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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事工差會鉅獻：以色列復國七十週年聖地團 

2018年 7月 3至 14日 (12天團) 詳細行程介紹 

 

異象：集合差會全球十多個國家之各界友好盛事，日間我們將同遊各處聖經及考古名

勝，晚上設有培靈研經大會，邀請了著名聖經學者分享。差會重視華人信徒參

與，特設旅遊巴士，提供中文講解，晚上聚會亦有粵語及國語傳譯。 

對象：所有人士 

住宿：全程九晚下榻於以色列猶太人境內之四星級酒店 

隨團領隊： 哥頓先生 [本會宣教士，芝加哥慕廸神學院道學碩士，芝加哥三一國際大

學神學碩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文學碩士(主修宗教研究)，曾於以色列

居住五年，熟識當地旅遊及考古景點，在香港及北美眾教會講授多個以色

列相關專題，並擔任神學院之客席講師，現與家人居於紐約市，穿梭於美

國總會及以色列分會參與事奉。] 

 

本團特點： 

 關懷猶太人 ─ 了解猶太人歷史，將會到訪以色列博物館及猶太人殉難紀念館。特

別探討耶路撒冷歷史，將會到訪大衛塔博物館，仔細講解「耶路撒冷五千年：一個

古城，三大宗教」，明白當地人為何對基督教信仰有誤解，亦會參觀基督堂、胡瓦

猶太會堂，以激勵信徒們關懷猶太人的心志 

 認識以色列地 ─ 重尋耶穌基督生平腳踪的真實地點 

 講道及培靈 ─ 每晚加設培靈研經大會，邀請多位世界級著名講員分享 

 

世界級著名講員包括： 

1. Dr. Darrell Bock (本會美國總會董事，達拉斯神學院新約系高級研究教授) 

2. Dr. Richard Averbeck (本會美國總會董事，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學院舊約系教授) 

3. Dr. Mark Yarbrough (達拉斯神學院學術院長及釋經學教授) 

4. Dr. Greg Thornbury (紐約國王大學校長) 

5. Dr. Randall Price (維珍利亞州自由大學教授，舊約學者及考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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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7月 3日 

(週二) 

於香港機場集合，乘坐航班往以色列 

7月 4日 

(週三) 

早上到達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 

[香港以外參加者須於以色列當地時間 7月 4日早上 10:30前，抵達特
拉維夫機場接機大堂集合。] 

特拉維夫 ~ 約帕港 (大魚雕塑、約帕古港、聖彼得教堂、亞伯拉沙公
園) ~ 該撒利亞 (古羅馬劇場、古引水道、希律王宮、十字軍城堡) ~ 
特拉維夫 

住宿酒店：Leonardo City Tower Tel Aviv 或同級  (晚餐) 

7月 5日 

(週四) 

特拉維夫 ~ 大衛塔博物館(從耶路撒冷歷史了解猶太人對基督教的誤
解) ~ 基督堂(著重本色化的教堂) ~ 胡瓦猶太會堂 (認識猶太教) ~ 聖殿
重建研究所 ~ 猶太人社區及街道 ~ 米底巴地圖(複製品) ~ 耶路撒冷 

晚上 7:30-9:00，培靈研經大會，英語主講，粵語及國語傳譯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6日 

(週五) 

耶路撒冷 ~ 橄欖山 (觀景台 ~ 棕櫚主日路 ~ 客西馬尼園 ~ 萬國教堂) ~ 
聖安娜教堂 (馬利亞出生地) ~ 畢士大池 ~ 苦傷道 ~ 聖墓堂 (揭開耶穌
墳墓地點爭議之迷) ~ 哭牆 ~ 安息日晚餐 ~ 耶路撒冷 

晚上 7:30-9:00，培靈研經大會，英語主講，粵語及國語傳譯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7日 

(週六) 

耶路撒冷 ~ 馬撒大 ~ 隱基底水泉 ~ 昆蘭(死海古卷發現地) ~ 死海浮泳 
~ 耶路撒冷 

晚上 7:30-9:00，培靈研經大會，英語主講，粵語及國語傳譯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8日 

(週日) 

耶路撒冷 ~ 大衛城(希西家隧道、西羅亞池) ~ 聖殿山南部之階梯遺跡 
~ 錫安山 (馬可樓最後聖餐室 ~ 大衛塚)  ~ 錫安之友博物館 ~ 耶路撒冷 

晚上 7:30-9:00，培靈研經大會，英語主講，粵語及國語傳譯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9日 

(週一) 

耶路撒冷 ~ 迦密山 ~ 提比利亞 ~ 八福山 ~ 迦百農 ~ 塔迦 (五餅二魚堂 
~ 彼得授職堂) ~ 耶路撒冷 

晚上 7:30-9:00，培靈研經大會，英語主講，粵語及國語傳譯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10日 

(週二) 

耶路撒冷 ~ 以色列博物館(第二聖殿模型及死海古卷藏館) ~ 猶太人殉
難紀念館(認識納粹大屠殺歷史對猶太人的影響) ~ 國會大廈(大型金燈
台) ~ 伯利恆 (主誕堂、牧羊堂、牧人野地) ~ 耶路撒冷 

晚上 7:30-9:00，培靈研經大會，英語主講，粵語及國語傳譯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11日 

(週三) 

耶路撒冷 ~ 隱基琳(施浸約翰出生地) ~ 以拉谷(大衛與哥利亞對戰之
地) ~ 亞西加(神從天上降大冰雹的地方) ~ 伯示麥(非利士人將約櫃送
回的地方) ~ 花園塚(主餐禮及默想) ~ 耶路撒冷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7月 12日 耶路撒冷 ~ 舊城 ~ 聖殿山(圓頂清真寺) ~ Herodian Quarter (考古發現



 

(週四) 希律時期的大

車) ～ Talpiot Promenade (
活用品市場 ~ 

住宿酒店：Jerusalem Dan Hotel

7月 13日 

(週五) 

耶路撒冷 ~ [全日

週五往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

7月 14日 週六返抵香港

 

備註：行程表所列航班資料

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團款費用：HK$18,300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全程酒店住宿

團費不包括：私人開支、旅遊保險

其他費用：共$4,500 (包括機場稅

油附加費，保留有大變動時

報名訂金：HK$5,000 

單人房附加費：HK$4,500 (或最後報名者為單人

香港區參加者早鳥優惠：2017

 

港外參加者： 

1. 參加者可於海外自行採購機票直接到以色列機場集合

金額) 

2. 港外參加者須於以色列當地時間

接機大堂集合。 

 

 

承辦：福溢

報名時，請先閱讀

如有問題，

 

營業地址：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電郵：booknow@fuitravel.com 

電話號碼：(852) 2368 8773 

北美聯絡：1-347-968-6594  (

 

希律時期的大型豪宅) ~ Yemin Moshe (認識早期猶太人社區及宏偉風
Talpiot Promenade (耶城南部觀景台盡覽耶城景色

~ 晚上在酒店舉行慶祝晚宴 ~ 耶路撒冷 

Jerusalem Dan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全日於市內或酒店自由活動，港外參加者可以自行離隊

往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乘坐航班回港 (早餐)

返抵香港 

行程表所列航班資料、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

恕不另行通知。 

 (午餐自費) 

全程酒店住宿、景點遊覽及交通車費、早晚餐

旅遊保險、午餐、自費活動 

包括機場稅、安檢稅、離境稅、導遊、司機及餐

保留有大變動時，需作調整) 

或最後報名者為單人) 

2017年 10月 11日前報名，減 HK$500 

參加者可於海外自行採購機票直接到以色列機場集合，超值費用 USD$

以色列當地時間 2018年 7月 4日早上 10:30前，抵達特拉維夫機場

福溢旅遊 

請先閱讀「報名方法」之「旅行團參加細則

，歡迎隨時致電查詢，及瀏覽網頁：www.fuitravel.com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337-339號金滿樓 5樓 C室（永安百貨旁

booknow@fuitravel.com  

   傳真號碼：(852) 2368 8864 

6594  (哥頓‧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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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早期猶太人社區及宏偉風

耶城景色) ~ 猶太人生

早晚餐) 

可以自行離隊] 

) 

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

早晚餐、大會行政開支 

餐廳服務小費、燃

USD$1,810 (到帳

抵達特拉維夫機場

旅行團參加細則」資料。 

ww.fuitravel.com。 

永安百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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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香港以外出發參加者的航班參考資料： 

 

在紐約出發的參加者：(可以考慮乘坐土耳其航空 TK) 

TK 4  03JUL  JFKIST  1225   #0515 

TK 784 04JUL  ISTTLV  0640   0845 

TK 789 13JUL  TLVIST  2145   #1205 

TK 3  14JUL  ISTJFK  0645   1045 

 

芝加哥出發的參加者：(可以考慮乘坐美國聯合航空 UA) 

UA 3591 03JUL  ORDEWR  0905   1214 

UA 84  03JUL  EWRTLV  1640   #1015 

UA 9470 13JUL  TLVMUC  0655   0955 

UA 953 13JUL  MUCORD  1140   1420 

 

多倫多出發的參加者：(可以考慮乘坐加拿大航空 AC) 

AC 84   03JUL YYZTLV  1640  #1005 

AC 85   13JUL TLVYYZ  1150   1625  

 

溫哥華出發的參加者：(可以考慮乘坐加拿大航空 AC) 

AC 106   03JUL YVRYYZ  0800   1518 

AC 84   03JUL YYZTLV  1640  #1005 

AC 85   13JUL TLVYYZ  1150   1625 

AC 185   13JUL YYZYVR  1830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