
代的猶太會堂。參觀加拿（重
誓婚盟）。
（晚餐及夜宿 #3：提比哩亜）

第 4 日（星期六）4/14
加利利海、登船、加百農（會堂和彼得故居）、
Tabgha、八福山、哥拉汛、 亞筆山。
從提比哩亞坐船往北去加百農，那裏可以看到古代
的會堂和彼得的故居。參觀岸邊的古代五餅二魚拼圖。
繼續前往八福山，登山寶訓之地。參觀哥拉汛 – 耶
稣事工三大據點之一 (其他: 迦百農，伯賽大)。登亞筆山
頂俯覽加利利海，回顧耶稣事工主要的地方。
（晚餐及夜宿 #4：提比哩亜）

第 5 日（星期日）4/15
但的廢墟，該撒利亞腓力比、哥蘭高原、哥拉汛、
夏瑣、Degania 洗禮。
開車向北到舊約時代以色列最西北的城市 –，就是惡
王耶羅波安設置金牛犢的丘壇所在地。路經 Hittim 之角，
就是撒拉丁(Saladdin)打敗十字軍的地方，經迦南人的古
都夏瑣。
越過戈蘭高地。開車北往該撒利亞腓力比（巴尼
亞），靠近約旦河的起源，黑門山根。
午餐彼得魚(#2)、在約旦河洗禮。
（晚餐及夜宿 #5：提比哩亜）

第 6 日（星期一）4/16
迦密山、Mukhraka、米吉多、耶斯列谷、所羅門
隧道、該撒利亞、約帕、特拉維夫、雅汲倫谷、以
馬忤斯、以拉谷、呂大近區（Lud）、耶路撒冷。
開車前往美麗的迦密
山，縱覽整個北區。參觀
先知以利亞對抗 450 巴力
先知的 Mukhraka。前往米
吉多，未來哈米吉多頓大
戰之地。走入所羅門隧道。
開車環繞耶斯列谷－以色列的花園。
在耶斯列谷用午餐 (#3)。
前往該撒利亞，就是古羅馬在巴勒斯坦區的首都。
參觀羅馬人和十字軍的遺物，並保羅以囚犯身份啟程去
羅馬的海灣。參觀約拿啟航他施的約帕。
靠近那裏的是呂大和以色列商業中心的特拉維夫。
開車前往雅汲倫谷，就是日月停頓的地方；耶穌和二門
徒同行的以馬忤斯；大衛打歌利亞的以以拉谷。
（晚餐及夜宿 #6：耶路撒冷）

第 7 日（星期二）4/17
伯利恆、牧羊人地、降生教堂、希律堡, 。
南下至伯利恆，參觀聖誕堂，這是聖地最古老的教
堂。參觀主耶穌誕生的洞穴－馬槽，並聖誕的牧羊人的
野地。參觀希律堡－屠殺伯利恆嬰孩的大希律的和堡壘
遺址。
晚上：西牆隧道—這是新挖的一千英尺長 地底的哭
牆。 走在老耶路撒冷希律王時代的街上; 看建造聖殿的最
大的石塊(500 噸)。
（晚餐及夜宿 #7：耶路撒冷）

第 8 日（星期三）4/18
橄欖山、主禱文堂、升天山、棕樹主日路、客西
馬尼、汲倫谷、馬可樓、錫安山、大衛墓、
Gallicantu（該亞法故居）。
開車上橄欖山，
俯覽耶路撒冷。以
全耶路撒冷為背景
拍攝紀念性的團體
照。參觀升天教堂，
主禱文堂，
Dominus Flevit 教
堂，行在棕樹主日
的路上。
在客西馬尼園內禱告，有古代的橄欖樹和詳和的
萬國教堂為伴。
開車經汲倫谷到達該亞法的故居，就是彼得不認
主的地方。在錫安山上的馬可樓禱告。參觀大衛墓。
（晚餐及夜宿 #8：耶路撒冷）

第 9 日（星期四）4/19
舊城: 聖殿區，哭牆，糞廠門，古聖殿台階，伯
賽大池，十架苦道，聖安妮堂，聖墓堂。
經糞廠門進入舊城，參觀西牆旁的文物出土區，踏
上古聖殿的台階。參觀聖殿區內的圓拱石和 AL-Aksa 回
教寺。參觀天使攪動水的伯賽大池，和傳統中耶稣母親
誕生的地方。從彼拉多的審判廳(鍚安婦女的華石路)，沿
十架苦道去聖墓堂。
（晚餐及夜宿 #9：耶路撒冷）

第 12 日（星期日）4/22
觀看羅得之妻的石柱、亭納公園、所羅門銅礦、
以拉特的水底觀察台、亞卡巴灣、彼特拉。
亭納公園：曠野會幕的實足尺寸模型；所羅門的銅
礦。今日抵達以拉特。參觀以拉特壯觀的水底觀察台和
水族館。本地靠近以色列、約旦、和埃及三國的邊境。
越邊區進入約旦，沿西乃半島沙漠東部的海灣，前往
彼特拉。
（晚餐及夜宿 #12: 彼特拉）

第 13 日（星期 一）4/23
Petra (彼特拉 )、國王公路、撒烈河、摩押、以東、
亞倫墓、希實本、底本、亞羅珥。
越過撒烈溪和古代摩押和
以東的邊界。從遠處觀看亞倫
墓。在彼特拉用午餐 (#4)。
今日全天觀光彼特拉。這
座以東人的堅固堡壘是刻石而
成的宏偉古城，現仍存有許多
雕刻在玫瑰紅石上的圖案。在
大災難時期，本地將是猶太人避難的唯一所在。參觀
「摩西之泉」（岩石出水）。傍晚時離開彼特拉，經聖
經上的希實本，底本和亞羅珥回到安曼。
（晚餐及夜宿 #13: 安曼）

第 14 日（星期二） 4/24
安曼、堡壘、亞摩利山、Jerash、雅博河、、瑪
哈念。

第 10 日（星期五）4/20
本日遊覽古時亞捫人和今日約旦王國的首都。參觀
希西家隧道、Cardo、聖殿學院、花園墓、雅法門。 堡壘，也看到古亞摩利人的山區。
新城：以色列博物館、耶路撒冷聖地模型、聖書博
繼續往北參觀保存良好的羅馬古城 Jerash－古代底加
波利（古城區）。參觀橢圓演說場圓柱街，亞底米神廟
物館、二戰紀念堂、國會廳。
走進希西家王挖掘的地道，參觀 Cardo。參觀聖殿學
院，內有未來的聖殿圖形，祭司服飾和其他未來重建的
聖殿內的器皿。參觀 Yad Vashim－二戰紀念堂，開車到
以色列博物館看死海古卷。觀賞耶穌時代的耶路撒冷模
型。路經以色列國會廳，燈檯，以色列國徽。參觀花園
墓，這是基督徒紀念耶穌的死、埋葬和復活的地方。
下午：自由時間，傍晚在耶路撒冷(雅法門) 購物。
逾越節最後晚餐顯示（旅館內）
（晚餐及夜宿 #10：耶路撒冷）

和羅馬劇場。稍停在雅博河，毘努依勒和瑪哈念，這些
是雅各看見天使，天使摔跤的地方。
(回程: 本國)

埃及(選項)
第 15 日（星期三）4/25
開羅、金字塔、獅身人像、埃及博物館、耶穌的
童年、埃及教派教堂

開車去吉薩看著名的眾
金字塔（Cheops, Chephran,
第 11 日（星期六）4/21
Mycerinus），看獅身人像。
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昆蘭、馬塞大、死海浮
參觀有 5000 年歷史的
泳，隠基底、羅得之妻。
埃及博物館，包括圖王 (King
參觀覓得死海古卷的昆蘭，也是埃色尼社群的故居。 Tutankhamun) 的遺物。參觀傳說耶穌童年在埃及的居所，
看基督教傳入埃及時的埃及教派教。 午餐。傍晚登機
路過隱基底，就是大衛逃避掃羅時所居，登馬塞大－以
色列敵擋羅馬大軍的最後地點。在死海浮泳。
（晚餐及夜宿 #11：死海區域）

第 16 日（星期四）4/26
回程: 本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