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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茂喜牧师（博士） 

保罗宣教之旅 

希腊-爱琴海游轮 
和伊斯但布尔一天游 
5月27日-6月5日2019 
10天7夜（8个旅行日） 



属灵导师 

洪茂喜牧师（博士） 
洪牧师有多次带领圣地遊览经验。以他多
年的教会牧养，他可以提供团队属灵与灵
修方面的指导。洪牧师是卫理公会退休牧
者。 

圣经之旅 
行程精典 
 
-帖撒罗尼迦 
- 卡瓦拉 
- 腓立比 
- 米特奥拉 
- 米克诺斯 
- 库萨达斯 
- 帕特莫斯 
- 克里特岛 
- 吕托里尼 
- 科林斯运河 
- 古代哥林多 
- 半天城市游 
（宪法广场，雅典卫城） 
- 圣索菲亚博物馆 
- 地下宫殿 
- 博斯普鲁斯海峡 
- 香料市场 



保罗宣教之旅 
希腊-爱琴海游轮和伊斯但布尔一天游, 5月27日-6月5日2019 

10天7夜 (8个旅行日) 

第1天： 星期一, 5月27日 
新加坡 
晚上8.30PM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合(T1） 

往程航班: TK55 SIN-IST 2320-0525 

第6天： 星期六, 6月1日 

第10天:星期三, 6月5日 
离开伊斯坦布尔 
到机场乘搭航班回国.  

回程航班: TK54, IST-SIN, 0210-1755 

到达新加坡时间: 1755 

*表示该景点路途不平或有梯级，年长者及行走不便者将
稍有困难。我们建议这些团员使用手杖。 

第2天： 星期二, 5月28日 

第3天： 星期三, 5月29日 

抵达帖撒罗尼迦/卡瓦拉/腓立比 
在伊斯坦布尔转机. 
航班: TK1881 IST-SKG 0725-0845 

早晨，抵达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ki）。我们会乘车
前往现代港口小城—卡瓦拉 (Neapolis)， 圣经中的尼亚
坡里。 走访腓立比 (Philippi)，看看市场 ( Agora ) 遗迹、
the Octagon 、两个古代教堂遗迹，和圣保罗教堂 
(Bascilia of St Paul)。之后参观吕底亚祷告和受洗
(Lydias’ Baptismal site）的河边。午/晚餐 

帖撒罗尼迦/ 卡兰巴卡/维利亚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我们会参观白塔（White Tower），

这个城市的标志和圣德米特里奥斯
教堂(Church of St Dimitrios)。我们

也会驱车前往 希腊中部的卡尔巴 

第4天： 星期四, 5月30日 
米特奥拉/ 雅典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我们在酒店吃早餐，然后到迈米特奥拉(Meteora)参观迷

人的风景，并走访两个悬在半空中的修道院。到里头看
看价值非凡的历史与宗教瑰宝。之后乘车到雅典
(Athens)。早/午/晚餐 

第5天： 星期五, 5月31日 
雅典/在游轮上/米科诺斯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今日前往码头搭乘 3晚的游轮，享受爱琴海之游
(Aegean Sea Cruise)。 第一站前往米科诺斯(Mykonos)

岛，这里以美丽的海滩和风车景观着名。在游轮上逗
留一夜。早/午/晚餐 

在游轮上/ 库萨达斯/帕特莫斯 

游轮的下一站将来到土耳其的库萨
达斯(Kusadasi)，上岸后将可参观
着名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以弗所 
(Ephesus)古城。接着将前往希腊的帕特莫斯(Patmos)岛, 
是圣约翰写下启示录岛。在游轮上逗留一夜。早/午/晚餐 

第7天： 星期日, 6月2日 

第8天： 星期一, 6月3日 
游轮抵达 雅典 / 哥林多 / 雅典 

在游轮上享用早餐。然后在港口登陆。在雅典港口比里
亚斯集合，然后开始在哥林多的半天游。沿着阿波罗海
岸边的高速公路往西行，到衔接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
哥林多运河 (Corinth Canal).我们继续前往哥林多古城
(Ancient Corinth)，参观隆起的平台、阿波罗神庙和市场 
( Agora ) 遗迹.接着返回雅典，继续雅典半日游(Half-day 

Athens City Tour)。参观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和到
卫城(Acropolis)参观雅典黄金时期的建筑杰作等等。晚

上到机场乘搭航班TK1844 , 2225-2355到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早/午 / 晚餐 

 

第9天： 星期二, 6月4日 
伊斯坦布尔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餐后，我们前往拜占庭与奥斯曼帝国曾统治“老城”。
老城中的赛马场(Hippodrome)，是当时举办竞技与政治
活动的体育中心 ( 如马战车比赛、竞技项目 

等等 )和建于五世纪的圣索菲亚
大教堂（Hagia Sophia）. 他有

着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曾经是世
界上最伟大的教堂之一，现在已
成为博物馆。之后我们参观地下 
水宫殿（Basilica Cistern), 皮革服装店(Leather Outlet)然

后前往码头乘坐私人渡轮，穿梭欧亚两洲之间的水道，
畅游博斯普鲁斯海(Bosphorus Cruise)。 除了两岸现代

化的房屋和豪华公寓，或许还能拍摄到大理石宫殿和奥
斯曼时期的木制别墅和走访香料市场(Spice Bazzar). 早/

午/晚餐 

卡(Kalambaaka)镇，就在米特奥拉山脚。在途中，走访 
山中小镇维利亚(Veria)，看看圣保罗当年宣讲福音的地
方。 早/午/晚餐 

在游轮上 

伊拉克利翁是克里特(Crete)的首都。可选择自由活动或

跟团参观克诺索斯王宫的遗迹。奢华的王宫据说是神话
中米诺斯王的王宫与米诺斯文明之地。到圣托里尼岛 
(Santorini) 走走，它是在公元前

1600年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岛
上之景是希腊群岛中，也或许是
世界上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在游
轮上逗留一夜。 早 /午/晚餐 

 



保罗宣教之旅 

希腊-爱琴海游轮和伊斯但布尔一天游, 5月27日-6月5日2019 

10天7夜 (8个旅行日) 

 

行程日期 5 月27 日- 6 月5日2019, 10 天7 夜 (8 个旅行日)  

航班  土耳其航空  

费用  ≥25pax: SGD$5,2001,2, ≥35pax: SGD$4,9801,2 

住宿  四-五星级酒店, 包括游轮 （XB outside cabins）  

注册截止日期 2月3日2019 

行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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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和燃油的任何附加费 

 7 个晚上2人标准间住宿, 包括游轮 

（XB outside cabins） 
 如有申请单人房间，额外应付的新币$820 

 全程餐食（跟着以上的行程）  旅游保险 

 专业和具备资质的华文导游  护照费和签证费 

 全程带冷气旅游巴士  没有在行程中注明的餐饮及其它费用 

 行程中景点门票  所有个人的消费 

 酒店、餐馆、导游和巴士司机的小费 

 集体从机场到酒店的交通 

 8月1日 2018的机场和燃油附加税为新

币$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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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场和燃油附加税可能因市场机场和燃油价格调整而变更。8 月1 日 2018 的机场和燃油附加税为新币 $650

如果机场和燃油税的价格有增加，参加者得付这些附加的费用。2旅行费用是根据最少≥25人或≥35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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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费用 

如何注册此次旅程？ 
1. 在线注册: http://www.bible.org.sg/register/ibex 

2.  填写一张新币$1000的支票作为您的押金.（请注意！一旦成团，押金不需退还） 

3.  请注意！参与旅行的人数要达到足够数量（最少有15个人报名），行程才能确定. 

4.  一担参与旅行的人数达到足够数量和行程确定，请把交付旅游配套的费用，其余款项请于
2019年 3 月3日前交齐。 

5. 请注意，若晚于出发日期前3个月报名，将收取晚报名费用，数额将于报名时告之。 

@ibexsingapore 

@ibex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