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傳說～土耳其藍色情迷

11 日深度之旅

~不一樣的歐洲 & 不一樣的亞洲~
行程設計理念:
土耳其古稱突厥、回紇，在隋唐時期影響中國歷史深遠。土耳其歷經西台帝國、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拜占庭
帝國、鄂圖曼帝國的洗禮，加上又是政教分離全面西化之伊斯蘭國家，不但歷史悠久、處處古跡、同時也是富有伊斯蘭風情
的現代新興國家。這是個熱情又友善的國度，保證你去過之後，將從此”迷戀”上她。
土耳其面積 779,452 平方公里，約大台灣 22 倍。我們累積多年實務操作經驗，只精挑細選最精彩的旅遊景點，並且不止是應
景的點到為止，而是在最精華的土耳其第一勝景－卡帕多奇亞和世界上唯一一座橫跨歐亞兩大洲的城市－伊斯坦堡都各住 2
晚。讓您輕鬆優雅的深度瀏覽品味，如此才能不虛此行，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行程特色 :


國際長程線採用獲選”2012 最佳歐洲航空”之土耳其航空，並搭配兩段土耳其國內線班機，讓旅程更順暢舒適！



全程巴士旅行時，獨家安排”VIP”大型豪華巴士之舒適寬敞座位，讓您連坐車都是一種享受！車上另備有 wifi 無線上
網，讓您可將沿路美景隨時與家人親友分享！（土耳其路況及公路品質不及歐洲，升等改搭 VIP 豪華大巴士您再也不
必像市面一般團忍受每日長途拉車之苦！）



伊斯坦堡連住 2 晚，只有我們可去老城區拍藍色清真寺和聖索菲亞博物館夜景，還可以去新城區最熱鬧的塔克辛廣場
和伊斯坦堡的香榭里舍大道－伊斯提克拉爾大道 İstiklâl Caddesi 逛街，感受現代土耳其的朝氣與活力！



如果想體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傳統小鎮古樸之美，何必花 7 小時長途跋涉來回重複拉車跑到已商業化的”番紅花
城”，當地多是老舊不堪之傳統民宿，整夜難以成眠。倒不如去只搭車半小時就可輕鬆體驗到充滿鄂圖曼風情的席林
潔山城。



“特洛伊”雖因電影而名噪一時，但如今只徒留一具拍電影留下之假木馬，實在不值得您拉兩整天長途車前往參觀。
這也是我們不願安排在行程中之原因。



特別安排 2 晚住宿於卡帕多奇亞，讓您有兩次機會（視當日天氣狀況）搭乘熱氣球升空!



雋品提供每位貴賓一組專業導覽耳機。



雋品提供國外長途巴士及旅館內免費無線上網。（若遇地區性收訊不良，敬請包涵！）



雋品提供每位貴賓每日礦泉水一瓶。

景點特色 :


三處人類文化遺產（UNESCO）:
1.

哥樂美國家公園暨卡帕多奇亞岩石區（1985）

2.

希拉波里斯暨巴穆卡麗（棉堡）地區（1988）

3.

伊斯坦堡歷史古城區（1985）



前往艾菲索斯古城，參觀古代七大奇蹟之一的阿特米斯神殿（Artemis Tapınağı）
。



瀰漫著濃濃鄂圖曼土耳其風情的山間小鎮－席林潔。



世界上極少數的露天鐘乳石地形，也是上帝展現奇觀之地－棉堡。



到阿斯班多斯參觀全世界保存最為完好的羅馬劇場。



在安塔麗亞搭船出海欣賞直接流入地中海的杜登瀑布。



首都安卡拉參觀阿塔圖爾克紀念館及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



在伊斯坦堡若找不到一個接吻的場所，那就去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吧！



伊斯坦堡安排一般團沒去之蘇雷曼尼亞清真寺。



伊斯坦堡前往大市集，體驗道地的庶民生活景況。

餐食特色:
結合各地風味美食搭配，充分滿足您的味蕾與視覺享受！（全程僅安排 1 次中式料理）
土耳其美食號稱世界三大菜系之一（另兩者為中國菜及法國菜），介於中東與地中海口味之間，加上土
耳其悠久的中亞傳統，也混入中國及歐洲美食的特色。


獨家在伊斯坦堡 RITZ CARLTON 飯店內享用一次晚餐，留下旅程中美好的尊榮回憶！



在卡帕多奇亞特色洞穴旅館內享用兩次晚餐，不必拉車去外面吃飯。



獨家安排伊斯坦堡夜景餐廳，讓您在用餐之餘，還可欣賞教人陶醉的藍色清真寺唯美夜色！



伊斯坦堡在典型海鮮觀景餐廳，享用海鮮料理，窗外陽台也面海可觀賞金角灣風光。
（非一般同業所安排之夜市級平價
海鮮餐廳）



在加拉達塔觀景，可 360 度觀賞伊斯坦堡新舊城、金角灣及博斯普魯斯海峽明媚風光。



伊斯坦堡獨家安排土耳其餃子+烤麵皮雞肉飯（Perde Pilav）
。



在杜登觀瀑餐廳享用烤魚料理，還可欣賞河岸風光。



安卡拉特別安排安納托利亞地方料理。



在托普卡匹皇宮餐廳內午餐，您可以觀賞到瑪爾馬拉海風光。



卡帕多奇亞奇岩怪石區安排洞穴餐廳民俗晚宴。



卡帕多奇亞岩洞餐廳傳統烤羊肉風味餐。



卡帕多奇亞傳統陶甕燜肉料理。



特別安排席林潔鄉村料理+品嚐水果酒。



在古驛站餐廳料理享用土耳其料理佐匹薩（PIDE）風味餐。



安排土耳其串燒烤肉料理 （Kebab），為土耳其的代表性食物。



台灣俗稱沙威瑪，也就是土耳其旋轉烤肉（Doner Kebab）
，是另一種獨特風味。搭配土耳其麵包（Borek）又是另一種獨
特風味！



招待土耳其咖啡及蘋果茶（Elma Cayi）
。



全程西式或土耳其料理為自助餐或四道式，中式為八菜一湯。



全程西式或土耳其式晚餐皆含酒水。



行程中每人每天都贈送一瓶礦泉水，免除您找水之苦。

旅館特色: 全程高級五星飯店 +2 晚特色洞穴旅館！
絕佳的地理位置，讓您節省許多搭車時間，不必另外安排搭車前往，著名景點就在您身邊！


伊斯坦堡獨家安排連住 2 晚五星最高級典雅的 RITZ CARLTON 超級五星或同級，位於博司普魯斯海峽畔，讓您體驗上
流社會的真正質感！



卡帕多奇亞升等安排連住 2 晚特色的洞穴旅館 CAVE SUITE HOTEL 或 ANATOLIAN CAVE HOUSE 或同級。



安塔麗亞夜宿於台灣建築師公會指定之設計旅館 HOTEL SU 或 ANTALYA DEDEMAN HOTEL 或同級，充分體驗安塔麗
雅十足的地中海浪漫風情。



棉堡入住 2011 年好萊塢著名影星尼古拉斯凱吉拍攝電影惡靈戰警（Ghost Rider）第 2 集時入住之 PAM THERMAL HOTEL
或 COLOSSAE THERMAL HOTEL 或同級。



庫沙達西安排 CHARISMA DE LUXE HOTEL 或 KORUMAR HOTEL DELUXE 高級五星飯店，都可以飽覽愛琴海最動人的
夕陽美景。

班機時刻表：
出發地/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025

21：50

05：05+1

伊斯坦堡/伊茲米爾

土耳其航空

TK2312

08：00

09：05

安卡拉/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2163

18：00

19：05

伊斯坦堡/台北

土耳其航空

TK024

01：20

17：30

★入內參觀或特別安排 ▼下車參觀或照相 ◎開車經過

行程內容

第 一 天

台北伊斯坦堡 ISTANBUL

參考航班： TK 025

2150／0505+1

每一趟旅行，都是一次心情的轉換，依照自己的節奏、尋找自己的品味…體驗難忘的新奇感受，迎向美好的旅程！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第 二 天
伊斯坦堡伊茲米爾 IZMIR席林潔 SIRINCE瑪利亞之家艾菲索斯
EPHESUS（阿特米斯神殿）庫莎達西 KUSADASI（愛琴海夕陽美景）
參考航班：TK

2312

08 : 00 / 09 : 05

班機飛抵伊斯坦堡阿塔土克國際機場，轉機飛往土耳其第三大城－伊茲米爾。隨後專車前往瀰漫著濃濃鄂圖曼土耳其風情的
山間小鎮－▼席林潔。午餐後前往★聖母瑪利亞之家，據說聖母生前就是在這裡度過晚年，有兩任教宗曾經來此朝聖呢！專
車前往羅馬時代安納托利亞地區最大都會－艾菲索斯，參觀世界上最具規模的古羅馬帝國★艾菲索斯古城。塞爾瑟斯圖書館
歷經兩千多年，正面大門雕樑畫棟仍屹立不搖。羅馬劇院可容納兩萬五千名觀眾。古代七大奇蹟之一的阿特米斯神殿建於西
元前六世紀，完全以大理石為建材，現今仍可看到支柱豎立在水塘中。傍晚前往愛琴海邊著名的度假勝地－庫莎達西。您可
在此欣賞著名的愛琴海夕陽美景。
觀光景點：席林潔、聖母瑪利亞之家、艾菲索斯古城
含入門票：聖母瑪利亞之家、艾菲索斯古城
車行距離：伊茲米爾—93KM－席林潔—24KM－瑪利亞之家—9KM－艾菲索斯—20KM－庫莎達西
景點說明：
席林潔：土耳其語意為「令人喜愛的、迷人有魅力」
，位於海拔 350 公尺的山間盆地。這座約只有 600 人居住的山城，純樸
寧靜、遠離塵囂，自鄂圖曼時期由希臘移民所建的屋舍與生活方式，百年來儘管歷經戰禍與人口交換，仍難得地保留下來。
著名特產是葡萄酒與水果酒的釀造。
聖母瑪利亞之家：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聖母瑪麗亞由聖約翰陪同離開巴勒斯坦並遷居至此安度晚年，如今是著名的基督教
聖地。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席林潔鄉村料理+品嚐水果酒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

住宿飯店: KORUMAR HOTEL DELUXE 或 CHARISMA DE LUXE HOTEL 或同級

第 三 天

庫莎達西阿芙羅迪西亞 APHRODISIAS棉堡 PAMUKKALE

上午專車前往參觀★土耳其皮衣工廠，您不僅可於此瞭解歐洲皮衣的時尚趨勢，更可以觀賞土耳其俊男美女的現場時裝秀。
接著前往前往參觀★阿芙羅迪西亞，這裡是為紀念希臘美神阿芙羅黛蒂所建，也是羅馬時代重要石雕工藝學校與藝術中心，
博物館內珍藏許多完成於羅馬時代的大理石雕刻人像。之後再前往土耳其著名的景點也是世界遺產的棉堡。
觀光景點：皮衣工廠、阿芙羅迪西亞
含入門票：阿芙羅迪西亞
車行距離：庫莎達西—190KM－棉堡
景點說明：
阿芙羅迪希亞斯：因為相信長年以來受到象徵”愛”與”美”女神的庇護，這座城市便以女神之名－阿芙羅黛蒂（Aphrodite）
而自稱，曾是小亞細亞聞名的醫藥、哲學、雕塑和藝術中心。建於西元前 3000 年銅器時代，在羅馬時代達到全盛時期，從
阿芙羅黛蒂神殿的大門、劇院、市集、運動場等規模完善的建築特色即可窺知當年盛況。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土耳其串燒烤肉料理

住宿飯店: PAM THERMAL HOTEL 或 COLOSSAE THERMAL HOTEL 或同級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

第四天

棉堡安塔麗雅 ANTALYA

今日前往世界遺產棉堡，在光禿禿的山區裡由地底湧出溫泉，經過千年堆積形成大大小小梯田狀的水塘，層層相疊下降，從
高低不同的地方閃爍著萬千波光，景色非常奇特。走在棉堡上方古城★希拉波里斯（HIERAPOLIS）遺跡，
「希拉波里斯」在
希臘文中是「神聖的城市」的意思，曾有神殿、劇院、浴場及醫療等設施的多功能養生勝地。
（從前夏季時，常可見旅客穿
著泳裝游泳；但因溫泉區破壞嚴重，土耳其政府已下令禁止游泳。）午餐後穿越景色秀麗的塔羅斯山脈，沿著土耳其的蔚藍
海岸 Turquoise Coast 行駛，這裡的海水就像著名的土耳其石般的顏色，藍的教人為之陶醉…。午後抵達土耳其南部地中海大
港都－安塔麗雅。由於宜人的地中海氣候，使她成為一個讓歐洲人趨之若鶩的濱海渡假天堂，今夜入夜宿於台灣建築師公會
指定之 HOTEL SU 或 ANTALYA DEDEMAN HOTEL，充分體驗安塔麗雅十足的地中海浪漫風情。
觀光景點：棉堡、希拉波里斯
含入門票：棉堡、希拉波里斯
車行距離：棉堡－250KM－安塔麗雅
景點說明：
棉堡：世界上極少數的露天鐘乳石地形，也是上帝展現奇觀之地。它其實是古代溫泉的遺蹟，因地下水含鈣質，由山頂流下
時，流經之處鈣化物沉澱，故形成了眾多大小不同的半圓梯形小池，遠看就像潔白如雪的棉花，因而得名。據說棉堡上的藍
色泉水因擁有豐富的礦物質，具有治療皮膚病、循環系統、高血壓及神經衰弱等功效，因此吸引了許多觀光客慕名而來。
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希拉波利斯最早是於西元前 190 年由白加孟王國（Kingdom of Pergamon）的國王歐邁尼斯二世（Eumenes
II）所建立的古希臘城市及首都，後來羅馬、拜占庭帝國都先後統治過。此外，這裡還有一處大型的猶太社區，以及早期基
督徒的聚會所。後來大都毀於地震。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土耳其鄉村燒烤料理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

住宿飯店: HOTEL SU 或 ANTALYA DEDEMAN HOTEL 或同級

第 五 天

安塔麗亞阿斯班多斯 ASPENDOS康雅 KONYA

上午安塔麗亞觀光，自▼哈德良門漫步進入舊城參觀，沿途可見鄂圖曼時期之老房子，也可在▼竹姆胡里耶廣場望見塞爾柱
時期的叫拜樓。接著在舊城港口★搭船出海欣賞直接流入地中海的杜登瀑布，乘著風感受地中海的浪漫與愜意。下午前往阿
斯班多斯參觀全世界保存最為完好的★羅馬劇場，可容納 2 萬人，由於仍保存完美的音效結構，使其至今仍為世界知名樂團
熱衷的演出場地。傍晚前往塞爾柱土耳其帝國 13 世紀的舊都─康雅。
觀光景點：杜登瀑布、安塔麗亞舊城、阿斯班多斯羅馬劇場
含入門票：杜登瀑布、阿斯班多斯羅馬劇場
車行距離：安塔麗雅 ─ 45KM ─ 阿斯班多斯 ─244KM－康雅
景點說明：
安塔麗亞：安塔麗亞及其周邊景點是近年來最受歡迎的地中海旅遊路線。質樸的老街、古城牆、襯著湛藍地中海的舊港口及
遠方蒼茫的高山，安塔麗雅的城市規劃精細並充滿品味。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杜登觀瀑餐廳烤魚料理

住宿飯店: Rixos Hotel Konya 或同級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

第 六 天

康雅 KONYA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哥樂美露天博物館（奇岩怪石區）

康雅是伊斯蘭教中神秘的蘇菲教派發源地，在★梅夫拉那清真寺，哲學家兼詩人梅夫拉那 Mevlana 宣揚容忍、諒解和啟蒙，
苦行僧們則以一種類似芭蕾舞的旋轉，作為淨化心靈並和真主連結的儀式。接著前往塞爾柱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蘇丹哈尼古
驛站─13 世紀時供軍隊及絲路商旅休憩之處。午餐後前往土耳其第一勝景－卡帕多奇亞。西台人曾在此建立強大帝國，波斯
人給她最美的名字「美麗的馬鄉」－Cappadocia。在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列為國教之前，羅馬軍隊時常鎮壓基
督教徒，許多虔誠的教徒、修道士紛紛地逃難至卡帕多奇亞，他們發現這裡的岩石非常適合挖鑿建屋，且複雜的地形讓他們
輕易地躲避羅馬士兵的追殺，所以他們在這裡定居下來。今晚安排★土耳其之夜，於洞穴餐廳中享用傳統小點心和水果，無
限暢飲土耳其獅子奶酒與各式飲品，隨著樂師帶來的當地民俗音樂，欣賞土耳其各地傳統民俗舞蹈與妖嬈的肚皮舞，舞者美
麗的身段總讓觀眾目不轉睛！而當您欣賞神祕的蘇菲教派旋轉舞時別忘了此為宗教儀式，不可喧嘩及拍照喔！！
觀光景點：梅夫拉那清真寺、蘇丹哈尼古驛站、洞穴秀場
含入門票：梅夫拉那清真寺、蘇丹哈尼古驛站、土耳其之夜表演
車行距離：康雅－228KM 卡帕多奇亞
景點說明：
康雅：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從西元 12-13 世紀起即是塞爾柱土耳其的首都，在政治、文化、宗教都平均發展的時代。康雅
是以旋轉舞祈禱聞名的蘇菲（SUFI）教派聖地，此外，使用鮮艷綠色瓷磚的梅夫拉那清真寺博物館，是當地最著名的建築。
蘇丹哈尼古驛站：過去作為絲路補給站的圍帳客棧，至今在土耳其境內還保留有 40 多座，其中又以建於西元 12 世紀的蘇丹
哈尼古驛站為現存土耳其境內最宏偉的驛站。塞爾柱時期的驛站通常呈長方形，周圍有固若金湯的高牆，內部通常配置為住
宿區、畜舍、貨倉、廚房、浴室、清真寺。爲確保商人及旅人的安全，驛站內會有軍隊駐守，商人或旅人要拿到許可文件，
才能進入驛站休憩，驛站為免費，但有停留天數限制，通常以 3 天為限。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古驛站餐廳料理佐 PIDE 風味餐

住宿飯店: CAVE SUITE HOTEL 或 ANATOLIAN CAVE HOUSE 或同級。

晚餐：旅館內西式套餐

第 七 天

卡帕多奇亞 (贈送熱氣球之旅)凱馬克勒地下城 KAYMAKLI

*** 熱氣球之旅以當天氣候為準***
今天清晨參加熱汽球之旅，地球上最適合乘熱氣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肯亞，另一個就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亞，它被美
國《國家地理》雜誌社評選為十大地球美景之一。上午前往參觀著名的★凱馬克勒地下城，您一定會大呼驚嘆，看似不
起眼的入口內居然還別有洞天。爾後拜訪當地傳統手工★地毯學校，告訴您馳名於世的中東地毯是如何費工編織及其質
料的差異。接著帶您參觀土耳其當地的★珠寶工藝店，從天藍色到綠色的天然彩石--綠松石，又稱土耳其石，並教您如何
分辨土耳其石的真偽及等級。在中東，土耳其石被認為能累積財富，阿拉伯人則認為土耳其石是幸運的寶石，是神的恩
典。當石頭色彩改 變是疾病的預兆；歐洲人亦有傳說認為土耳其石是外出的旅人最好的護身石。
觀光景點：凱馬克勒地下城、地毯學校、珠寶工藝店
含入門票：凱馬克勒地下城
車行距離：卡帕多奇亞─凱馬克勒─20KM─卡帕多奇亞
景點說明：
熱汽球之旅(贈送)從高空俯瞰雄偉壯麗的卡帕多奇亞的景色，將會是您一輩子最驚奇，也是您土耳其之旅最美的回憶。建
議有懼高症或特殊疾病者不適宜參加，且當天氣不佳或風向不穩時（風大或下雨都禁飛）為保障所有乘客安全，皆有可
能會臨時取消，搭乘熱氣球從高處俯瞰整個城市需要凌晨四點左右起床，起伏的山岩、沖刷後的鴿子屋、風化所形成的
調色板變化萬千的風化岩石壯麗可觀彷彿世外桃園。(註：本項活動請視個人身體狀況參加，如有身體不適合參加者，請
於出發前向本公司服務人員確認參加與否，不參加者退費 NTD:2500；於出發後或現場取消者，因當地熱氣球公司作業無
法退費之故，我們也無法退費給您；另外因為天候因素無法搭乘時，每位回國後亦退費 NTD:2500)
凱馬克勒地下城：西元 7 世紀時，基督教徒為了逃避拜占庭的偶像破壞運動的迫害而來到這裡，躲進這安全隱蔽的地下
洞窟。這地下城市有著完善的糧食倉庫，馬廄，臥室，廚房和通氣口等。時至今日，重新裝設照明裝置，成為卡帕多奇
亞特殊的觀光景點。
地毯學校 Carpet School：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原是中亞的遊牧民族，由於遷徙生活的需要，是歷史紀錄上第早使用地毯
的民族。後來在大遷徙中，突厥人信奉了回教，喜歡席地而坐看書、用餐、小憩、聚會聊天的伊斯蘭文化，讓地毯成為
土耳其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地毯編織的技術發展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蘇丹王皇宮的奢華生活更將編織地毯
的技術發揚光大。世界獨一無二的土耳其雙結織法，加上天然亮麗的顏料，使土耳其地毯可使用數百年，色澤依然鮮豔、
圖案依然細緻。鄂圖曼土耳其特有的華麗風格與圖案，使土耳其地毯不僅成為鄂圖曼土耳其皇室的富有象徵，歐洲各皇
室間更競相搜購典藏，成為佈置皇宮的最佳裝飾。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傳統陶甕燜肉料理

住宿飯店: CAVE SUITE HOTEL 或 ANATOLIAN CAVE HOUSE 或同級。

晚餐：旅館內西式套餐

第 八 天

卡帕多奇亞鹽湖 TUZ GULU安卡拉 ANKARA伊斯坦堡

參考考航班： TK

2163

18 : 00／19 : 05

上午專車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途經土耳其的第二大湖－▼鹽湖，這座湖泊長 80 公里、寬度 50 公里，總面積是 1600
平方公里，但湖水只有 2 公尺深。土耳其 80%的食用鹽來自這個土耳其的第二大內陸湖，夏天湖面會因日曬蒸發而使湖
面變窄，相對的結晶鹽輕鬆就可以取得，冬天來時湖面則比較寬。下午參觀★阿塔圖爾克紀念館，紀念館中包含他的★
陵寢與★博物館，館內展示阿塔圖爾克的肖像、親筆信和他本人使用過的各種物品。接著參觀★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
收藏各時期所出土的文物。您將可對土耳其的歷史文明有更深刻的認識。傍晚搭機飛往全世界唯一一座橫跨歐亞兩大洲
的城市－伊斯坦堡。今晚可夜遊▼塔克辛廣場 Taksim Meydanı及▼伊斯提克拉爾大道İstiklal Caddes 是新市區的中心，也
是伊斯坦堡的香榭里舍大道。廣場中央是凱末爾與同志向希臘宣戰的雕像，兩旁高級名店與餐廳林立，可以在此感受現
代土耳其的朝氣與活力！
觀光景點：鹽湖、阿塔圖爾克紀念館、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
含入門票：阿塔圖爾克紀念館、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
車行距離：卡帕多奇亞－288KM－安卡拉
景點說明：
阿塔圖爾克紀念館：（若逢外賓來訪，不開放入內參觀）
，是為紀念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所建。
阿塔圖爾克領導土耳其民眾革命成功，非常受到人民的尊敬與愛戴，是土耳其人民心目中的偉大英雄；此紀念館建成於
1953 年，建築融合了古代建築和現代建築的設計風格，至今仍是土耳其現代建築的代表作之一。每位國家級元首到土耳
其訪問必前來此地向阿塔圖爾克獻花致敬，在莊嚴肅穆的建築群中您將深深感受到土耳其人民是如何敬愛其國父。
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Anatolian Civilization Museum），博物館是由建於 1493 年的室內市集及倉庫所改建，展示安納托
利亞地區悠久歷史的演進，收藏兩河流域、西台帝國、希臘、羅馬及拜占庭時期所出土的文物。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安納托利亞地方料理+沙威瑪（Doner）

住宿飯店: RITZ CARLTON 或同級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第 九 天 伊斯坦堡 （托普卡匹皇宮、聖索菲亞博物館、藍色清真寺、帕慕克純真博物館、
君士坦丁地下水庫、伊斯坦堡夜景、夜遊拍照老城區）
上午展開全日市區觀光，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歐洲沿岸一角，充滿鄂圖曼風情的★托普卡匹皇宮，是 15—19 世紀的鄂
圖曼帝國的中心；在宮中將參觀歷代蘇丹和妻妾子女們生活的★後宮（門票另購並需合法導遊帶領，一般陽春團未包含）
、
第二庭園內帝國時代水晶製品、銀器以及中國古代瓷器的★收藏展示館、第三庭園的★謁見室、★圖書館、★服裝展示
館、★珠寶館以及價值連城的中世紀撰本繪畫書籍。宮殿的中央是★聖遺物室，陳列著屬於先知穆罕默德的寶物。午餐
後前往和 6 根尖塔的藍色清真寺相對而立的★聖索菲亞博物館，是拜占庭建築的最高傑作，更提供了後續者鄂圖曼圓頂
建築風格的範本。世界上唯一有 6 根尖塔的★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是在 1609 年—1616 年間建造完成，寺內牆壁全用藍白
兩色的伊茲尼克瓷磚裝飾，因而擁有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藍色清真寺。夏季夜晚時，這裡有不同顏色的光線照耀；其
正前方的◎古賽馬場原為拜占庭時代的戰車競技場和城市中心，現在被稱為蘇丹阿赫邁特廣場。廣場中間狄奧多西的◎
方尖碑、青銅製的◎蛇柱及◎君士坦丁方尖碑格外引人注目。在三個紀念碑的西南側可以看到大競技場的彎月型牆壁遺
迹，如今這裡成了伊斯坦堡的歷史、文化、旅遊中心。離聖索菲亞博物館不遠處的★君士坦丁地下水庫，原來是 6 世紀
拜占庭時代的貯水池，由 336 根粗大的科林斯式柱子支撐著巨大的磚製拱頂，宛如一座地下宮殿，在悠揚的音樂聲及水
光倒影中，營造出神秘的氣氛。獨家安排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 2012 年出版【純真博物館】一書
的中文版，雖然故事為杜撰，但小說完成的同時，也在伊斯坦堡成立一座★純真博物館。
觀光景點：托普卡匹皇宮、聖索菲亞博物館、藍色清真寺、君士坦丁地下水庫、純真博物館
含入門票：托普卡匹皇宮、聖索菲亞博物館、君士坦丁地下水庫、純真博物館
景點說明：
伊斯坦堡：榮登美國國家旅人雜誌選拔出的「50 個此生必遊之地」之列，更常被旅遊生活頻道的觀眾票選為世界最浪漫
的城市前三名。被馬爾馬拉海、金角灣及博斯普魯斯海峽三面水域包圍的伊斯坦堡，不但是世界上唯一橫跨歐亞大陸上
的城市，更是羅馬帝國、拜占庭、鄂圖曼三大帝國的首都。它曾是全世界政治、宗教及藝術中心長達 2000 年之久，在這
樣的千年古都中叫亞細亞文明、拜占庭遺迹、鄂圖曼文化並存，其所擁有的博物館、教堂、宮殿、清真寺、市場以及美
妙的自然風光，讓人們流連忘返，伊斯坦堡城牆從馬爾馬拉海峽向金角灣延伸 7 公里，最早建於 5 世紀。城牆及其圍成
的區域於 198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佈為世界文化遺產。然後再前往老城區拍照夜遊－您可以再度到聖
索菲亞博物館及藍色清真寺回味一下，欣賞照像其迷人的夜景。
聖索菲亞博物館：它是由伊斯蘭教世界優秀的建築師錫南由拜占庭型式改建成優雅的鄂圖曼伊斯蘭建築。君士坦丁大帝
將基督教定為國教，查士丁尼大帝下令興建聖索菲亞教堂，直到鄂圖曼土耳其人將它改為清真寺前，聖索菲亞教堂雖屢
遭地震、火災的破壞，但依然扮演著東羅馬帝國總主教的角色，可以說是最能展現希臘東正教的榮耀及東羅馬帝國勢力
的教堂，同時也是拜占庭建築的最高傑作。
純真博物館 Masumiyet Muzesi：故事中，男主角深愛女主角芙頌，於是將兩人相處時所取得的小東西，成立一座以愛為
名的純真博物館，讓世人見證半世紀以來不變的愛情，也見證了半世紀以來的土耳其生活。
早餐：美式早餐
住宿飯店: RITZ CARLTON 或同級

午餐：托普卡匹皇宮餐廳

晚餐：旅館內西式

第 十 天 伊斯坦堡 （朵瑪巴切皇宮、蘇雷曼尼亞清真寺、加拉達塔、傳統大市集、博斯普
魯斯海峽遊船）台北
參考航班：TK 024 0120 / 1730
今日上午。接著前往參觀★朵瑪巴切皇宮 Dolmabahçe Sarayı，皇宮內共有 365 個房間，22 個餐廳,還有美麗的大花園，而”
朵瑪巴切”就是”花園“的意思。您還可與英挺的皇宮衛兵合影留念呢！午餐後返回旅館休息，您可以睡個午覺或自行
在旅館內享受下午茶的悠閒時光。伊斯蘭教世界最偉大的建築師－錫南（Sinan）所建的★蘇雷曼尼亞清真寺 Süleymaniye
Camii，此寺建於 16 世紀中葉，可說是正統的鄂圖曼建築代表作。昔日伊斯坦保的地標－★加拉達塔 Galata Kulesi，您可
以 360 度觀賞伊斯坦堡新舊城、金角灣及博斯普魯斯海峽明媚風光。接著前往 007 空降危機拍攝地也是號稱世界最大的
室內市集—▼傳統大市集，自由參觀選購各式手工藝品。傍晚時再搭乘★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Bosphorus Cruise，暢遊聞
名世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盡覽伊斯坦堡連接歐亞兩洲的美景，兩岸城堡、皇宮、別墅等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型式之建築
及跨海大橋，處處美景如畫，令人神清氣爽，讓您體驗一個小時穿越歐亞版圖的奇妙感受。接著獨家安排之夜景餐廳享
用晚餐，讓您在用餐之餘，還可欣賞教人陶醉的藍色清真寺唯美夜色！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揮別伊斯坦堡前往機場搭
機，夜宿機上。
觀光景點：朵瑪巴切皇宮、蘇雷曼尼亞清真寺、加拉達塔、大市集、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含入門票：朵瑪巴切皇宮、加拉達塔、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景點說明：
朵瑪巴切皇宮：此宮始建於西元 1843 年，於西元 1856 年完工。鄂圖曼帝國最後的六位蘇丹以及伊斯蘭教領袖阿布都麥
吉德曾住在這座宮殿裡；共和國成立以後，總統凱末爾曾在這居住並辦公。現則修復並改建成博物館。由於少有戰亂，
皇宮內基本未遭破壞，物品都是真品，就連窗簾、地毯也是當年的物品。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觀景餐廳（四道式）

晚餐：伊斯坦堡夜景餐廳

第 十一 天 台北
返抵家門，結束精采、充滿奇幻的鄂圖曼傳說~土耳其藍色情迷 11 日深度之旅。
早餐:

機上

午餐：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