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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星期一, 12月2日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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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程航班: TK55 SIN-IST 2340-0615 

第2天：星期二, 12月3日
特拉维夫/拿撒勒
新加坡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中转）
中转航班: TK784 IST-TLV 0745-0850
早上抵达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开始您的
旅程。由地中海沿岸向北出发，首先参
观凯撒利亚 Caesarea Maritima*, 探寻
大希律王时期所建造的古罗马港口。
结束一天旅程后，入住酒店。 午/晚餐

第3天：星期三, 12月4日
拿撒勒
早上参观拿撒勒村 Nazareth Village*。 
这是一座根据遗址还原的露天博物
馆，重现了耶稣时代的村庄生活。下一
站参观建于所罗门时期的哈米吉多 
Tel -Megiddo *，探寻亚哈王的隧道
(王上22 : 3 9 )。下一站前往迦密山 
Mount Carmel，欣赏耶斯列山谷的全景
风光并重温以利亚和巴力假先知的
故事。早/午/晚餐

第4天：星期四, 12月5日
提比利亚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上退房后，前往参观纪念耶稣所行的
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的迦拿婚宴堂
Cana, the Wedding Church。下一站到
八福山 Mount Beatitudes 上享受一段
静谧时光，并重温登山宝训 (太5章)。接
着参观古老的渔村迦百农 Capernaum,
耶稣曾在此地行了许多神迹。之后，
参观圣经中纪念耶稣重新坚立彼得的得

第5天：星期五, 12月6日
伯特拉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晨过境到约旦 (Sheikh Hussein 
Bridge) 退房后，经由北部关口前往约
旦。首先到达马达巴 Madaba*, 观看一
幅六世纪的马赛克圣地图。接下来参观
尼波山 Mount Nebo。如天气晴朗, 可
从瞭望台远眺应许之地耶路撒冷城。 
继续行程, 在晚间抵达佩特拉并入住酒
店。早/午/晚餐

第6天：星期六, 12月7日
佩特拉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今天将探索佩特拉 Petra*。这座宏伟
古老的玫瑰城市。您将看到著名的财政
部大楼, 并了解纳巴泰人的历史。午餐
后, 前往瓦地伦 Wadi Rum*。乘坐吉普
车游览约旦的沙漠地区, 夜宿贝都因式
帐篷酒店。早/午/晚餐

第7天：星期日, 12月8日
死海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早晨过境回以色列 (Arava border 
crossing) 早上退房后，穿过阿拉巴边
界到达以色列。我们将参观马萨达
Masada*，感受希律王在死海地区
建造的这座古堡的宏伟。日落前, 您可
前往酒店附近的海边体验死海漂浮 
Dead Sea Float。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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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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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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未按比例绘制。仅供参考。行程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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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百农
加利利海 (乘船)
马萨达
恩戈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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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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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波山
伯特拉
瓦迪拉

献心堂 St Peter s Primacy Church  
(约21：15-19)和乘船游览加利利海 
Sea  of Galilee (Boat Ride)。可选择:
参观钻石工厂 Diamond Factory。
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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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星期一 , 12月9日
耶路撒冷 (上午办理酒店退房手续)
我们今天将游览隐基底自然保护区恩戈蒂 En Gedi*，欣赏
美丽的绿洲风光。接着前往 Ahava 护肤品工厂 Ahava 
Factory Outlet 直销店购买该品牌广受欢迎的死海护肤
品。购物后，参观昆兰 Qumran*，聆听死海古卷被发现的
故事，参观一世纪居住在死海地区的爱色尼人的遗址。
之后游览被认为是耶稣受洗之地的约旦河 Jordan River。
早/午/晚餐

第9天：星期二，12月10日
耶路撒冷
清晨, 前往位于古城的圣殿山 Temple Mount*，这里是犹
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最神圣的圣地之一。接下来参观著
名的西墙 Western Wall，并用一些时间在这里祷告。 然
后参观大卫城并探索希西家水道 City of David* 。接下来
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 以色列博物馆并
观赏那里的耶路撒冷旧城的微缩模型 Jerusalem Model 和
模型旁边的死海古卷博物馆 Shrine of the Book,了解有关
死海古卷的信息。 早/午/晚餐

第10天：星期三，12月11日
耶路撒冷 
早上我们将在橄榄山 Mount of Olives* 观赏旧城的全景, 
然后经棕枝主日之路 Palm Sunday Path* 开始下山，赞美
耶稣基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马太福音21章)。途中将参观
主泣堂 Dominus Flevit Church。最后来到山脚下，进入
客西马尼园 Garden of Gethsemane。接下来，参观^马
哈尼耶胡达市场 Mahane Yehuda Market。您可以在这
里购买当地的新鲜农产品和在市场里享用简单的午餐或小
吃。午餐后，参观最后晚歺楼 Upper Room (Mt Zion)。
从那里出发，步行不远便可抵达鸡鸣堂 St Peter  in 
Gallicantu Church*。早/晚餐^午餐自费

第11天：星期四，12月12日
耶路撒冷
清晨，前往圣安娜教堂 Church of St Anne。旁边就是瘸
腿的人曾在这里得到医治的毕士大池 Pool of Bethesda
(约翰福音5章)。接下来，我们会追溯耶稣走过的道路。首
先看到传统上被认为是耶稣受彼拉多审问的所在地荆冕堂 
Ecce Homo 的拱门，然后步行穿过苦路 Via Dolorosa*，
最后到达圣墓教堂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接下
来到花园墓地 Garden Tomb，属灵导师将在这里举行圣
餐礼。最后，享用告别晚宴 (Yad Hashmona - TBC)。
早/午/晚餐

出发去机场
回程航班: TK789 TLV-IST  2055-0025 (+1day)
在伊斯坦布尔中转，返回新加坡。
中转航班: TK54 IST-SIN 0155-1730  
到达新加坡时间5.30pm。

圣地之旅12天9夜(10天旅游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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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约旦, 12月2日-13日2019

西墙

伯特拉



圣地之旅
12天9夜 (10天旅游日程) 以色列-约旦, 12月2日-13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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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as at 1月1日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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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13日2019年, 12天9夜 (10个旅行日)
土耳其航空（Turkish Airlines）
≥25位: SGD$5,1901,2, ≥35位: SGD$4,7901,2

3.5-4星�酒店
6月30日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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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个晚上2人标准间住宿

餐食如行程中所述

专业和具备资质的中文导游

全程带冷气旅游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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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境税 (以色列，约旦, USD$50)

机场和燃油附加费新币$620 
(as of 1月1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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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应付的新币$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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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在瓦地伦乘搭吉普车的小费 
(每人1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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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2019年之前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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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需以色列签证，请于报名前通知我们。需要签证的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缅甸、中国等。

@ibexsingapore          @ibex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