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聖地進修旅遊團 PTPM HOLY LAND TOUR 
■以色列 ~ ISRAEL (6/22~7/03)     {+選項 ■約旦 Jordan {7/2-5} 

 

每天行程  (12 {+3}天 days, 11 {+3}3夜 nights; 100+ 景點 sites)  
  

{聖經教師: ● 陳純慈博士 ● 陳宏博博士 ● 其他}  Bible teachers: Dr. Christine Tan, Dr. Paul Tan, Others}

第 1 日 (星期四) 6/22/2023 以色列: 耶路撒冷;  

以色列 (耶利哥：古代遺址，試探山, 桑樹，以利沙

水泉; 伯珊; 提比哩亞) 

下午航班, 抵達特拉維夫 (TLV)機場, 進入以色列。  

(時間允許:) 下到死海附近的耶利哥。 我們登上考古

遺址，察看耶利哥平原，昔日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 

看耶穌受試探的地點; 看一棵類似撒該攀爬的桑樹。沿

著加利利西岸，前往提比里亞。 

（晚餐和夜宿＃1：提比里亞） 
 

第 2 日（星期五）6/23/2023 - 加利利 

阿貝爾山，“耶穌路徑”，拿撒勒（報喜堂，猶太

會堂），“拿撒勒村”，聖經餐，加拿 

登上阿貝爾山頂看加利利地區壯觀的全景, 耶穌大部

分事工都在這裏。走一段 “耶穌路徑”（拿撒勒到迦

百農）。 經過塞拉丁打敗十字軍的哈丁角。 

進入耶穌的故鄉拿撒勒。參觀以

色列最大的教堂：報喜堂。 進入拿

撒勒的古猶太會堂。參觀“拿撒勒村” 

- 看耶穌如何在仿製的第一世紀拿撒

勒生活了”沉默的 30 年”。  

午餐＃1：聖經午餐（拿撒勒村） - 耶穌所吃的食物。

參觀加拿婚姻禮堂（重訂婚盟）。 

（晚餐，{會議室}和夜宿＃2：提比哩亞） 
 

第 3 日（星期六）6/24/2023 - 加利利 

加利利海，乘船，塔加，迦百農（猶太會堂，彼得

的家），“彼得魚”午餐，八福山，約旦河, 重獻洗禮

(Degania）。 

乘船遊覽加利利海。 在加利利海岸邊，參觀帶有馬

賽克五餅二魚的塔加。耶穌複活之後在附近向門徒顯現

（約翰福音 21 章）。

去迦百農看古老的猶

太會堂和彼得的家。 

午餐＃2：加利利

海邊享受“彼得魚“。

繼續前往耶穌登山寶

訓的八福山。約旦河

的 Degania, 重獻洗禮。 

（晚餐，{會議室}和夜宿＃3：提比哩亞） 
 

 

 

 

第 4 日（星期日 ) 6/25/2023 - 加利利 

    但的廢墟, 該撒利亞腓力比,戈蘭高地, 

夏瑣, 黑門山 . 

路經迦南人古都夏瑣。往北到舊約

時代以色列最北端的城市 —但的廢墟。

看惡王耶羅波安在丘壇建的金牛犢。 

經過戈蘭高地 到凱撒利亞腓立比的巴尼亞斯, 彼得

承認耶穌是基督的地方, (附近是約旦河的起源)。黑門山

根 (乘坐滑雪纜車)。 

（晚餐，{會議室}和夜宿＃4：提比哩亞） 
 

第 5 日 (星期一) 6/26/2023 - 地中海沿岸 

迦密山, 慕拉卡, 米吉多, 耶斯列谷, 該撒利亞, 約帕, 

雅汲倫谷, 以馬忤斯, 以拉谷, 耶路撒冷 

開車上美麗的迦密山, 看北區美麗的全景. 參觀慕拉

卡, 就是以利亞挑戰 450 巴力先知的地方。繼續前往米

吉多, 未來哈米吉多頓大戰的戰地。走

入米吉多的古隧道。午餐＃3: 耶斯列/

海岸。 

驅車前往和羅馬在巴勒斯坦的首都

凱撒利亞, 就是保羅被囚乘船去羅馬的

港口。參觀約拿啟航他施的約帕。附

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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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門徒同行的以馬忤斯；大衛擊敗歌利亞的以拉谷

（時間允許）。 

（晚餐和夜宿＃5：耶路撒冷） 
 

第 6 日（星期二）6/27/2023 - 耶路撒冷 

聖殿山，畢士大池,聖安妮教堂，十架苦道，錫安修

女舖華石路，聖墓堂，聖殿學院，雅法門購物（未定）。 

觀畢士大池，耶穌在那裡治癒了患病 38 年的癱子，

聖安妮教堂 - 傳統中耶穌母親的誕生地。  

走上十架苦道,從彼拉多的判決大廳出發,經錫安修女

舖華石路到聖墓教堂。午餐＃4：耶路撒冷 

參觀聖殿學院，看看來聖殿模型, 未來祭司的服裝，

和未來重建聖殿使用的其他物品。 

（下午：時間若允許在雅法門購物） 

（晚餐和夜宿＃6：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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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日（星期三）6/28/2023 - 伯利恆 

 西牆（哭牆），糞廠門，古聖殿南部台階，希西家隧

道。伯利恆，主誕堂，牧人野地，希律遺跡, 西牆隧道。 

參觀西牆。從糞廠門進入

舊城。參觀聖殿區與圓頂清真

寺和阿克薩清真寺。參觀西牆

旁邊的考古挖掘區，然後走上

古聖殿南部台階。 

走進希西家的地下隧道。

長達 1700 英尺長的隧道的工程

壯舉, 在主前 700 年開鑿在大衛城的基石底下。見殺伯

利恆的嬰兒的大希律遺跡 - 希律堡壘和墳墓。 

午餐＃5：伯利恆。南去伯利恆看耶穌誕生的教堂，

聖地中最古老的教堂。 參觀 - 耶穌誕生的洞穴, 馬槽和

牧羊人的野地。 

特別夜遊：這是長達 1,500 英尺的西牆隧道。走在

舊耶路撒冷希律時代的國王大道上 。看聖殿最大的建

築石（500 噸）! 

（晚餐，夜宿＃7：耶路撒冷） 
 

第 8 日(星期四) 6/29/2023 – 耶路撒冷 

(舊城): 橄欖山, 升天堂, 主禱文堂, 棕櫚主日路, 主哭

堂 ,客西馬尼, 萬國堂, 汲淪谷,雅法門購物。  

(新城)：以色列博物館，耶路撒冷模型，聖書博物

館，以色列議會。 

開車去橄欖山, 看耶路撒冷全景。看升天堂, 主禱文

堂。 以耶路撒冷為背景的留念全體照。看主哭堂。 

行在棕櫚主日路客西馬尼園內禱告, 背景的是古老的

橄欖樹和寧靜的萬國堂。 

沿著汲淪谷, 通過美國大使館。參觀以色列博物館，

看死海古卷。看基督時代耶路撒冷的模式。參觀以色列

國會。（下午：雅法門購物） 

♦”逾越節 -最後的晚餐”展示 (羊肉）(酒店宴會廳） 

（晚餐和夜宿＃8：耶路撒冷） 
 

第 9 日（星期五）6/30/2023 - 耶路撒冷 

大屠殺紀念館（二戰紀念館）,該亞法府邸,錫安山，

馬可樓，大衛墓，花園墓,  

二戰的大屠殺紀念館。 

在錫安山，參觀馬可樓和大衛墓。前往大祭司該亞

法的府邸，彼得在哪裏否認主。 

午餐＃6：耶路撒冷。在花園墓守聖餐, 那裏是基督

徒紀念耶穌的死埋葬和復活的地方。  

（晚餐和夜宿＃9：耶路撒冷） 
 

第 10 日（星期六）7/01/2023 - 死海 

耶路撒冷-耶利哥路, “創世紀

之地”體驗, 昆蘭, 隱基底，馬薩

達，死海游泳 

經耶路撒冷-耶利哥公路下到
死海。”創世紀之地”體驗。    

參觀昆蘭, 愛色尼人發現死海古卷的地方。參觀隱底，
大衛逃避掃羅藏身之地。(午餐＃7)。 

然後乘纜車上到馬薩達，猶太人
抵抗羅馬的最後基地。在死海享受
“不沉沒”的游泳。 

（晚餐，夜宿＃10：死海地區） 
 

第 11 日（星期日）) 7/02/2023 –
紅海 

羅得之妻; 以拉特水族館。亞喀巴海灣, 紅海。 
看羅得之妻遺址。參觀以拉特宏偉的水下觀察台和

水族館。附近是亞喀巴灣—以色列，約旦和埃及的邊界。 

 

（A）“以色列集團”  
下午，返回耶路撒冷（從以拉特出發） 
（晚餐，夜宿＃11：耶路撒冷） 
 

第 12 日（星期一）) 7/03/2023 –耶路撒冷 
早餐後，從特拉維夫 機場(TLV) 飛回家園。 
帶著一生的回憶和靈感回家。 

 

（B）“約旦集團” 
與第 11 天（星期日; 7/02）相同 (上圖). 下

午過境約旦, 抵達佩特拉 (Petra)。（晚餐和
夜宿＃A：佩特拉） 

 

第 A 日  (星期一) 7/03/2023 - 佩特拉 (約旦) 
亞喀巴邊境，佩特拉，扎瑞德河，以東，摩押，沙

漠公路，希實本，底本，亞羅，亞倫墳墓（遠觀） 
上午參觀佩特拉, 以東的要塞。佩特拉是一個壯觀的

岩石古城，精美的雕塑刻在玫瑰紅色的岩石上。 大災
難期間，這地區是猶太人唯一的避難所。  

午餐＃A：佩特拉。遠眺亞倫墳墓（遠觀）。 
下午，離開佩特拉，穿越聖經城市希實本，底本，

亞羅等。 從沙漠公路回到安曼。  
（晚餐及夜宿:＃B：阿曼 (Amman） 
 

第 B 日（星期二）7/04/2023 - 安曼 (約旦) 
安曼早上 8:00 點出發。安曼堡  亞摩利山脈, 摩押、馬

他巴 、尼波山、死海東岸、國王

公路、亞嫩河、慕及谷。 

遊覽安曼, 古代亞摩利人首都, 
也是今天約旦首都。前往馬他巴，
也是摩押女子路得的故鄉。(午餐
＃B: 馬他巴)。從沙漠公路前往亞嫩河壯觀的慕及谷，
稱為”中東的大峽谷”從死海的東岸可以看到摩押美地。 

登上尼波山，摩西在這裏遙望應
許之地。 

（晚餐及夜宿 ＃C：：安曼） 

第 C 日（星期三）7/05/2023 - 約旦 

早餐後，從安曼(AMM) 飛回家園。 
帶著一生的回憶和靈感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