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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会之旅  

希腊-土耳其 
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7日 

13天10夜（11个旅行日） 



第1天：星期一, 10月26日
新加坡 
往程航班: TK55 SIN-IST 2335-0615 
晚上8.30PM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合(T1) 
(8.30PM开始可以在柜台登记行李) 

第2天：星期二, 10月27日
雅典
在伊斯坦布尔转机
航班： TK1845 IST-ATH 0830-0900

早上抵达雅典，开始市区观光游，游览
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 议会大
厦House of Parliament,以及由身穿
传统制服的总统卫队守卫的无名战士纪
念碑Tomb of Unknown Soldier。
在雅典帕那辛纳克体育场Panathenaic 
Olympic Stadium稍作停留，然后继
续前往宙斯神庙Temple of Zeus和哈
德良拱门Hadrian’s Arch的考古遗
址。之后，参观世界著名的雅典卫城
Acropolis*并欣赏雅典黄金时代的建筑
杰作(如帕特农Parthenon)。接着去普
拉卡老城区Plaka，雅典历史最悠久的
街区，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区，遍布餐
厅、咖啡厅及旅游纪念品商店。结束一
天旅程后，入住酒店。(含午、晚餐)

第3天：星期三, 10月28日
卡兰巴卡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从酒店出发，参观连接爱琴海
和爱奥尼亚海的哥林多运河Corinth 
Cana l，以及哥林多古城Anc ient 
Corinth。这里曾是一个极为辉煌、
繁华的城市，尽管毁于地震、战火，如
今仅是一片废墟。在哥林多古城我们
会参观雅典古代市集遗址 the huge
"Agora" 和阿波罗神庙 Temple of 
Apollo。哥林多古城是使徒圣保罗居
住了两年且撰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前两
章的地方。下一站参观达夫尼修道院
Monastery of Dafni，这是一座11世
纪拜占庭修道院。继续行程，在晚间抵
达到达卡兰巴卡Kalambaka并入住酒
店。(含早、午、晚餐)

第4天：星期四, 10月29日
帖撒罗尼迦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清晨前往美丽的米特奥拉Meteora*，并

第5天：星期五, 10月30日
卡瓦拉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我们今天参观帖撒罗尼迦的标志-白塔
White Tower 和圣迪米特里斯教堂
Church of St Demetrios。接着前
往卡瓦Kavala游览腓立比Philippi。
参观集市遗址Agora、八角教堂The 
Octagon、圣保罗监狱St Paul’s 
Prison遗址和呂底亞受洗之地遗址
Lydia’s Baptismal Site。然后在
卡瓦拉Kavala吃晚餐和逗留一夜。
(含早、午、晚餐)

第6天：星期六, 10月31日
恰纳卡莱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游览罗马渡槽R om a n 
Aquaduct和圣保罗港口St Paul’s 
Port。接着到土耳其边境Turkey 
Border，进入土耳其境内。我们在境
内集合后便步行到旅行巴士。乘坐巴士
到达恰纳卡莱Canakkale。在恰纳卡莱
过夜。(含早、午、晚餐)

第7天：星期日, 11月1日
伊兹密尔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上,前往美丽的别迦摩Pergamum*。
在这座可追溯至公元前399年的古城的
众多壮观建筑中，您将参观宙斯神坛
Altar of Zeus、图拉真寺Temple of 
Trojan、剧场Theater以及藏书20万
册的图书馆。当时，它的规模仅次于古
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伊兹密尔Izmir逗
留一夜。(含早、午、晚餐)

第8天：星期一 , 11月2日
库萨达斯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我们参观士每拿教堂Church 
of Smyrna和圣约翰教堂Basilica 
of St John。据说，使徒约翰带着圣
母马利亚来到这里居住，并在以弗所写
了福音书卷。然后到著名的古城以弗所

属灵导师

王白磊传道

王白磊传道，新加坡大学
文学士，香港中国神学研
究院道学硕士，曾在福音
堂牧会及神学院兼任讲师
多年。现从事教导、培训
及宣教事工。

*地图未按比例绘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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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半空中的修道院欣赏美丽的风景。在
修道院里，您会看到筑和历史文物。途
中停靠山中小镇维利亚Veria，参观圣
保罗当年宣讲福音的地方。我们会在这
儿参观圣保罗教堂Altar of St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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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天：星期二，11月3日
棉花堡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启程来到塞尔丘克镇，在一间皮革专营店
Leather Outlet 稍作停留，欣赏时装秀并购物。接着我
们到老底嘉Laodicea*，参观剧场、运动场、水塔和剧
院。老底嘉是安提阿古二世 Antiochus II 为纪念妻子而以
她名字命名的。然后参观由国王忒勒福斯Telephos建立并
以其妻希拉的名字命名希拉波立斯Hierapolis*。最引人入
胜的是罗马浴场Roman Baths、大剧院Theatre和著名的
棉布状石灰岩-棉花堡Pamukkale*。在棉花堡逗留一夜。
(含早、午、晚餐)

第11天：星期四，11月5日
伊斯坦布尔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我们离开布尔萨Bursa，驱车到伊兹尼克城
Iznik, 旧名为尼吉亚Nicea。这城市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
右建立的。公元325年，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在这里举行，
焦点是谴责亚流派异端(Arianism)。第七次的大公会议也
在这里举行，就是我们将参观的圣索菲亚教堂St Sophia 
Church。这所教堂建于4世纪，但其马赛克(mosaic)地板
可追溯到6世纪，城门和墙是源于拜占庭时期。我们接着到
伊斯坦布尔，参观著名的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
它从15到19世纪时是众苏丹的居所。现在则成了一间博物
馆，展出皇室收藏的水晶、银器、中华陶瓷和宫服。我们
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吃晚餐和逗留一夜。
(含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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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天: 星期五, 11月6日
伊斯坦布尔
今早，将游览由君士坦丁大帝所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也被称为阿亚索非亚博物馆)。然后参观君
士坦丁堡的地下水宫殿Underground Basilica Cistern
和竞技场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e。午餐后，
在博斯普鲁斯河 Bosphorus River 上享受一次休闲游
轮之旅。最后在香料市场 Spice Bazaar 购物。在去机场
前，享用丰盛的告别晚餐结束这次旅程。餐后出发去机
场。(含早、午、晚餐)

第13天: 星期六, 11月7日
抵达新加坡
回程航班：TK54 IST-SIN 0155-1730
到达新加坡时间5.30pm

Ephesus*。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考古遗址之一。行程
景点包括塞尔苏斯图书馆Library of Celcius、哈德良神庙 
Temple of Hadrian、图拉真喷泉 Fountain of Trajan 和
大剧院 Theatre。接着参观位于科索斯山顶Mt Coressos
的童女马利亚的故居House of the Virgin Mary。那里
被认为是她度过晚年的地方。我们在库萨达Kusadasi逗留
一夜。(含早、午、晚餐)

第10天：星期三，11月4日
布尔萨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我们驱车到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在拜占庭时期
一个重要的基督教中心。在这里可看到教堂的遗迹。之后
我们到撒狄Sardis,《启示录》中七教会的所在地。拜占庭

时间，这里曾是主教辖区。行程景点包括犹太教会堂、体育
场、拜占庭教堂和阿尔忒弥斯神庙。沿途中我们到推雅推喇
Thyteria看看教堂的遗迹。这里是当时基督教快速传开的
主要市镇之一。我们在布尔萨Bursa吃晚餐并逗留一夜。
(含早、午、晚餐)

*表示该景点道路不平或有梯级，对年长者及行走困难的人多有不 
便。我们建议以上团员使用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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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会之旅 
希腊-土耳其, 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7日 13天10夜 (11天旅游日程）

如何注册此次旅程？

请注意:日程安排和航班时间如遇不可预见的情况，将会做出调整，恕不提前通知。我们将在出发前两个星期向您提供酒店
确认信。

@Armenian (Main Office): 7 Armenian Street, Bible House #04-02, Singapore 179932
@Orchard: 14 Scotts Road, Far East Plaza #01-83, Singapore 228213
Tel: +65 6304 3762 I  Email: info@ibex.sg  I Website:  www.ibex.sg  I TA(02822)

行程概览

行程日期
航班
费用
住宿
注册截止日期

1包括机场和燃油税新币$600 (as at 2020年1月1日)。如果税有增长，团员得付增长的费用。2旅行费用是根据以上≥25位
和≥35位人计算。

2020年10月26日至11月7日, 13天10夜 (11个旅行日)
土耳其航空（Turkish Airlines）
≥25位: SGD$4,5001,2, ≥35位: SGD$4,1501,2
3.5-4星级酒店
2020年6月30日

 旅行费用
旅行费用所涵盖项目 旅行费用不涵盖项目
往返经济舱机票和陆上交通 
(团体票价预订所以没有座位选择)

10个晚上2人标准间住宿

餐食如行程中所述

专业和具备资深的中文导游

全程冷气旅游巴士

行程中景点门票

集体从机场到酒店的交通

酒店、餐馆、导游和巴士司机的小费

机场和燃油附加费新币$600 
(as of 2020年1月1日)

机场和燃油的任何附加费

旅游保险

护照费和签证费

没有在行程中注明的餐饮及其它费用

如有申请单人房间，额外应加付新币$650

所有个人的消费

需自付护照费和签证费 。此外，需缴纳行政
费15新元。

1. 在线注册: http://www.bible.org.sg/register/ibex
2. 填写一张新币$1,000的支票作为您的押金. (请注意！一旦成团，不会退还押金)。
3. 请注意！参与旅行的人数要达到足够数量 (15人)，行程才能确定。
4. 一旦行程确定下来，请将剩余的款项于2020年7月28日之前交付。
5. 如果较晚注册 (晚于出发前三个月)，需缴纳附加费，具体数额将另行通知。

@ibexsingapore          @ibex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