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are excited to be conducting another BST study tour 
to Israel, the land of the Bible. We would love you to join 
us as we visit key sites related to events recorded in the 
Bible, especially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the Lord Jesus.

The tour will begin and end in Jordan, allowing us to visit 
Mount Nebo where Moses saw the land before he died, 
magnificent Petra, and the southern border crossing into 
Israel at the Gulf of Aqaba. We will travel up through the 
desert via Beersheba to the Dead Sea and visit Qumran, 
Masada, Jericho and the Jordan River.

We will be based in Jerusalem for seven nights, visiting 
many sites in the old city and new city, and also Bethlehem 
and Hebron. We will be amazed as we visit places where 
Jesus walked, and where Abraham, David and others left 
their mark.

We will then spend four days in the north of Israel, travelling 
along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via Jaffa and Caesarea 

Maritima to Mount Carmel, and through Galilee to many 
places and cities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in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Jesus, including Megiddo, Nazareth, 
the Sea of Galilee and its famous sites. We will even travel by 
cable car to the top of Mount Hermon. It will be an amazing 
two weeks of Christian fellowship, getting to know and 
experience the land together.

The tour will have English-speaking and Mandarin-speaking 
groups, led by BST lecturers John Coulson and Dr Sam 
Goh. Local expert English-speaking and Mandarin-speaking 
guides will lead us throughout the tour, helping us to 
understand the richness of what we are seeing and 
experiencing. We will be praying that you experience 
what many others have experienced: a wonderful and 
memorable time in which the Bible comes alive in a fresh way.

Tour arranged in conjunction with Selah Travel.

John Coulson  (Lecturer in Bible)
John’s passion is teaching the Bible and 
encouraging God’s people in Christian 
discipleship and ministry. He has been 
on the faculty of BST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His post-graduate research 
and writing has been mainly in the letters 

of Paul: Jesus and the Spirit, and more recently, God’s 
judgment. John led the BST study tour to Israel in 2014.

Introduction to the Tour

Meet your tour guides

Samuel Goh (Lecturer in Old Testament)
Sam joined Brisbane School of Theology 
in 2019 as Lecturer in Old Testament for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programs, after 
teaching the Old Testament at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for 17 years. He speaks 
Englis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He 
completed his PhD in Old Testament 
Studies at Queens’s University of Belfast in 2008. He has 
also authored six books (two English and four Chinese), 
along with many journals. Before lecturing Sam was a 
pastor of a church in Singapore for 10 years. He has 
organised and led Bible Lands tours for some years, 
teaching Bible lessons on biblical sites.

The tour is offer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John Coulson will be leading the English 
group and Samuel Goh leading the Chinese 
group. There will be two local tour guides 
one for English speaking and one for Chinese 
(Mandarin) speaking travelle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is once-in-a-life-
time tour, please contact our office on

07 3870 8355, or email info@bst.qld.edu.au.

以色列圣经考察之旅
8月29日 至 9月13日

詳細行程和申請資料（中文），請見第二頁！



8月29日星期六
从布里斯班前往安曼

从布里斯班出发，搭乘阿联酋航空，经杜拜转机至安曼。先搭乘
EK435班机于晚上9时从布里斯班起飞，并在8月30日早上5点10分抵
达杜拜，之后搭乘EK901班机于7时30分转机往安曼，并于上午9时35
分抵达。

8月30日 星期日
抵达安曼 – 尼波山 – 死海

抵达安曼机场，并由當地导游和驾驶員迎接。搭乘游览车至摩西观
看应许之地的尼波山。于死海的旅店报到，在长途旅程之后，享受死
海漂浮, 养精蓄锐。

提供餐点: 晚餐
旅店: Holiday Inn Dead Sea, Jordan

8月31日星期一
死海 – 佩特拉

早餐过后，办理退房，并经由「王道(the King‘s Highway)」南下佩特
拉，参访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由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
组织) 认证的世界遗产佩特拉古城。

提共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Petra Panorama Hotel, Petra

9月1日 星期二
阿拉瓦边境 – 蒂姆纳 – 別示巴

经由红海边的阿拉瓦 (Arava) 边境，离开约旦过境到以色列。北上蒂
姆纳国家公园(Timna National Park)，参观叹为观止的帐幕模型和
所罗门王柱。继续经由南地(Negev)沙漠至别示巴(Beer Sheva)，亚
伯拉罕井所在。别示巴同时是澳大利亚士兵第一世界大战时的一个重
要地标。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Leonardo Negev Hotel, Beer Sheva

9月2日 星期三
马萨达 – 隐基底 – 凯尔特谷

沿着死海西岸开往马萨达(Masada) - 犹太人反抗罗马时的要塞堡
垒。搭乘缆车至堡垒顶端观景，并欣赏死海美丽的景色。再到大卫为
逃避扫罗追杀而隐居的隐基底(撒上23章)，然后再到四海漂浮。在回
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凯尔特谷(Wadi Qelt) – 观看耶稣40昼夜受试探
的犹大旷野。这同时也是耶利哥城至耶路撒冷的古路，也是「好撒玛
利亚人」的故事背景。当晚抵达我们在耶路撒冷将住宿七天的旅店。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9月3日 星期四
昆兰 – Qasr al Yahud 洗礼地标 – 耶利哥

离开耶路撒冷，南下昆兰(Qumran)参观犹太艾赛尼古学派(Es-
senes)的聚集地。这是死海古卷于1950年代被发现之处。之后参观
据传施洗约翰于约旦河给耶稣施洗的地方。之后至耶利哥，世界上仍
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并搭缆车参观试探山(Mount of Tempta-
tion)。最后回至耶路撒冷。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9月4日 星期五
南墙考古区 – 以色列博物馆

上午一同参观耶路撒冷旧城，圣殿旁的南阶梯处，和下方的戴维森中
心考古博物馆。之后行至新耶路撒冷城的以色列博物馆。此馆展示了
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颠覆之前样貌的壮观模型。那里同时可参观死
海古卷。最后返至耶路撒冷迎接安息日。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9月5日 星期六
花园墓地 – 伯利恒 – 希伯仑

早上开始于生动如画的花园墓地，一同祈祷和反思。之后参观伯利恒
的耶诞教堂和牧人野地(Shepherds’ Fields)。 此时将有机会在精于
橄榄木和耶诞景的专卖店购买纪念品。之后至希伯仑 – 约旦西岸最大
的城市 – 参观亚伯拉罕及族长之墓。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9月6日 星期日
橄榄山 – 客西马尼 – 耶路撒冷旧城

今天行程由橄榄山开始，观赏壮丽的耶路撒冷全景。步行由棕榈主日
路至客西马尼园。接续至旧城的狮门，并由苦路(Via Dolorosa)行至
圣墓教堂。下午将参观锡安山，包括耶稣受审前被囚的地牢，纪念彼
得三次不认主的鸡鸣教堂。最后参观马可楼。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9月7日 星期一
西墙和西墙隧道 – 圣殿山 – 大卫城

返回旧城参观西墙，并西墙隧道底下第二圣殿原本的地基。星期一是
犹太人行成年礼的日子，所以西墙将有许多人歌唱和庆祝。我们将参
观圣殿山的金圆顶神社和 Al Aksa 清真寺。午饭后，我们将至大卫城
参观大卫王之墓，最后涉水走过希西家隧道。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以色列圣经考察之旅
8月29日 至 9月13日

旅游行程



斯班。
EK904 班机于晚上6时起飞，并在晚上10时抵达杜拜。

提供餐饮: 早餐

9月13日 星期日
抵达布里斯班

EK430班机于清晨2时30分离开杜拜，并于晚上10时20分抵达布里斯
班。 

此次旅行考察由BST与 Selah Travel 旅行社合办。

9月8日 星期二
耶胡达市场 – 城墙步道

参观耶胡达市场 (Yahuda Market) 和步行于旧城的城墙步道，享受较
为悠哉的一天。剩下的时间可用于自由参观耶路撒冷。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Ramada Hotel, Jerusalem

9月9日
约帕 – 凯撒利亚 – 迦密山

与耶路撒冷道别，前往地中海海岸。第一站为古老的海港约帕，参观
硝皮匠西门的家并在鹅卵石的道路上行走。接续至凯撒利亚 – 这是罗
马连接以色列的港口，也是以色列接通世界的港口。这里是本丢.彼
拉多的住所，是保罗在非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作证的地方，是宣教士
腓利和他四个说预言的女儿所住的地方，也是耶稣 ‘芥菜种’ 的信
息在非犹太人的信徒中发芽的地方。之后转至加利利，途中在迦密山
停留，回顾先知以利亚与巴力先知对峙的故事。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Nof Ginosar Village, Tiberias

9月10日 星期四
拿撒勒 – 迦拿 – 米吉多 – 八福山 – 迦百农 

今天我们到耶稣长大的拿撒勒城，参观一个展现出耶稣时代生活方式
的拿撒勒模型村。短暂停留迦拿后，我们到米吉多，即与启示录所提
哈米吉多頓有关的地方。之后回加利利，到纪念耶稣登山宝训的八福
堂。之后到迦百农参观耶稣曾讲道的犹太会堂，和西门彼得的家。

提供餐点: 早餐，晚餐
旅店: Nof Ginosar Village, Tiberias

9月11日 星期五
加利利海 – 黑门山

上午8时体验加利利海上乘船，再到耶稣喂饱五千人的塔布加 
(Tabgha) 。之后搭缆车至戈兰高地的黑门山。回到团员相聚最后一晚
的旅店，反思我们行程所看和所学的。

堤共餐点: 早餐
旅店: Nof Ginosar Village, Tiberias

9月12日 星期六
返至安曼

办理退房，之后路经典型希罗时代古城伯珊(Beat Shean)，过境到
约旦，再到安曼机场，搭乘下午的班机，经杜拜转机，返回布里

以色列圣经考察之旅
8月29日 至 9月13日

旅游行程



旅行价格

包含
• 阿联酋航空布里斯班至安曼经济舱往返机票
• 13夜的旅店住宿 (参上)
• 13天含导游的观光行程
• 2位有以色列政府牌照和1位约旦授权的导游
• 豪华冷气旅游巴士负责旅程接送

• 含全部行程所列出景点的门票
• 部分餐点: 早餐和晚餐
• 在以色列时所用耳机
• 签证费用和出入境以色列和约旦的相关税
• 给导游和驾驶的小费

不包含
• 没注明的餐点, 如午餐
• 旅游保险
• 个人杂费 – 如饮品，购物，洗衣

使用政府助学贷款(Fee-Help)的修学分学生
须预支给Selah Travel旅行社的旅行费用 助学贷款所借贷费用*

$3,710 (双人房) $3,455 (双人房) + $2,400 (学费)

$5,070 (单人房) $3,459 (单人房) + $2,400 (学费)
* 使用助学贷款 (Fee-Help) 的本科学生须支付额外25%贷款费用，共助学贷款总额为$7,318.75.

自费的修学分学生

须预支给 Selah Travel 旅行社的旅行费用 须支付给BST的学费

$7,165 ( 双人房)
$2,400

$8,529 (单人房)

旁听生

须预支给Selah Travel旅行社的旅行费用 须支付给BST的学费

$7,165 ( 双人房)
$600

$8,529 (单人房)

双人房: $7,165.00
单人房: $8,529.00

每人价格

如何申请

在校的BST学生, 请填写报名表格。

课程编号为 BB202-712 (本科 – 英/中) 或BB202-812 (已
毕业和研究生 – 限英语). 请填写Israel Study Tour 为课
程名称，并点击密集课程(intensive mode).

 非在校的BST学生，请填妥 ‘旁听申请表’ 并以电邮
寄至 info@bst.qld.edu.au.

在向Selah旅行社预购旅行之前，须先被BST录取为学
生。获录取后，你将收到一个连到预购单的连接。此预
购单须在网络上填写，并同时支付$500 (恕不退还)的预
订费用。

付款

第一笔不退还的$500款项须在填妥预订单时支付给Selah旅
行社

之后报名者将收到两份账单: 

• Selah Travel 旅行社的旅行费用账单。
• BST的学费账单。

请依账单支付费用给相关的单位。 

全部费用须在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之前缴清。

课程编号: BB202-712/812
课程大纲目前正在审核中，并将于核准后公布。

课程细节

t: 07 3870 8355
e: info@bst.qld.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