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歐非三大洲

地中海郵輪五国15日

根源与盟约

亚伯拉罕之路

出團日期

3 DEC（12/3-12/17）當地參團

10 DEC (12/10-12/24) 當地參團

售價 2770 USD

以色列

土耳其

埃及

希臘

賽普勒斯

全球首發

Painting Credit by Udi

掃碼聯繫我們



“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什麼呢？”

- 詩篇11:3 -

回到根源之地｜重启盟约之泉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馬太福音 1:1

亞伯拉罕的後裔，猶太民族（以色列）被揀選的根源，也是我

們信仰的根源 - 加拉太書3:7-9 / 羅馬書9-11章

我們這些外邦人得以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裡的人。是因我們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

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 以弗所書2:19-20

十周年巨獻｜特別企劃

Painting Credit by Udi

客西馬尼園的橄欖樹與金門



伊甸園之約 ‧ 一切的起源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

幼發拉底河。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

守。”- 創世記 2:14-15 

「哥貝克力石陣」是人類最早的祭祠遺址，很多學者考證認

為聖經記載的伊甸園就在這個區域 。

人类文明的根源
两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

人類祭祀的根源 - 哥貝克力石陣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

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世記 12:1-3 )

亚伯拉罕之约

哈蘭孕育了亞伯拉罕家族4代人。

利百加、雅各、拉結、利亞 與 雅各 (以色列) 的12個兒子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

（創世記 24:4 /申命記 26:5）

亞伯拉罕出生洞穴/魚池 哈蘭蜂巢屋

哈蘭的雅各井，傳統認為這口
古井就是雅各遇見拉結的地點

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吾珥.哈兰（巴旦亚兰）



幼發拉底河畔的羅馬城市澤烏瑪

（Zeugma），名字的意思是：渡口，

舊約時代已存在的渡口市鎮，相信亞

伯拉罕從吾珥前往迦南地也會在這裡

渡河。

幼发拉底河
渡口

「希伯來」(Hebrew) 一字的字根有「越

過」之意，特指著越過水、河、海；因此，

「希伯來人」又是「過河的人」。《聖經》

中第一個過河的人就是亞伯拉罕。亞伯拉

罕是一個過河的人。他過了幼發拉底大河，

離開吾珥（迦勒底，巴別，巴比倫），開

始一段順服神的人生，前往神給他的美地

就是迦南地—應許之地。

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 :“我已賜給你的

後裔，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

- 創世紀15:18 亚

伯

拉

罕

之

约



摩利亚山的过去、现在、未来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耶

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

得著仇敵的城門，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

從了我的話。’” - 創世紀 22:2,16-18 

Painting Credit by Udi

大卫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我要建立

你的後裔，直到永遠；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詩篇89:3-4, 歷代志上17:10-14



猶太人說

這是上帝賜予的土地 是猶太國的首都 錫安山是聖山

基督徒說

這是主耶穌誕生、受難、復活的地方 將來快要再來的聖地

穆斯林說

這是穆罕默德夜遊登宵 聆聽阿拉啟示的聖城

三教存於一平方公里不到的老城裡 世界上無一座城市能比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

時直到永遠。- 詩篇 125: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

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以賽亞 2:2

圣城耶路撒冷

独一神信仰的根源



以赛亚十九大道

三国一律与锡安大道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以賽亞19:24】

古亞述包含了現代土耳其、賽普路斯 等國

亞伯拉罕是第一個走上以賽亞十九（三國一律）大道的人。

根源与盟约

土耳其

伊拉克

沙烏地
阿拉伯

敘利亞

以色列

黎巴嫩

埃及

塞浦路斯

約旦

伊朗

亞美尼亞

喬治亞



我們知道，神既愛以撒、也愛以實瑪利，其實神愛中東所有

的百姓和所有的國家，神定意要使他們、使我們，再次成為

一個合一大家庭，這才是中東的盼望。

因此今天有埃及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

庫爾德人，中東各地乃至華人與列國的人 ，我們正聯合起來，

一同搭建這條“大道”。

我們正在投身於服事、禱告、關愛和生活，為要看到這個希

望、敬拜、和好的“大道”在我們有生之年得以實現。因為

神說這條“大道”必要成就 !

此時此刻，你和我正在受邀參與建設這條“大道”!

为神的应许而活｜以赛亚十九大道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 .…

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

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以賽亞書19章

Painting Credit by Udi



我们受洗归入
耶稣基督的人
也是过河的人（希伯来人）

我們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清楚

知道我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

去？神透過以色列的族長亞伯

拉罕離開「我父家」，讓亞伯

拉罕的那個後裔耶穌基督帶全

人類回到「我父家」，一個父

是拜偶像仇敵的他拉，另一個

父是創造天地的 耶和華。

回家的路，不是我們自己直接

去，而是要等耶穌再來「接我

們」到父那裡去。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 約翰福音14:6

Marana ,ta！主必要來！

- 林前16:22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

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

背了我的約。.......我與以色列

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

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

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 耶利米書 31:31-33

- 希伯來書 8:8-13

弥赛亚耶稣来

为要成就上帝与先祖们所立的约

弥赛亚耶稣与

门徒立的新约

神与以色列立的新约

耶穌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

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路加福音22:20

彌賽亞耶穌作了新約的中保，

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

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

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希伯來書9:15
Painting Credit by 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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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巴拿巴與保羅在這裡

被差派，安提阿是第一個

使徒性宣教中心。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

提阿起首。”

【使徒行傳11:26】

安提阿
外邦基督徒的根源

【使徒行傳21:39】

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

半本新約聖經的作者 。

大数
使徒保罗的家乡

保羅井

以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命名的門

Cleopatra Gate

使徒彼得紀念教堂

初代外邦教會就是从這些洞穴開始



安提阿｜ 加帕多家｜米利都 ｜帕弗 ｜雅典 ｜羅底

救主 耶穌的命令：“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馬太福音28:19-20

新约也是门徒之约

雅典

羅底

- 使徒行傳21:1

加帕多家

- 使徒行傳2:9, 彼得前書 1:1

米利都 - 使徒行傳 20:15/17，

提摩太後書4:20

哥樂美 初代教會 。在4至9世紀間

哥樂美成了小亞細亞的信仰中心

保羅之柱

帕弗



以弗所

保羅引起騷亂的大劇院，至今保存良好。

使徒行傳 18:19-24 / 19:1-35 / 20:16-29

哥林多前書 15:32 / 16:8

提摩太前書 1:3

提摩太後書 1:18 / 4:12

啟示錄 2:1-7

使徒保羅服事三年之久的使徒性宣教中心，

福音傳遍小亞細亞 。（使徒行傳19章）

亞波羅、亞居拉、

百基拉、提摩太、

使徒約翰、使徒

腓力 …… 這些

聖徒都來過以弗

所服事，可見以

弗所在當代的戰

略地位 。

啓示錄中，

主耶穌託付老

約翰送出第一

封信之處。



哥貝克力石陣｜哥樂美及加帕多家｜阿芙洛迪西亞斯｜以弗所｜

雅典衛城｜開羅古城｜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帕弗｜ 羅得島

囊括9大UNESCO
世界遗产

哥貝克力石陣2018年列入世界遺產

哥樂美國家公園和加帕多家
1985年列入文化與自然遺產

以弗所
2015年列入文化遺產

雅典衛城

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阿芙洛迪西亞斯2017年列入
文化遺產

帕弗1980年列入世界遺產

羅得中世紀古城1988年

列入世界遺產

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
1979列入世界遺產

開羅古城1979年
列入世界遺產



因土耳其在大河興建水壩淹

沒古城 許多的馬賽克現在保

存在安泰普 Antep 的 澤烏

瑪Zeugma 博物館是當今世

界最大最精美完整的馬賽克

博物館。

安泰普

马赛克博物馆



独家尊宠

精选地中海最佳邮轮8天7夜

一价全包的邮轮体验

船上所有餐食

无限经典酒水

船上娱乐项目

01.

CELESTYAL 榮獲最佳線路郵輪大獎,地中海

郵輪大獎，最佳旅客體驗白金獎。

Celestyal Cruises

Best Cruise Line for Service



兩晚夜宿加帕多家精品洞穴酒店。

酒店依當地岩石洞窟地貌而建，舒適

奇幻的空間，身處如故事般的場景，

是難得的體驗。

02.
连泊两晚精品特色

洞穴旅店

在藍紫色黎明將至的空中，等候曙光照亮全地，剛升起的日頭

將整座山谷染成金黃色，印入眼球的是一望無盡的廣大遼闊，

上百顆熱氣球壯觀的景色，是在土耳其不可錯過的奢華體驗。

- 熱氣球體驗適天氣以及個人狀況而定，為行程自費行程 -

体验热气球
升空的感动

03.



每晚精选星级旅宿



特色贴心服务

1.全程免費WIFI巴士(土耳其地區) 

2.精心安排在地特色料理，品嘗地道的美食。

3.包含了遊輪航程一日三餐，可自由選擇餐廳用餐。

4.包含了遊輪航程中飲料無限暢飲，瓶裝水、果汁、

汽水、含部分酒精性飲料等等。

5.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

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領隊的專業解說，

不受外界所干擾。注：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于返國

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6.每人每天1瓶礦泉水

7. 遊輪航程中所拜訪的島嶼和景點，已經包含景點的

岸上觀光費用，登岸後便有專車前往景點，也有導遊

隨車解說。



行程路线图



每日行程
Day1:

Day2: 吾珥 ★哈蘭 ★哥貝克力(伊甸園) ★幼發拉底河渡口

Day3: 安泰普 ★博物館 安提阿 ★彼得教堂 阿達納 ★

羅馬石橋

Day4: 阿達那 大數 ★保羅井 加帕多家 ★地下城 ★獵人

谷▲鴿子谷

Day5: 加帕多家 ★熱氣球之旅(自費) ★哥樂美 ★阿凡諾斯

★駱駝岩 ★精靈煙囪

Day6: 加帕多家 ★山谷徒步健行 ★蘇丹驛站 以哥

念 伊斯帕爾塔

3 DEC. 11:00 IST 機場集合 吾珥 ★亞伯拉罕出

生洞穴

Day7: 伊斯帕爾塔 ★阿芙洛迪西亞斯 ★米利都

庫沙達瑟

Day8: 10DEC，庫沙達瑟 ★以弗所 ★亞底米遺址 庫沙

達瑟15:00 登船

Day9: 愛琴海 雅典 ★ 雅典衛城 ★ 雅典經典導覽

Day10: 全天在郵輪上(周日) 享受團契 安靜時光 跨越地中海

Day11: 埃及‧塞得港 ★開羅 ★金字塔 ★獅身人面

★博物館

安泰普



Day12: 以色列‧阿什杜德 ★橄欖山 ★耶路撒冷 ★

摩利亞山

Day13: 賽普勒斯‧利馬索爾 ★帕弗 ★保羅之柱

Day14: 羅底(羅得島) ：自由活動 或 自費參加套裝行程

Day15: 庫薩達瑟 士每拿ADB 伊斯坦堡 ( IST) 

17:00（待定）



費用包含

1. 7 晚精品住宿：雙床/大床，酒店如行程表所示 ， 兩人一室

7 晚 Celestyal 郵輪內艙船艙，兩人一室

2. 全程交通用車，含2段土耳其內陸段機票，含郵輪港務稅。

導遊、領隊與司機全程住宿餐食補貼。

3. 行程所包含用餐 ：郵輪上無限暢飲套餐，土耳其段 1瓶礦水/人/

天，餐廳用餐4人1瓶大礦水，行程所包含用餐，行程所包含門票

入場費。

4. 郵輪，酒店和餐廳小費。

費用不包含

1. 國際段機票：出發地往返土耳其 IST 的機票

2. 簽證費用：土耳其 / 歐盟申根簽證（我司可代辦）以色列團隊

簽證（6人以上可免費代辦）埃及落地簽證

3. 旅遊醫療保險

4.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10 USD/天（行程中領隊統一收取 10*15天=150 USD）

5. 單人房差 970 USD (若無法配對雙人一室或需求個人入住單人

房)

*套裝行程從Day1  IST機場集合到 Day15 IST 機場結束(共14晚住宿）

不包含 早到晚囘的貴賓住宿費用，可另加購接送與住宿服務。

相關說明 ：

*若因疫情不可控原因未能成團所有訂金費用無損全退。

售價：2770 USD 團號19Highway15D3DEC

早鳥優惠：

6月30日前報名團費減免 50 USD/人

1. 預定繳交訂金 500 USD 。

2. 其餘費用於出發前60日前繳清 。

此報價7月30 前預付定金有效 10月22 為報名截止日(出發前40日）

3. 十夫長專案 （團隊報名優惠） 。



團隊領袖須知 (Instructions for Group Leaders): 

* 所有相關報名登記表格及付款,都只能由團隊領袖（代表）寄送。

* 12人代表中可有一人免費 （11+1），團隊領袖必須處理所有的

錢款及溝通，請收集你團隊的費用並一次性付款，這樣可以減少

混亂並節省銀行匯費。請附上留言備註你的交易內容，不要讓你

的小組成員自己匯款，如果個人分別匯款，他們就不屬於你的小

組部分。

報名須知

團體確定成行後，若取消參團，則退還團費的標準如下：

1. 距離出團日70 天前取消參團者，費用全數退還。

2. 距離出團日46 天至69 天前取消參團者，退還70%

3. 距離出團日31 天至45 天前取消參團者，退還50%

4. 距離出團日21 天至30 天前取消參團者，退還30% 

5. 距離出團日20 天內取消參團者，退還0 % 

*取消參團時若已辦理證照及已開立機票，則必須另外支付相關證

照費及退票手續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