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斯拉培訓網絡主辦   （啟示錄七教會、拔摩島、希臘古城）  

2018新約使徒腳蹤考察 14 天團 

        跟隨使徒腳蹤  深究聖經真理  追尋信仰之旅  重整屬靈生命    ★粵華雙語團 
 

 

  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至 15 日 (歡迎參加者在任何地點出發，以香港飛機安排為主導) 
   

  費用：每位 USD 2550；單人房另加 USD 550；與兩位成人同房的 2-8 歲兒童 USD 1530 

9-12 歲兒童 USD 1785。費用包括全程食宿、交通、講義、入場費、往拔摩島遊艇、 

愛琴海越海郵輪；但不包括國際機票、伊斯坦堡至士每拿內陸機、簽證、離境稅、        

        小費 USD 15 x 11 = USD 165 
  

  隨團講師：蔡春曦牧師  

            資深聖地隨團講師，曾超過 35 次帶領土耳其、希臘、拔摩海島等地考察團。  

            現任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  
 

  截止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查詢：電郵：crister@equiptoserve.org / 電話：+1 7782970350 
 

   付款方式：請聯絡本會查詢 
   

  參加資格：基督徒或有基督徒陪同的慕道者 
  

  獎    勵：參加完此次行程，以斯拉培訓網絡之「使徒腳踪考察光碟證書」，內有百張 

圖片及文字解釋。 

 

 

 

 

 

 

 

 

 

 

 

    

    

    

非拉鐵非 別迦摩 士每拿 撒狄 

以弗所 老底嘉 希拉波立 拔摩島 

雅典 哥林多 帖撒羅尼迦 腓立比 

mailto:crister@equiptoserve.org


 

    

第一日（六月 2 日） 

西雅圖：乘坐 LH491 於 13:50 出發；溫哥華：乘坐 LH493 於 16:20 出發，飛往法蘭克福（Frankfurt）， 

六月 3 日，西雅圖 08:35 抵達，溫哥華 11:05 抵達後，一起轉乘 LH1300 於 12:55 出發，直飛土耳其伊

斯坦堡（Istanbul），於 16:50 抵達。當晚食宿不包括在團費內，本會可以代安排酒店。 

第二日（六月 3 日）香港：乘坐 TK71 航機於 22:45，直飛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 

第三日（六月 4 日）香港：於 05:05 抵達伊斯坦堡（Istanbul），辦理入境手續及提取行李後，與其他

地方出發者一同乘六月 4 日之 TK2312 內陸機於 08:00 出發飛住士每拿（Izmir），於 09:15 抵達，

即乘車往別迦摩（Pergamum），及推雅推喇（Thyatira）參觀。晚膳及住宿在士每拿。 

第四日（六月 5 日） 

早餐後參觀士每拿坡旅甲（Polycarp）紀念教堂、古羅馬廣場，再乘車往撒狄（Sardis），參觀亞底米

神殿（Temple of Artemis），重建的猶太教會堂及運動場。午膳後乘車往非拉鐵非（Philadelphia）參

觀古代教堂遺蹟，並乘車往希拉波立（Hierapolis），參觀古代溫泉遺址，及世界文化遺產綿花堡壘

（Pamukkale）天然暖池等。住宿綿花堡壘（Pamukkale）。 

第五日（六月 6 日） 

早餐後前往老底嘉（Laodicea）參觀七教會之一的古城遺蹟，再到歌羅西遺址參觀，之後往以弗所

（Ephesus），遊歷聖約翰大教堂，這是啟示錄七教會中保存最好的教堂，也是約翰被埋葬之地。參

觀以弗所考古博物館、古城遺址及大劇院。住宿古薩達斯（Kusadasi）。 

第六日（六月 7 日） 

乘船前往拔摩海島（Patmos Island），參觀聖約翰修道院及天啟洞穴（約翰在那裡寫作啟示錄），午

餐後講解啟示錄全書精華。晚上乘藍星號郵輪往皮里亞斯（Piraeus），住宿郵輪上。 

第七日（六月 8 日） 

早上到達皮里亞斯（Piraeus）後，乘車前往哥林多（Corinth），參觀哥林多運河、古城及博物館。午

餐後參觀雅典衛城（Acropolis），巴特農神殿（Parthenon）及亞略巴古（Areopagus）。住宿雅典。 

第八日（六月 9 日） 

早餐後，乘車前往邁泰奧拉（Meteora），參觀中世紀時期的兩所修道院。修道院建築在人們難以接

近的沙岩山嶺上，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住宿加林巴克（Kalambaka）。 

第九日（六月 10 日） 

乘車前往維吉那考古地（Vergina），是馬其頓王國的第一個首都埃加伊（Aigai），有一個宮殿殘骸、

劇場，還有三個國王的墓穴，包括亞歷山大的父親腓力二世的墓穴，是馬其頓王國的重要見證。前

往維來亞（Veria），新約時期稱為庇哩亞（Berea）。住宿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ki）。 

第十日（六月 11 日） 

早餐後參觀帖撒羅尼迦考古博物館，白塔（White Tower），加利流拱門（Arch of Galerius）。乘車前

往暗妃波利（Amphipolis），參觀考古遺址、博物館汲獅像，再到尼亞波利（Neapolis）參觀保羅看

見馬其頓後到歐洲宣教的碼頭遺跡，住宿卡瓦拉（Kavala）。 

第十一日（六月 12 日） 

參觀腓立比古城及集市、拜占庭時期的教堂遺跡、保羅在腓立比被囚的監獄、考古博物館。隨後參

觀呂底亞教堂及受異象浸的河邊。午餐後，乘車前往土耳其，住宿伊斯坦堡（Istanbul）。 

第十二日（六月 13 日） 

參觀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Archaeological Museum）、聖蘇菲亞教堂（St. Sophia）、藍寺（Blue 

Mosque）、古代競技場，午餐後坐船傲遊波士法斯海峽（Bosphorus），住宿伊斯坦堡（Istanbul）。 

第十三日（六月 14 日） 

早餐後，參觀杜卡柏皇宮（Topkapi Palace），午餐後於世界最大之大市場（Grand Bazaar）自由購

物，晚餐後乘車往機場。若然需要多住一晚酒店，雙人房 USD120，單人房 USD80。 

第十四日（六月 15 日） 

香港：於 01:35 乘 TK70 由伊斯坦堡（Istanbul）飛返香港，於同日 17:05 抵達。 

西雅圖 / 溫哥華：於 06:20 乘 LH1305 由伊斯坦堡（Istanbul）飛往法蘭克福（Frankfurt），08:20 抵

達後，西雅圖轉乘 LH490 航機於 10:45 出發飛，於同日 11:55 抵達西雅圖；溫哥華轉乘 LH492 航機

於 13:30 出發，於同日 14:25 抵達溫哥華。 

精 選 行 程 



Itinerary (June 2-15) 

June 2 Sat Seattle: depart at 13:50 by LH491, Vancouver: depart at16:20 by LH493, both fly to Frankfurt 

on June 3, arrive 08:35 (Seattle) and 11:05 (Vancouver). Transit at 12:55 by LH1300, arrive 

Istanbul at 16:50. Hotel and dinner has not been included. 

June 3 Sun Hong Kong: departure from Hong Kong by TK71 at 22:45 for Istanbul. 

June 4 Mon Arrive Istanbul at 05:05. Go through the passport control and Visa if necessary. Take luggage to 

the domestic airport. Together with those who departed from other cities, take the flight to 

Izmir at 08:00 by TK 2312 and arrive at 09:15. Drive to visit Pergamum and Thyatira. Return 

to Izmir for dinner and overnight.   

June 5 Tue After breakfast, visit the church of Polycarp and the Roman Agora, then drive to Sardis. See the 

Gymnasium, Jewish Synagogue, and the Temple of Cybele and Diana.  Continue to 

Philadelphia in Alasehir, see the scanty remains of the Cathedral. Drive to visit Pamukkale. 

Dinner and overnight at Pamukkale.  

June  6 Wed Drive to visit the site of Laodicea, and the ruin of Colossae. Then drive to Ephesus.  See the 

Basilica of St. John,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and the ancient city of Ephesus.  Continue to 

Kusadasi for dinner and overnight.   

June  7 Thu Transfer to Kusadasi pier and take the boat to Patmos. Visit Cave of Apocalypse, Monastery of 

St. John, included the treasury museum.  After dinner embark the Blue Star ferry to Piraeus.  

June 8 Fri Arrival at Piraeus in the morning.  Then drive along the coastal highway and first stop to see 

the amazing sight of the Corinth Canal, then continue to Ancient Corinth.  Return to Athens to 

visit the Acropolis, the Parthenon, Areopagus.  Overnight in Athens.   

June 9 Sat After breakfast and check out from hotel, drive to Meteora.  Visit 2 Monasteries in Meteora.  

Dinner and overnight in Kalambaka.   

June 10 Sun Depart Kalambaka and proceed to Vergina, the seat of the Macedonian Kings. Visit the Tomb 

of Philip II, the fathe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unch in Vergina.  Visit also the nearly by 

town of Veria, where it is indicated St. Paul remained for several days on his way to Athens. 

Dinner and overnight in Thessaloniki.   

June 11 Mon Visit 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nd visit the White Tower and stop at the arch if 

possible.  Drive to and visit Amphipolis.  Then drive to Kavala, dinner and overnight.   

June 12 Tue After early breakfast, proceed to Philippi. See the Forum, the remains of two early Christian 

Basilicas and the small prison where Paul was imprisoned. Visit the church of Lydia.  After 

lunch at Kavala, drive to border and cross into Turkey.  Proceed to Istanbul, and dinner on the 

way and overnight in Istanbul.   

June 13 Wed After breakfast, visit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St. Sophia, the Blue Mosque and then the 

Hippodrome. Take Bosphorus Cruise by ferry.  Dinner and overnight at Istanbul. 

June 14 Thu After breakfast, check out from hotel.  Visit the Topkapi Palace.  Have lunch either inside 

Topkapi Palace or at a restaurant.  Shopping at the Grand Bazaar.  Dinner with seafood under 

the bridge. Transfer to airport. Those who prefer to have extra hotel on the departure night: 

double-bed room USD 120, single-bed USD 80.  

June 15 Fri Hong Kong: depart at 01:35 by TK70 for Hong Kong and arrive at 17:05 on the same day. 

Seattle / Vancouver: Depart at 06:20 by LH1305 from Istanbul, arrive Frankfurt at 08:20.  

Seattle: transit at 10:45 by LH490, arrive Seattle on the same day at 11:55. Vancouver: transit 

at 13:30 by LH492, arrive Vancouver on the same day at 14:25. 



2018 新約使徒腳蹤考察報名表 

MR./MRS./MISS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出生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藉_________________ 是次旅程所持護照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簽發日期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護照有效日期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1. 本會所採用之交通工具如飛機、船、巴士等，其對旅客及行李之安全問題均各訂立不同條例以對旅客及行李負

責。故團員若遇交通延誤、行李遺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情況，當根據該交通協會所訂立之安全條例作為

解決根據，一概與本會無關。 
 

 

2. 即使團員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被當值之移民局或海關人員拒准入境，本會隨團同工經

盡力協助而問題仍無法解決者，本會亦無需負任何責任。 

 
3. 團友若私自安排或自費參加行程以外活動 （e.g.熱氣球、騎駱駝等） ，一旦發生意外，一概與本會無關。 

   

4. 本會設有以下退團守則 （Cancellation Policy） 
 

退團日期 日期詳情 退團扣除之金額 

出發日之前超過 50 日 2018 年 4 月 13 日之前 USD 500 

出發日之前 31-50 日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5 月 1 日 USD 900 

出發日之前 21-30 日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11 日 USD 1300 

出發日之前 8-20 日 2018 年 5 月 12 日至 24 日 USD 1800 

出發日之前 0-7 日 2018 年 5 月 25 至 6 月 1 日 不會退回任何團費 
   

於行程中途退出者作自我放棄論，本會不會退回任何團費 

 
5. 於行程中，本會同工將會為團友拍攝照片或影帶，以作為留念、記錄、分享、實錄製作、日後介紹本會事工等

用途。若參加者在被拍攝時並無拒絕被拍攝，就等於是同意者。照片和影帶的版權乃屬以斯拉培訓網絡所有。 

   

 

 
參加者明白並同意以上 1-5 項的聲明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