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臘．重走使徒保羅腳蹤

2020/03/30 - 04/09

佳音慈善服務中心
Gentro Servicio Buenas Noticias

世界餐福事工聯會
World Christian Restaurant Ministries

【希臘11日使命之旅】讓我們一起重走使徒保羅第二次在希臘旅行佈道的路線，先遊覽希臘

首都雅典(Athens)，觀看奧林匹克竸技場，再停留哥林多（Corinth）。4月3日第五天

啟程四天三夜豪華遊輪愛琴海之旅，期間到訪古城以弗所（Ephesus），前往克里特

及聖托里尼島，拜訪被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空中之城邁泰奧拉

(Meteora)，最後參觀帖撒羅尼迦（Thessaloniki）和腓立比（Philippi）古城。

費用：

$2100美金（不包括從原居地飛往希臘來回機票）

機票可自行購買或由WCRM 協助購買

報名截止日期︓  2019年10月31日

訂金：

報名請交訂金$500︐支票抬頭 WCRM 請注明【希臘之旅】

請將訂金支票︑護照副本連同報名表寄到 

22274 Main Street, Hayward, CA 94541

聯繫我們：

電話︓(510) 886-9276   

電郵︓info@worldcrm.org

www.worldcrm.org

早鳥價優惠：

5/31/19之前報名個人每人減 $25︐

5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減 $50︐

10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減 $100︒



今日我們有幸可以踏上歐洲福音宣教的第一站，

體驗保羅宣教熱情，相信必會是一段蒙福的旅程。

願上帝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



2020 旅遊日程表

Mar 30

Mar 31

啟程乘坐飛機前往希臘

夜宿雅典 晚餐

當日抵達雅典國際機場（Athens Intrnational Airport 代碼：ATH）

當天抵達希臘首都-雅典，團體接機到酒店，入住酒店休息，集體使用晚餐。

雅典（希臘語：Αθήνα）也是希臘最大的城市。雅典位於巴爾幹半島南端，

三面環山，一面傍海，屬亞熱帶地中海氣候。

雅典是世界上最老的城市之一，有記載的歷史就長達 3000 多年。現在雅典是歐

洲第八大城市，也是希臘經濟、財政、工業、政治和文化中心和歐盟商業中心之一

。市區人口 330 萬，加上郊區人口共有 380 萬人口。

古雅典是一個強大的城邦，是馳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希臘是西方哲學的搖籃，是柏

拉圖學院和亞里士多德的講學場所的所在地。蘇格拉底、希羅多德、伯里克利、索

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歐里庇得斯、埃斯庫羅斯和其他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和

文學家都在雅典誕生或居住過，雅典也因此被稱作“西方文明的搖籃”和民主的起

源地。雅典至今仍保留了很多歷史遺跡和大量的藝術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衛

城的帕提農神廟，是西方文化的象徵。雅典是現代奧運會起源的地方。 1896 年曾

舉辦過第一屆奧運會。 2004 年，第二十八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典舉行。

(第 1 天)

(第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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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1 夜宿雅典  早餐 - 午餐 - 晚餐

雅典 雅典娜衛城 - 亞略巴古 - 憲法廣場 - 奧林匹克競技場

酒店享用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亞略巴古，沿著石頭鋪成的小路登上衛城

最高點觀看雅典娜神殿，站在山頂上可看到最耀眼的衛城全景。這裡被稱

之為“新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地點：雅典 (Athens) 

景色：雅典娜衛城 - 亞略巴古 - 憲法廣場 - 奧林匹克競技場

經文：使17：16-34 

簡介：雅典眾多的景色，不可錯過的當然是1896年第一屆舉辦奧運會的場地，

         這裡也是與馬拉松運動的起源息息相關，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

 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的時候，把主的福音傳到了雅典。保羅說雅典滿

 城都是偶像，所以從他們的“未識之神”開始講起。有幾個人貼近他，

 信了主，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 並一個婦人，名叫大馬哩，還有

 別人一同信從。

(第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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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2 夜宿雅典 早餐 - 午餐 - 晚餐

雅典 哥林多 - 科林斯運河 - 堅革哩 - Loutraki 小鎮

在酒店享用早餐後，出發前往哥林多。我們將會看到第二大人工開拓的運河

- 科林斯運河和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古城。

哥林多是新約聖經中的名字，現在這個城市叫科林斯，是希臘非常著名的城

市，位於連接歐洲大陸及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科林斯地峽上，連接科林斯灣和

薩洛尼克灣，接通了愛奧尼亞海和愛琴海的要道，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獨

特的地理位置使哥林多成為古希臘最重要的商業據點。我們的午餐將會在溫

泉小鎮 - Loutraki 的科林斯灣的海邊餐廳享用 “保羅套餐”。午餐後我們可

以慢悠悠的在科林斯灣喝杯當地特色的咖啡，漫步在海邊思考保羅的宣教之

旅。在返回雅典之前，我們會去堅革哩，保羅在希臘的最後一站。相信這也

是我們的新起點，將福音傳遍需要的地方。

(第 4 天)

地 點：哥林多(Corinth) 

景 色：哥林多古城 - 科林斯運河 - 堅革哩 - 溫泉小鎮 

經 文：使 18:1-28 

簡 介：哥林多是個罪惡多多的城市。使徒保羅離開雅典來到哥林多住了

 一年零六個月，將神的道教訓他們並且傳講福音。

 之後離開哥林多城，在堅革哩剪了頭髮坐船往以弗所去。

 保羅在哥林多寫了兩封書信《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

 保羅在以弗所寫了兩封書信《哥林多前書》和《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在歷史的地位上非常重要，在福音的道路上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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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3
(第 5 天)

雅典 - 米科諾斯島

酒店早餐後，乘坐大巴前往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口（Piraeus）辦理遊輪登陸手續 

下午抵達被稱之為旅遊者天堂的白色小島-米科諾斯島

地點：米科諾斯島 (Mykonos) 

景色：白色教堂-大風車-鵜鶘

簡介：這裡是一個白色的小島-旅遊者的天堂。

         自由漫步在小島的小巷上，觀賞美麗的

         白色教堂-房屋-和獨特精美手工藝術品。

         有著“小威尼斯”之稱的米科諾斯島是 

         最受歡迎旅遊度假的島嶼，也許可以看

         到米科諾斯島的官方吉祥物：鵜鶘佩德

         羅三世（Petros III）

啟程4天豪華遊輪 愛琴海之旅

夜宿遊輪 Cruise  早餐 - 午餐 -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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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4

(第 6 天)
夜宿遊輪 Cruise

以弗所 - 拔摩海島 早餐 - 午餐 - 晚餐

遊輪早餐後，開始下船前往以弗所古城，以弗所是古希臘人在小亞細亞建立的一

個大城市。羅馬時期，以弗所是亞細亞省的省會，被譽為亞洲第一個和最大的大

都會，西方國家的第三大城市。它以亞底米神廟，圖書館和大劇院著稱。保羅當

時在此宣傳神的福音，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因此以弗所是早期

基督教的一個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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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5
(第 7 天)

夜宿遊輪 Cruise 早餐 - 午餐 - 晚餐 

克里特島 - 聖托里尼島 

遊輪早餐後，開始前往希臘最大的島-克里特島，這裡是早期的米諾斯文明的

發源地。重要的是提多曾在此牧會，參觀紀念提多而建的提多教堂。下午我

們將會抵達令人夢寐以求，非常嚮往的聖托里尼島。我們將會放慢腳步，沉

浸在這片讓人窒息的愛琴海的心臟裡。傍晚我們將會乘坐遊輪返回希臘的首都

-雅典，於第二天早上抵達雅典碼頭。

地 點：克里特島(Crete) 

景 色：城堡 - 海港 - 提多教堂 

經 文：使 18:1-18 

簡 介：克里特島是希臘最大的島嶼，

也是地中海第五大島。這裡是諸多希

臘神話的發源地，是西洋文明的搖籃

和地中海著名旅遊勝地。島上風景優

美，具有挑戰性的大峽谷，來到這裡

就會自然的被這裡的氣息所感染，不

得不放慢腳步去體會幽靜的美。

地點：聖托里尼島(Santorini) 

景色：白牆藍頂的教堂 - 費拉小鎮

  - 懸崖酒店

簡介：走進聖托里尼島，自然悠閒

的漫步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街的

兩旁有著希臘特色純手工作品，鑽

石，項鍊等。觀看美麗的日落，日

出和壯闊的海景。這裡有著愛琴海

獨有的陽光，沙灘，大海和藍天的

美景，是人們夢想度蜜月拍攝婚紗

                           照的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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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6
(第 8 天)

夜宿邁泰奧拉 早餐 - 午餐 - 晚餐 (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雅典 - 邁泰奧拉 

在郵輪享用早餐後，我們將會從雅典的碼頭出發，乘坐大巴前往參觀懸在空中

的修道院。邁泰奧拉（希臘語：Μετέωρα，轉寫為Metéora，意為

“懸浮的石頭”、“懸浮在空中”或“在天空之上”）是希臘其中一座最大型

的東正教修道院建築群，其重要性只僅次於阿索斯山。它位於希臘中部色薩利

平原的西北邊緣，靠近皮尼奧斯河 (Pineios) 和品都斯山脈，最近的城鎮為卡

拉巴卡（Kalabaka）。當中有24座寺院（其中6座為完好）矗立在天然的砂岩

支柱上。1988年，邁泰奧拉被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為複合

遺產。在邁泰奧拉有6座保存至今的修道院中，有4座為修士所居住，剩餘2 座

則是修女之居所。現今各修道院的居住人數均少於10名。今日邁泰奧拉已成希

臘的旅遊景點之一。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景象非常讓人震驚，不得不提醒大家的

是我們一定要穿著合適的鞋子便於我們上下行走，因為在這裡我們要走很多的

路。其次，我們要穿著合適的服裝，褲子一定要低於膝蓋，衣服不可以露背和

肩膀。否則我們將會無法進入修道院的內部。

地 點：邁泰奧拉(Meteora) 

景 點：懸在空中的修道院 

簡 介： 邁泰奧拉，是希臘東正教最重要的建築之一，僅次於阿索斯山。之前這裡

   是一片汪洋後來因為地殼的運動和海水的衝擊讓這裡變成了石林。因獨特

   的地理位置和高聳在峰頂的修道院，所以這裡就有修道士。1988年，邁

   泰奧拉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為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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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7
(第 9 天)

夜宿帖撒羅尼迦 早餐 - 午餐 - 晚餐

邁泰奧拉 - 庇哩亞 - 帖撒羅尼迦

在酒店享用早餐後，我們將會前往帖撒羅尼迦，乘坐大巴前往庇哩亞，在這個

城市我們可以看到希臘唯一的一座保羅雕像。當地的人為了紀念保羅，為他建

了一座雕像。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坡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一連

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但

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類，搭伙成群，聳動合城的人闖進

耶孫的家。

地點：庇哩亞(Veroia) 

景點：保羅雕像

經文：使17：10-15 

簡介： 保羅和西拉離開帖撒羅尼迦，二人到了庇哩亞，進入猶太人會堂，這地

方的人賢與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但是帖撒羅尼迦

的猶太人曉得此事就來到這裡聳動攪擾眾人。為了紀念保羅,當地人特此建立保

羅的雕像，這也是保羅在希臘所有曾經走過的地方唯一的一座雕像。

庇哩亞之後，我們將會乘坐大巴前往希臘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這個城市在聖

經中稱之為 - 帖撒羅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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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8
(第 10 天)

地 點：帖撒羅尼迦 (Thessaloniki)； 

景 點：白塔 - 衛城 - 保羅教堂 - 耶孫的家

經 文：使 17：1-9 

簡 介： 帖撒羅尼迦是希臘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港口和文化中心。保羅

在第二次旅行佈道的時候，來到帖撒羅尼迦城傳道並在第三次旅行佈道的時

候再次回到這裡。

夜宿帖撒羅尼迦 早餐 - 午餐 - 晚餐

帖撒羅尼迦 - 尼亞坡里 - 腓立比

酒店享用早餐後，前往腓立比。我們將會乘坐大巴前往卡瓦拉，卡瓦拉這個城

市在聖經中稱之為：尼亞坡里。我們會根據使徒保羅第二次在希臘旅行佈道的

路線來重走保羅的腳踪。觀看腓立比的古城：早期羅馬時期的劇院，安哥拉市

場，歐洲的第一間教堂和關押保羅的監獄。當然這也是保羅曾經來過的地方，

聖經中記載：保羅因趕鬼讓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保羅和西拉被

拉到市上去見首領，便被剝了衣裳， 用棍打，下在監裡。然而，保羅和西拉禱

告，唱詩讚美神。忽然，地大震動，監門全開。之後，禁卒和他一家都信了主。

這一切都發生在腓立比的古城，我們今天能夠來到這裡，真的是極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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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卡瓦拉（Kavala）- 尼亞坡里；腓立比(Philippi)； 

景 色：古城 - 保羅監獄 - 第一間教堂 - 劇院

經 文：使 16：11-15；16：16-34

簡 介： 卡瓦拉是希臘北部的一個重要港口城市，盛產大理石。卡瓦拉是保羅登上希

           臘的第一站也是歐洲的第一站，在聖經中記載叫：尼亞坡里在城市的市中心

   ，這裡保留著當時保羅登岸尼亞坡里時腳踩大地的大石頭。然後，我們會前

   往市中心參觀紀念保羅的“小廣場”，那裡有一幅精美的馬賽克圖畫，畫的

   內容就是：馬其頓的呼聲！

午餐後，會前往呂底亞禱告河，我們會看到虔誠的婦女呂底亞的畫像，一條清澈見底的河

流，這條河流彷彿流淌著生命的活水，我們相聚在這裡聆聽神的話語彼此分享內心的感動

，歡呼歌唱生命的河，喜樂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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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09 帖撒羅尼迦 送機   早餐 

酒店享用早餐後，我們將會前往帖撒羅尼迦國際機場

（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代碼：SKG）

行程到此告一段落，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眾弟 兄姐妹同在，直到永遠，阿門

(第 11 天)



查詢 希臘使命之旅 的朋友：

-1-

付款方式：

報名時每人須繳交訂金$500，餘款在2019年10月31日前付清，支票抬頭WCRM。

請將訂金支票、護照副本連同報名表寄到 22274 Main Street, Hayward, CA 94541，

信封請註明 <希臘使命之旅>

退款規則：10月31日前退出，退回全部訂金，10月31日後退出，全費恕不退回。

我們建議團員購買個人所需的旅遊保險。我們將提供有關旅遊保險資料。語言：國語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郵 info@worldcrm.org 或致電510-886-9276。

限額60人，額滿即止

費用

這將是一次令人畢生難忘的旅程，讓您親歷其境，踏足使徒保羅希臘第二次佈道曾經走過的地方。

全程費用為＄2,100（不包括從原居地飛希臘來回機票），單人房需加$600。 

費用包含：

1. 全程標準酒店標準雙人房6晚住宿，含酒店 早 - 午 - 晚餐

2. 豪華遊輪標準雙人房3晚住宿，含遊輪早 - 午 - 晚餐

3. 25+1 人使用36 座旅遊車；30+1 人團隊使用50 座旅遊車

4. 全程外籍司機服務和配備中文導遊；

5. 行程包含用餐：一日三餐（不含酒水飲料）

    ．中式 8 菜1 湯標準，西餐三道式（沙拉、主食和甜品）或酒店內用餐

6. 全程大巴免費提供礦泉水

7. 全程中首次入內參觀的景點門票

8. 行程中景點入內參觀，都有執照掛牌導遊的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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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2100 (不含從原居地飛往希臘來回機票)

需預付訂金為每人$500美元，餘款必需在2019年10月31日前付清。護照必須在出發當天起，最少六個

月內有效。如你所持的是中國護照，請自行申請希臘旅遊簽證，需時約三個月。

第一位報名人：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英文 (護照上名字)：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主，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慕道 /     非基督徒

特別情況或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美國境內出發: 三藩市     / 洛杉磯     / 紐約JFK     /其他城市: (請註明機場) 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必須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票：       自行購買         需要代訂

第二位報名人：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英文 (護照上名字)：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s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主，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慕道 /      非基督徒

特別情況或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美國境內出發: 三藩市     / 洛杉磯     / 紐約JFK     /其他城市: (請註明機場) 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必須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票：       自行購買         需要代訂

請將訂金支票、護照副本連同報名表寄到WCRM辦公室 
（22274 Main Street, Hayward, CA 94541），支票抬頭WCRM，請註明 <希臘使命之旅>

O�ce Use

Group: _____________
Passanger # : ________



同行的親人朋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表，細節及條件：

．世界餐福事工聯會保留調整行程的費用，時間，酒店的權利。

．支票付款抬頭請寫 WCRM，並註明〈希臘使命之旅〉。

．不成團及退款細則：本機構有權在出發前30天內因人數不足而取消旅行團，而會退回顧客所付

   之全部費用。

．顧客報名後需要退出，將會以下列方法計算：

 2019年10月31日前，全數退款

 2019年10月31日後，不會退款

．所有乘客必須持有效的旅遊證件 （最少要有六個月有效期）。

．持國外護照（有綠卡）顧客，需自行往將旅遊的各國領事館申請簽證。

．導遊、司機工作時間每天10 小時為上限（希臘旅遊法規定）。

．報價不含任何服務項目未列明之費用。

．如果因為個人原因臨時更改行程，額外費用需自付。

．如遇天災、政治狀況變動、交通斷絕或其他不可抵抗的因素而延誤行程，致使超過本行程所設

   成本，超出費用需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

． 接機和送機都是團體接送各一次，抵達雅典國際機場 (Athe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代碼：ATH) 

    離開是帖撒羅尼迦國際機場（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代碼：SKG）若是有因個人因

    素早到或是晚到的需要接送機，需額外付費，不包含在報價當中。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行程表及表格內所列之細節及條件，並將在WCRM所要求的一份英文免責聲

明 (Release of Liability) 上簽名。

 

乘客一草簽：______________   乘客二草簽：______________

本人自願參加〈希臘使命之旅〉明白這次旅遊需要步行，本人的健康不會影響本人的行動力。

 

乘客一草簽：______________   乘客二草簽：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我們強烈建議您購買足夠的旅程期間保險。

 您可以通過我們推薦的旅遊保險公司或您自己的來源購買此類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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