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神學院主辦 

出埃及進迦南 

旅遊行程  
第一天 11 月 30 日（星期一）2:50pm 離開舊金山經巴黎到

開羅(Air France) 
 

第二天 12 月 1 日（星期二）7:05pm 抵達開羅。在開羅機

場辦簽證（$30）。當地導遊接至旅館休息。  
 

第三天 12 月 2 日（星期三）金字塔與埃及博物館。夜宿開

羅。 
 

第四天 12 月 3 日（星期四）早上乘飛機離開埃及到西奈半

島最南端的濱海景區 Sharm el-Sheikh。海灘漫步及午餐之

後，坐車前往西乃山（何烈山）。體力好的可以走上摩西

山。也可以選擇騎駱駝到中途休息站，之後走 750 級台階

上山頂看日落。夜宿西乃山旅舍。 
 

第五天 12 月 4 日（星期五）參觀 St. Catherine 修道院，摩

西看到燃燒的荊棘之處。之後驅車沿紅海往以色列埃及邊

界。經過以色列南邊的 Eilat 來到約旦的 Aqaba（聖經上的

以旬迦別–所羅門的港口。夜宿 Petra，以東人之地。 
 

第六天 12 月 5 日（星期六）早上參觀 Petra，約旦南部的

一座歷史古城，它是約旦南部沙漠中的神秘古城之一。下

午離開 Petra。夜宿安曼，約旦首都。 
 

第七天 12 月 6 日（星期日）早上參觀安曼南 30 公里

Madaba （聖經名-米底巴）的希臘正教教堂, 以拜占庭和

回教 Umayyad 的馬賽克（mosaics）出名，其中有最早的

聖地馬賽克地圖。尼波山，摩西在此遙望應許之地，也是

傳說他安葬之處。往西走我們看到摩亞平原，以色列人渡

過約旦河之前安營所在。傍晚時分抵達以色列首都

TelAviv。 
 

第八天 12 月 7 日（星期一）早飯後，前往地中海邊的該撒

利亞（外邦人在此首次從彼得聽到福音接受洗禮）。參觀

羅馬劇院 及水利工程後前往迦密山，在那裡先知以利亞挑

戰亞哈王的眾先知。之後經耶斯列谷到米吉多，最後的哈

馬吉多頓戰場。考古學家在這裡發現 20 層文明的遺跡。開

車經過迦拿和拿撒勒，耶穌早年成長之處，在此參觀一個

仿聖經時代的村莊。傍晚來到加利利湖畔的提比利亞用晚

餐。在這裡住兩晚。  

第九天 12 月 8 日（星期二）早飯後， 來到但，以色列

的百姓在此離開神去事奉外邦神。之後參觀該撒利亞腓

力比, 彼得認耶穌是基督之處後，驅車前往黑門山，更

深的認識聖經的地理狀況。從黑門山回頭往南走，來到

迦百農參觀猶太會堂遺跡和彼得故居，去到耶穌行五餅

二魚神蹟之處及登山寶訓的八福山，並乘船遊加利利

海。  

第十天 12 月 9 日（星期三） 一早先到約旦河洗禮之

處，之後來到 Beit-Shean/Scythopolis, 以色列最壯觀

的考古之地。腓力士人打敗掃羅和他兒子後，把他們的

屍首掛在 Beit-Shean 的牆上。考古學家在此發現許多

羅馬拜占庭的城市遺跡。耶穌時代，這是希臘十所大城

之一。之後我們經過耶利哥來到約旦河邊以色列境內的

伯特利。在此約翰為耶穌施洗，先知以利亞以利沙過約

旦河，約書亞領以色列百姓進入應許之地。 晚上住在死

海。 
 

第十一天 12 月 10 日（星期四）一早乘纜車到位於山頂

的城堡瑪撒大，奮銳黨的猶太人被羅馬滅亡之處。然後

前往 隱基底，大衛王躲避掃羅之處。隨後參觀發現死

海古卷的昆蘭山洞，並在亞伯拉罕的帳幕用晚餐。 夜宿

耶路撒冷（三晚）。 
 

第十二天 12 月 11 日（星期五）在去市區路上先來到哭

牆及拉比隧道。經歷二次聖殿的時期，對聖殿建築，供

水及羅馬街道有較清楚了解。之後來到彼拉多的審判院

從這裡可以看到畢士大池，聖安娜教堂。下午參觀南牆

考古區。當年普通的百姓由此進入聖殿，部份的石階及

洗潔池已經出土。剩下的時間你可選擇購物或去參觀伯

利恆。 
 

第十三天 12 月 12 日（星期六） 今天我們隨著耶穌的腳

踪來到橄欖山頂眺望耶路撒冷市區，摩利亞山及圓頂清

真寺，然後來到客西馬尼園。穿過橄欖樹林，來到錫安

門外最後晚餐的房子。然後經由苦傷路，來到聖墓堂。

今天的高潮是骷髏地及花園塚，在此我們領聖餐紀念耶

穌的復活。回旅館晚餐後準備赴機場搭機經巴黎回美。 
 

第十四天 12 月 13 日（星期日） 下午 12:55 抵達舊金山 

埃及、約旦及以色列14天 
 2015年 11月 30日至 12月 13日 



簡介 ： 

十四天的旅程，我們將走訪埃及，約旦及以色列，

跟著神帶領以色列人出埃及進入應許之地的腳蹤，

實地研習聖經時代中東的地理與文化。基督神學院

舊約專任教授孫通牧師將親自帶團，並在出發前開

【聖經史地】課程（11/14-15）加深對新、舊約的

背景瞭解。 人 ，額滿(40 人)為止，請速報

名。 

 

費用：  

特價優惠： 5月 31 日以前-每人$ 3,520 
6 月 1 日以後每人$ 3,620 
報名時需繳訂金$ 400 
餘款需在 9 月 10 日前繳清 
（信用卡付費另加 3%） 
 
費用包括： 

1.舊金山往返機票（包含稅金） 

2.單程從開羅到西奈半島南端 Sharm El Sheikh機票 

3.11 天 4 星級飯店，1天二星級旅舍（西奈山） 

4.每日早餐及晚餐 

5.埃及，約旦英語導遊，以色列中文導遊 

6.行李交運（一人一件） 

7.所有小費：司機，導遊，旅舍 

8.邊界稅金及約旦簽證（限美國/加拿大公民） 

9.行程表上所有景點的入場費，交通所需 

10.舒適豪華旅遊巴士。 

11.【聖經史地】課程（11/14-15）旁聽費 

 
費用不包括： 

1.旅遊保險 

2.午飯 

3.埃及機場簽證（$30） 

埃及、約旦及以色列14天 
 2015年 11月 30日至 12月 13日 

出埃及進迦南 

基督神學院主辦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8 月 10 日前或額滿(40 人)為止 

 
報名方式:  

1. 請填妥預約表格 （Reservation Form) 

2. 訂金$400 (支票抬頭 CLI)  
3. 護照影本（護照有效期至少要在 2016 年 6 月

13 日以後） 
寄至 Christian Leadership Institute 

  447 De Guigne Drive 
  Sunnyvale, CA 94085 
 

退款規則: 

8 月 10 日前退出，訂金可退還$300 (扣除手續費

$100) 
8 月 11 日至 9 月 15 日退出，訂金$400 不退還，

其餘全退  
 
9 月 15 日  

 

查詢及索取報名表請電(408) 830-9912    
或 E-mail: CLIadm123@gmail.com 
 

基督神學院 

網址: www.cliglobal.org   
電話: (408) 830-9912    
Fax : (408) 830-9913 
查詢: (408)338-8797 
E-mail: CLIadm1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