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拉培訓網絡主辦  www.equiptoserve.org  Tel:+1 778-2970350   email: info@equiptoserve.org

 聖地涉獵 2014 教牧實地體驗課程

z
 認識聖經之地來教導聖經 z
聖經之地是《聖經》最佳的註釋書之一
是我們所稱之為「神設計的信心試驗場」

 

運 用 地 圖 、 討 論 、 文 本 、 圖 表 和 實 地 體 驗 來 學 習 聖 經 之 地 。

       由曾任耶路撒冷聖地研
究院20多年的聖經史地導師
及副院長之 Jim Monson 教授
重新編寫的《聖
地 涉 獵 研 習 系
列》，自1998年
出版以來，被眾
多的歐美神學院
採用為聖經史地
研究的指定教科
書或研習指南，
歷經七年，終於
由以斯拉培訓網
絡之團隊翻譯成
中文版。

        以斯拉培訓網絡更結合
「行程前的聖地涉獵研習、
只缺席一主日的13天聖地之
旅、獲取合格教師的專科教

導資格」三項研習項目，將
於 2014 年 11月 24日至12
月5日舉辦「聖地涉獵實地體

驗 課 程 」 ( 教 牧 /
神學院講師)，讓教
牧同工可以有靈命更
新和事奉增值的機
會。

經過這個學習的教牧
同工，必定會對聖經
的史地背景、聖經中
主要的敍事經文，有
清楚和立體的認識，
從而確立深度和正義

解經的基礎。加上，參加13
天聖地之旅的，全都是教牧
同工，因此有許多交流及互
勵互勉的機會。

聖經和它向世界所宣講的
信息，乃是從與中國接連
的區域興起的。作為一個
信徒應當學習更多關於聖
經地方和它的地理環境，
這種看法的確實，越來越
顯得清楚。事實上，要從
事聖經的語言、商業和文
化的研究，最好就是先學
習聖經的地理背景，這塊
地土就是我們所稱之為
「中間之地」。雖然這片
地土是脆弱的、處於受威
脅的地理環境上的，神卻
在這裡對世人啟示了衪的
救贖計劃。

牧者的夢想 
在2013年温哥華教牧同工聖

誕晚會的一個環節中，當問到
「你一生最想去的是那一處地
方」時，約有一半的同工都表
示是「聖地」。起初，我們以
為這只是一個遊戲，並不為

意，以為那些表達這種願望的
人只是隨便說說而矣。事後，
誰知竟有一些同工再進一步追
問我們是否可以落實安排，使
他們的夢想可以成真。

其實，不單溫哥華的教牧同
工有如此期望，在不同國家的
傳道人，也有同樣的提出。



透過聖經背景重新認識《聖經》 
費用包括和不包括
除來回機票外，實地體驗課程費用為 US $ 2350，包括：

 行程前的聖地涉獵研習系列，包括：《聖地涉獵》、《地區研習指南》、七幅《地區研習地圖》。

 行程前在數碼教室、行程中在聖經遺址及酒店會議廳上課。

 13天聖地實地體驗之旅，包括：全程三餐食宿、交通、講義、入場費 (但不包括機票、簽證)

 完成所有研習功課、旅程、考試，合資格者可獲「聖地涉獵合格教師證」。

 以斯拉培訓網絡一年會籍，可以使用博學城及百科網之學習及講道資源。

請考慮支持牧者修讀 
由於修讀完《聖地涉獵實地體驗課程》會對教牧同工的講道、解經、

靈命更新、事奉心志等，都有助益，並且持有「聖地涉獵合格教師

證」更可以在教會中講授《聖地涉獵》及指導《地區研習》，使眾會

友都得到造就，因此期望教會能支持在職教牧同工參加，建議如下：

 課程費用：建議USD 1950 由教會支持、USD 400 由教牧同工自付

 教牧同工獲「聖地涉獵合格教師證」後，成功地在教會教導第一
批學生者，所自付的 $400 將全數退還，除以示獎勵之外，更落實

教會支持教牧同工參加的目的和最終意義。 

  來回機票：由教會全數或部分支付，或用飛行里數換取。

持有「聖地涉獵合格教師證」
 可以在教會中講授《聖地涉獵》及指導《地區研習》，使眾
多的學生們得到造就，學生完成研習，經過考試，可獲頒
《聖地涉獵證書》乙張。

 以「聖地涉獵合格教師」身份訂購《聖地涉獵研習系列》將
有折扣優待。

 以「聖地涉獵合格教師」身份帶領學生參加以斯拉培訓網絡
的聖地之旅，將有減費或免費的優待，視乎人數多少。



《地區研習地圖》

    

透過研習來了解《聖經》的歷史性之地是如何運作 

  《地區研習指南》

能夠目睹聖經實行出來是非常令人振奮的——因此大部分讀者以《聖地涉獵》作為他們研習的開

始。《研習入門套裝集》包括了《聖地涉獵》、七幅《地區研習地圖》和《地區研習指南》。

在介紹了「中間之地」後，該研習轉移到其三個主要的舞臺。當學員在那七幅大型立體的地圖上

標記所選的事件之時，那些舞臺的重要性便立竿見影了。學員只需在書藉、地圖和指南以外加上

一小套標記筆便可開始研習了。                                 英文原版簡介請看 http://www.bibback.com

《聖地涉獵》樣本

中間之地 
這部分包括潮濕的北部、

乾旱的南部、帝國大道和

當地的道路。聖經成為一

本關於中間之地的書籍。

折疊式的4000年縱覽

這圖表容易明白，呈現出

事件與環境。再加上以色

列王國的500年縱覽。

福音書的地區概況

這部分有不同顏色的編

碼，共六頁，包含事件、

地方、節期和地圖。跟上

下文相關的簡潔總結。

中間之地的三個舞臺
這部分包含了環境、遺

址、路線、《聖經》內容

和戰場，以及歷史性的實

地考察。



聖地涉獵課程主任、中文版編譯、隨團講師
蔡春曦博士現任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早年畢業於香港海外神學
院，之後獲道學碩士 (Regent College)、宗教教育碩士(Grand Rapid Theologi-
cal Seminary) 及教牧學博士 (Western Seminary)等學位。蔡春曦博士曾於
1986年前赴以色列聖地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ies) 深造聖經歷
史地理背景、第一和第二聖殿時期的歷史研究，師從Jim Monson 教授，
以及參予亭拿 (Timnah) 之考古發掘，並於多間神學院執教聖經考古學、
聖經歷史地理學、啟示文學等科。曾超過70多次帶領聖地考察團，先
後獲以色列國家頒發「以色列文化及史地貢獻獎」(1989)及「領袖摩西
獎」(1990) 等殊榮。先後創立流動聖經博物館及以斯拉博物城。

蔡春曦博士對聖經史地的學術水平、他的專業翻譯人員和專家團隊，已達到能敢於接受將聖經歷史和地

理數千個專有名詞翻譯成中文的挑戰。蔡博士第一次意識到這個項目的必要性和價值，就是當他在1986

年於耶路撒冷的聖地研究學院中聽我講授聖經歴史地理的時候。從那時起，他繼續不斷地所作的研究、

用心的教學、無數次到聖經之地所作的實地考察，都成為能被神使用在這個特別事工之因素。我深信華

人基督徒們一定會從他的精確翻譯、精心編輯這些材料的果效、執教的的課程和帶領的實地考察，獲取

肯定的好處。願他對聖經背景的委身和貢獻，以及對這個任務的認真和嚴緊，把聖經地方能活化起來，

並能反映在中國基督徒在生命得以轉化的效果中。

                                                                                         Jim Monson, 《聖地涉獵研習系列》原作者

                    曾任耶路撒冷聖地研究學院 (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ies) 聖經史地導師及副院長
                                                                               現任聖經背景事工(Biblical Backgrounds, Inc.)會長

楊吳多里師母 

當我在以色列伯利恆從
事宣教工作的時候，有
很多的機會參加不同團
體和不同講師帶領的聖
地考察團，其中以蔡春
曦牧師及師母的最為突
出，他們不單在車上利
用多媒體教材作預先介
紹，在實地的講解既詳
細及清楚，而且解釋聖
經有深度和亮光，因此
我極力推薦。

                 

林述恩牧師/師母 

聖地考察團是屬靈旅程
的一個學習，參加以斯
拉培訓網絡舉辦的聖地
團更是與眾不同，使我
們真能夠體會到神的話
語。感謝蔡牧師及師母
盡心盡力計劃並一路有
深度的講解。我們不單
鼓勵信徒去參加，也鼓
勵神的僕人們有機會也
一定要參加，相信屬靈

生命必能得到復興。 

    

      劉惠蓮博士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是一個事實。這雖然
是我第二次踏足聖地，
但今次卻有新的經歷及
體驗，每一個地點把我
帶回聖經去，再領受神
是何等真實及可信。自
己讀聖經已無數次，經
過今次參加以斯拉培訓
網絡舉辦的聖地團，激
發我要繼續努力學習及

更用功去讀聖經。 

  Pastor Ivan Chan

Throughout this tour, Rev. 
and Mrs Choi were so knowl-
edgeable about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land. They looked after the 
needs of people in the tour 
very efficiently and profes-
sionally; I would highly rec-
ommend the tours by Equip 
to Serve to anyone; it would 
guarantee a very unforgetta-
ble tour experience. 



精選行程 (教牧/神學講師)
歡迎温哥華以外的參加者，抵達要在11月26日早上前，離開以色列在12月5日晚餐後。
第 1 天  (11月 24日) 出發  

大隊由温哥華乘 LH493 於 14:05 出發，飛往德國法蘭克福。

第 2天  (11月 25日) 抵達

於 08:50 抵德國法蘭克福後，於 10:10 轉乘 LH686，於同日 15:15抵達特拉維夫，於酒店晚膳，夜宿特拉維夫。 

第 3 天  (11月 26日) 沙崙平原－迦密山－耶斯列谷－下加利利

該撒利亞福音據點 / 穿越沙崙平原 / 迦密山上天火勝巴力 / 千古戰場米吉多 / 木匠之城拿撒勒 / 夜宿拿撒勒。

第 4 天  (11月 27日) 下加利利－上加利利－上約但河谷

拿撒勒仿古村 / 夏瑣迦南為首之都 / 改稱為但之拉億古城 / 該撒利亞腓立比耶穌是誰 / 約但河水源瀑布奇觀 / 夜宿
革尼撒勒。

第 5 天  (11月 28日) 加利利海

泛舟橫渡加利利海 / 八福山上靜聽主言 / 聖彼得魚午餐共品嚐 / 抹大拉會堂巡禮 / 亞比勒山上再思大使命 / 提比哩
亞海邊獻心會 / 夜宿革尼撒勒。

第 6 天  (11月 29日) 加利利海

哥拉汎會堂懷古 / 迦百農石頭會說話 / 漁人之家伯賽大 / 格拉森三個要求的再思 / 耶穌受浸約但河 / 哈瑪提比哩亞
(温泉會堂) / 夜宿革尼撒勒。

第7天  (11月 30日) 下約但河谷－伯珊谷－撒瑪利亞－耶路撒冷

伯珊城掃羅功過反思 / 北國首都撒瑪利亞城 / 示劍及雅各井 / 基利心山與以巴路山 / 上示羅去 / 夜宿耶路撒冷。

第 8 天  (12月 1日)  耶路撒冷：舊城

聖司提反門進京 / 畢士大池真貌 / 聖安妮堂高唱奇異恩典 / 與主同行苦傷道 / 鋪華石處主為我受審 / 聖墓堂默想主
被釘十架 / 大衛塔博物館聖城懷古 / 耶穌墳墓花園塚 / 夜宿耶路撒冷。

第 9 天  (12月 2日)  耶路撒冷：聖殿山、新城

流芳百世糞廠門 / 聖殿山上漫談聖殿變遷史 / 哭牆前猶太人宗教生活寫實 / 以色列博物館 (以色列十大考古發現) / 
新約耶耶路撒冷模型 (新約聖城考古) / 聖書博物館 (死海古卷考古) / 夜宿耶路撒冷。

第 10 天  (12月 3日) 耶路撒冷：橄欖山、錫安山

橄欖山上遠眺聖城風光 / 升天堂候主再來 / 主禱文堂萬國祈禱文 / 客西馬尼園重溫主愛 / 最後晚餐馬可樓 / 彼得三
次不認的主雞嗚堂 / 大衛城探秘 / 夜宿耶路撒冷。

第 11 天  (12月 4日) 猶大曠野－耶利哥平原－死海

棕樹城耶利哥 / 死海古卷話昆蘭 / 暢泳死海載浮不沉 / 谷中清泉隱基底 / 馬撒大永不再失手 / 夜宿亞拉得。

第 12 天  (12月 5日) 南地－猶大山地

亞拉得上下城 / 南地大都會別是巴 / 希伯崙麥比拉洞 / 美哉小城伯利恆 / 主誕堂重溫道成肉身故事 / 大希律葬在希
律堡 / 晚餐後乘機回程。

第 13 天  (12月 6日) 歸程

05:30 由特拉維夫乘坐 LH691飛往法蘭克福，於 09:20 抵達。 10:40 轉乘LH492飛返温哥華，於11:45 抵達。



研習及考察報名詳情

考察日期：  2014 年11月 24日至 12月 6 日 (共13天)
  
隨團講師：  蔡春曦牧師 (電話: +1 778-2970350 / +1 604-8186340  電郵: choichunhay@hotmail.com)

地區研習：  行程前的地區研習材料將會寄發到教會地址，收到後可以隨時進行研習。

費       用：  每位US $ 2350 (課本＋地圖＋學費＋實地考察團費＋合格教師證＝課程總費用)
                 實地考察團費包括：全程三餐食宿、交通、講義、入場費 
                     (但不包括：機票、小費 US $15 x 10.5  = US $158、單人房另加費 US $ 700)
                     註：大多數國家之旅客往以色列免簽證，離境稅應已包括在機票中

報        名： 請將報名表、旅遊證件有個人資科頁之影印夲、連同課程總費用 US $ 2350

                                                  
1.   加拿大及美國
  請以劃線支票或美圓滙票，抬頭「EquipToServe Christian Networks」，寄往：
  EquipToServe Christian Networks
  #323-13988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V 2K4

2.  香港
  以美圓存入 EquipToServe Christian Networks (Hong Kong) Ltd. 之香港户口
  HSBC   098-856321-838

3.  其他地方
  用電滙存入Equip To Serve Christian Networks加拿大户口

報名查詢：    Crister Wong (cristerwong@hotmail.com, tel: +1 778-2970350) 

截止報名：  2014 年 6 月 30 日 或額滿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