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團特色： 
 探索使徒保羅的出生地大數 
 深入了解第一間差傳的教會安提阿 
 尋找亞伯拉罕的足跡：吾珥與哈蘭 
 認識洪水故事，遠眺阿拉臘山 
 身處米索不達米亞平原，穿越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河，尋找古代聖賢足跡 
日期 行程 

Day 1 

25/9 (五) 

香港  伊斯坦堡 

晚上 9 時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坐土耳其航空直航伊斯坦堡 TK71 23:00 05:20(+1) 

Day 2 

26/9 

(六) 

伊斯坦堡  阿達納 Adana – 大數 Tarsus – 安提阿 Antakya 

早上抵達伊斯坦堡後，轉內陸機前往土耳其第四大城市阿達納 TK2458 08:40-10:20，其

後驅車往保羅出生地大數。 

 但以理墓 Tomb of Daniel - 此墓位於大數 

 古羅馬大道 Ancient Roman Road - 古羅馬統治時所建大道  

 克麗奧佩托拉城門 Cleopatra's Gate - 古代城的西門，傳說安東尼 Mark Anthony 與

埃及妖后 Cleopatra 由此門進城相會 

 保羅井 St. Paul's Well - 相傳保羅年輕時曾飲用這井的水，而這井水有治病的作用 

 聖保羅教堂 St Paul's Church - 原教堂建於 1102 年，重建於 1862 年，是大數唯一冠

以保羅之名的教堂 

午晚餐，夜宿安提阿 

Day 3 

27/9 

(日) 

安提阿 

 西流基聖皮爾教堂 Selecia Pieria Church - 早期在安提阿建成的教會 

 比斯加里洞 Beşikli Cave - 是安提阿內一古舊墓穴 

 提多水道 Titus Tunnel - 由羅馬統治時期所建成的水道，以時任羅馬皇帝提多命名 

 聖彼得山洞教堂 St. Peter Cave Church - 依山而

建，以彼得命名的山洞教堂，原堂建於 4-5 世紀，於

11 世紀由十字軍修復 

 安提阿考古博物館 Antakya Archeology Museum - 

於 1938 年落成，有多種遠至赫人時代及古羅馬時代

的不同文物 

早午晚餐，夜宿安提阿 

 

聖彼得山洞教堂 



 

日期 行程 

Day 4 

28/9 

(一) 

安提阿 - 加濟安泰普 Gaziantep - 哈蘭 Haran - 尚勒烏爾法 Sanliurf 

 加濟安泰普考古博物館 Gaziantep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Zeugma - 世界最大

馬賽克博物館 

 哥貝克力石陣 Göbekli Tepe* - 世界最古老神廟，據信為狩獵採集者在西元前 9600-

8200 年之前的陶器新石器時代豎立，於 2018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哈蘭文物館蜂巢屋 Haran Beehive Houses - 哈蘭村

裡已經有三千多年歷史的「蜂巢型住屋」，用厚實的

泥磚層層疊高，建成了蜂巢屋，目前只有在哈蘭和敘

利亞部份地區可見，估計亞伯拉罕也可能住過這種蜂

巢屋 

 哈蘭大學 Haran University - 尚勒烏爾法省知名學府 

早午晚餐，夜宿尚勒烏爾法 
 

哈蘭文物館蜂巢屋 

Day 5 

29/9 

(二) 

尚勒烏爾法 - 阿德亞曼 Adiyaman 

 亞伯拉罕洞 Cave of Abraham - 現為古老清真寺 

 阿塔圖爾克水電站 Atatürk Dam - 1990 年落成，以環保概念的水力發電站  

 加特古城 Kahta 

 塞提米烏斯·塞維魯斯橋 Septimius Severus Bridge and Arsameia - 羅馬時代所建

的橋，估計是現存最古老的石橋之一 

 內姆魯特人頭山 Nemrut Mountain* - 這裡發現有不少巨大的希臘及波斯神像石刻，

於 1987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早午晚餐，夜宿阿德亞曼 

 
哥貝克力石陣 Göbekli Tepe 

Author: Göbekli Tepe Project 

Copyright: ©  DAI, Göbekli Tepe Project 

 
內姆魯特人頭山 Nemrut Dağ 

Author: Umut Ö zdemir 

Copyright: ©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ay 6 

30/9 

(三) 

阿德亞曼 - 迪亞巴克爾 Diyarbakir - 馬爾丁 Mardin 

 迪亞巴克爾古城牆 Diyarbakir ancient city walls - 建於主後 297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 

 迪亞巴克爾大清真寺 Ulu Mosque/Church - 原為聖多馬教堂，歷史上最古老的基督

教堂之一。主後 639 年穆斯林征服迪亞巴克爾後，將其改為清真寺 

 Zerzevan Castle - 東羅馬時期所建城堡, 用作軍事防衛 

 Deyrulzafaran Monastery - 敘利亞東正教修道院 

早午晚餐，夜宿馬爾丁 

 



日期 行程 

Day 7 

1/10 

(四) 

馬爾丁 - 巴特曼 Batman - 比特利斯 Bitlis - 梵城 Van 

 底格里斯河 Tigris River - 創世記第二章提到此河是流經伊甸園的四條河之一 

 瑪拉巴蒂橋 Malabadi Bridge - 於 1147 年落成的古老拱橋 

 梵湖 Van Lake - 為鹹水湖，位於土耳其東部、阿勒山西南，是土耳其最大的內陸湖 

 阿克達瑪聖十字主教座堂 Akdamar Church - 於主後 915 落成的亞美尼亞建築教堂 

 梵城古城堡 Tushpa Castle – 主前 9 世紀的建築，城堡位於郊外的山丘上，是欣賞

湖面日落的好地方 

早午晚餐，夜宿凡梵城 

Day 8 

2/10 

(五) 

梵城 Van – 多烏巴亞澤特 Doğubayazıt 

 Muradiye Waterfalls - 天然大瀑布 

 亞拉臘山 Mt. Ararat - 遠眺觀賞相傳是挪亞方舟埋藏之處 

 伊沙克帕夏宮 Ishak Pasha Palace - 奧圖曼時代所用的皇宮 

早午晚餐，夜宿梵城 

 
亞拉臘山 Mt. Ararat 

Secondary Creator Credit: NASA/JPL/NIMA 
Day 9 

3/10 

(六) 

梵城 – 伊斯坦堡 Istanbul 

 Hoshap Castle - 建於半山的城堡，有“Beautiful Water Castle”美譽 

 梵貓 Van cats - 是一種原產於土耳其東部的梵湖的半長毛貓，梵的意思是指牠們獨

特的毛色 

下午乘坐內陸機 TK2751 梵城 - 伊斯坦堡 18:45 21:10，晚餐自理 

早午餐，夜宿伊斯坦堡 

Day 10 

4/10 

(日) 

伊斯坦堡 

早上自由活動，下午暢遊博斯普魯海峽及香料市場，晚餐後往機場。 

 博斯普魯海峽 - 船河暢遊博斯普魯海峽，橫跨歐亞兩洲 

早午晚餐 

 

Day 11 

5/10 (一) 

伊斯坦堡  香港 

乘坐 TK70 伊斯坦堡 – 香港 01:35 17:05，同日下午 5:05 到達香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行程次序會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珍珠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福音證主協會有限公司之關聯公司 

 

聖地考察事工報名須知 

 
一 一般規則 

1. 報名時需連同填妥並已簽名之報名表、所需訂金及旅遊證件副本，以首兩項收妥日作實。（支票之收妥日為銀行過戶日） 

2. 旅遊證件，以出發日起計算，須有效六個月或以上。 

3. 於出發日前一個月或之前，本公司將會通知已報名者有關該團是否能成行，並收取相關餘數。如未能在本公司指定相應日期前付

款者，其團位有可能被取消，相關訂金一概不予發還。 

4.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交通工具、膳食、行程中各項參觀入場費及領隊；各國出入境或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及講義等

雜費。講師則視乎個別團之安排，可見於報名章程。 

5. 團費不包括：簽證費；給與當地導遊、司機、餐廳、酒店等之小費；單人房附加費；行李超重之費用；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自購之旅行保險；個人性質之費用如：酒類、飲品、汽水、洗衣、電話等。 

6. 上述團費有可能會因機票漲價及飛機油稅而調整。 

7. 個別參加者將按報名次序安排同房，同房只限同性或夫婦。若安排不了，將會安排入住單人房並需付單人房附加費。工作人員基

本上不會與參加者同房。 

8. 所有酒店根據行程安排，但當地承辦旅行社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給予同等級之酒店，（例：酒店突告客滿或酒店未能供

應房間），且以兩人共住一房間為原則。如經儘量安排後仍未能與其他參加者共用一雙人房間，則會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二 責任條款 

1. 出入境：即使參加者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如遇入境時因其個人問題而遭當地移民局或海關拒絕入境，概與本會及承
辦旅行社無關，所繳費用不得退回或轉讓。因此而引起之住宿、交通費用，均需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2. 安全：本公司所採用之各類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飛機、輪船、火車或巴士等，其對旅客及行李之安全問題，各機構均訂立有
各種不同之條例，以對旅客負責。行李遺失，意外傷亡及財產損失等情形，當根據個別公司所訂立之條例，作為解決的依據，概
與本公司無關。 

3. 突發情況：如在旅途中遇上不可抗力之情況（註 1），或參考香港旅遊業議會的外遊警示制度，或突發事情（例：簽證受阻延、證
件遺失、天氣惡劣、罷工、當地酒店突告客滿、地點開放時間改變等），本公司會按需要對行程作出適當調整。因此對行程延長、
縮短而引起額外開支或費用損失者，參加者不得藉故反對及提出異議。因此而增加之費用將會額外收回，費用減少則會安排退回。 

 

三 臨時取消、退團及退款 

1. 如因人數不足取消行程，本公司將於出發前一個月通知，並在 6-8 星期內發還相關訂金給予已報名參加者。。 

2. 如在出發前兩星期出現不可力抗之情況，本公司會作合理之調整，同時盡早知會已報名之參加者。如費用有所增加，可讓參加者
決定接納與否，不接納者將可安排退款，惟當中可能需要扣回部份已付之費用。 

3. 如已出發在旅程內出現不可力抗之情況，本公司將按實際情況考慮一切可行方案，以作相關安排。 

4. 除上面所列原因外，參加者無論何事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以本公司回覆確認收悉之時間計算。已繳之報名費按
照下列情況安排： 

 於出發前 45 天以上取消訂位，扣除已繳訂金。 

 於出發前 31 至 45 天內取消訂位，扣除團費 50%。 

 於出發前 15 至 30 天內取消訂位，扣除團費 80%。 

 於出發前 14 天內或旅程中退出，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之一切費用概不退還。 

 

5. 如有特殊情況，參加者可申請將團費金額轉與新之參加者、或保留一年等，但本公司只按個別情況考慮。 

 

※ 註：1. 不可抗力情況──如：政治、戰爭、天災、動亂、疫症、航班等問題 ※ 

承  辦：皇室旅遊 352503 



 之關聯公司                

 
 

2020 年 9 月 25–10 月 5 日 (十一天) 

東南土耳其「信心之旅」 【報名表】(額滿即止) 
 

講師：呂慶雄博士【證主副總幹事(培訓)】 

團費：HK$31,000 (包含機票、交通、食宿(註明除外)、參觀景點入場費、印花稅、出入境稅、機場稅、燃油

附加費、講義、雜費) 

團費不含： 1) 導遊、司機、餐廳及酒店行李小費每人 EURO150 (EURO15 x 10 天) 將會在行程中收取； 

2) 個人旅遊保險、簽證費（持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第二天早餐及第九天晚餐 

3) 單人房附加費 HK$3,800 

※團費有可能會因旅遊旺季、機票漲價及重收飛機油稅而調整，敬請留意！※ 

查詢電話：(852) 2748-2133 柴太 / 2748-2135 楊姊妹 傳真號碼：(852) 2386-2304 

電郵：tour_ministry@ccl.org.hk  Whatsapp：(852) 5374-0564 

證主網頁：http://www.ccl.org.hk 承辦：皇室旅遊 352503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牧師/傳道/先生/小姐/女士) 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家)：     (手提)：      Email：         

所屬教會：      事奉崗位：      職業：      

房間種類：單人房   雙人房 同房旅客姓名 (只限同性或夫婦)：               

個別參加的團友，本會將按報名次序來為您安排同房。若安排不了，才會安排入住單人房，並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HK$3,800。 

如遇緊急事故，通知親友之姓名： 關係：   電話(手提)：      

 

有關個人資料(私隱)處理： 
1. 本人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地址、電話)，將會用於證主(或其附屬單位)消息通訊

的用途。個人資料亦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2. 倘若您日後希望停止、重新接收我們的資訊，或修改您的個人資料，可隨時以書面聯絡本會，以便跟

進。傳真：2361 3815；電郵：hkccl@ccl.org.hk 

報名及遞交文件： 

1. 報名時請連同填妥之  報名表、 HK$7,100 訂金、 護照副本 (有效期必須 6 個月或以上)  

2. 支票抬頭：「珍珠文化企業有限公司」(CCEnterprise Ltd) 或 轉帳匯豐銀行帳號：441-2-039481 

3. 郵寄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沙咀道 52A 號皇廷廣場 19 樓 柴太收 或 傳真 2386-2304 或 電郵 

tour_ministry@ccl.org.hk 或 whatsapp 5374-0564 

＊團費一經繳交，除因政治、戰爭、人數不足或其他嚴重問題而不能成團外，一概不獲退還。＊ 
 

參加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表示已參閱並同意「個人資料(私隱)處理」及「證主聖地考察事工報名須知」內容 
*遞交本表格將自動成為「證主之友」，您將免費獲贈「證主之友月訊」(《證主心》文章，優惠及資訊等) 

珍珠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福音證主協會之關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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