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賞花 12 日(含稅簽) 

出發日期、售價: 

04/04   56,900 元          04/20、04/27   49,900 元 
   

行程特色 

 
 

～ 說起鬱金香，大家就會想到荷蘭，不過她的發源地其實在歐亞大陸，尤其學名就是源自土耳其語，意指鬱金香就像包

著頭巾的伊斯蘭教少女一樣美麗，因受到皇室喜愛而成為土耳其國花呢～ 

每年春季 4月期間花開的時節，在伊斯坦堡街頭隨處可見鬱金香的蹤影，處處盛綻，春日時節不可錯過與鬱金香季相遇。 

特別安排前往托卡普皇宮庭院，庭園內有趣而罕見的樹種與灌木、精心栽植不同種類與顏色的鬱金香花值得您放鬆心情細

細品味，在看完世界遺產古蹟餘，讓您在喧鬧的城市中擁有片刻清新的彩色空間！(鬱金香盛開預計盛開時間約 4/1~4/30

前後，如因氣候影響未逢盛開，敬請見諒） 

～ 特別安排超值四好禮 ～ 

１．古羅馬地下蓄水宮殿之旅～ 

特別安排門票入內參觀，美麗造型各異的大石柱支撐袌巨大的拱頂，宏偉的規模宛如一座地下宮殿。～(市場低價陽春團

為自費項目，賣價 35美金) 

２．聖索菲亞大教堂之旅～ 

特別安排門票入內參觀，結合東西方建築精神，融合基督教與回教兩大宗教的教堂，為一「改變了建築史」的拜占庭式建

築典範舉世聞名～(市場低價陽春團為自費項目，賣價 30 美金) 

３．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之旅～ 

特別安排包船暢遊博斯普魯斯海峽，暢遊歐亞兩洲綺麗的海岸風光 遊船穿梭於歐亞交界之海峽之間，沿途所見盡是皇宮、

碉堡及高級渡假別墅區，歐亞兩洲綺麗的海岸風光，可媲美巴黎塞納河遊船～(市場低價陽春團為自費項目，賣價 40 美金) 

 



 

４．卡帕多其亞奇岩燈光秀～  

特別安排於山谷中觀賞全新推出的燈光秀，用高科技打造炫目的光影，投射在風化壯麗的奇岩上，結合環繞音效，用不一

樣的方式，更深入的認識土耳其以及卡帕多其亞的起源演進，讓您感受到視覺震撼。  

 
 

 ★☆★ 世界唯一橫跨歐亞兩洲的奇幻國度 ～ 土耳其共和國 ★☆★ 

～橫跨歐亞兩大洲，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黑海、馬爾馬拉海匯集處，通過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就在歐洲與亞洲

之間穿梭著。擁有 4000年以上的歷史的她，不僅是古希臘文明的誕生地，也是鄂圖曼帝國的基地，擁有多處的世界遺產

與古蹟，更有多處一流的度假勝地；將近四百座清真寺的傳音塔豐富了天空的顏色，多樣性的景觀與美麗的建築物構築出

如詩如畫的景像，乘船穿梭於海峽之間，望著來往的船隻與岸邊景色，到此一遊絕對是最富浪漫情懷的時刻～ 

 

～ 六大世界遺產，經典土耳其豐富閱歷 ～ 

㊣【伊斯坦堡】1985 年入選，伊斯坦堡不但是世界上唯一橫跨歐亞大陸上的城市，更是拜占庭、鄂圖曼兩大帝國的首都，

它曾是全世界政治、宗教及藝術的中心長達 2000年之久。 

㊣【特洛依古城】1998 年入選，擁有 5000 年歷史最富盛名之考古遺址，原本世人以為它是神話故事中才有的地名，在發

現特洛依遺址之後，發現小亞細亞文明與地中海世界文明接觸交融的重要見證。 

 
 

㊣【以弗所】2015年入選，原名艾菲索斯，此處是於西元前十一世紀由愛奧尼亞人所建立的都市，是羅馬時期中亞地區

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人口多達 25 萬，她曾於十五世紀以後從歷史上消失，直到十九世紀後半部被發掘出來重現人世。 

 
 

㊣【巴穆嘉麗】1988年入選，又稱棉堡，每年總有上百萬名遊客前來爭睹這個狀似棉花城堡的白色岩石瀑布，此處除了

自然景觀之外，還以溫泉聞名，吸引許多遊客前來沐浴療養。 



 
 

㊣【卡帕多其亞岩洞遺址】1985年入選，這裡曾覆蓋著厚厚的火山熔岩，經過千百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這片熔岩風

化侵蝕，將其雕刻形成的山谷、奇石，充滿奇異的色彩，因此有著“精靈的煙囪”的奇特地貌。 

 
 

㊣【番紅花城】1994年入選，13世紀開始為東、西方貿易商旅必經的驛站，到 17世紀邁入巔峰期，富豪們廣建華宅，這

些用磚、木打造的鄂圖曼宅邸，經過歲月、氣候的考驗仍留存至今，成為番紅花城獨有的特色。 

 
 

～ 七晚五星飯店+1晚鄂圖曼風格民宿，經典土耳其舒適住宿 ～ 

◎ 卡帕多其亞：安排連續住宿兩晚，讓您有更多時間可以欣賞世界上最特殊的地理景觀！ 

◎ 棉堡：保証入住溫泉旅館自由享受溫泉 SPA時光。(記得帶游泳衣褲喔！) 

◎ 蕃紅花城：安排特色土耳其式鄂圖曼風格民宿，深入當地體驗古樸的土耳其風情！ 

  (因為蕃紅花地區特殊旅館不多，如遇旺季滿房則改其它地點五星飯店替代)  

 

～ 貼心安排，經典土耳其暖心感受 ～ 

◎ 全程土耳其英文導遊搭配專業領隊隨團服務，為您詳細解說土耳其的奧秘。 

＊備註：因考量土耳其中文導遊的中文口音以及講解內容深/廣度部分，為提供客人最好的品質，我們仍堅持安排資深的

當地英文導遊及台灣領隊，讓客人在行程中，不只玩得開心，對當地風土民情、人文歷史亦能有深入地了解。 

◎ 貼心安排旅遊巴士上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每日午、晚餐皆含礦泉水(中式料理含茶)，體貼您的生理需求，讓您的旅

程更舒暢。 

◎ 貼心加贈歐洲規格二插孔圓型轉換插頭乙個，於機場發送。 

◎ 巴士上提供免費無線上網服務，貴賓您只要攜帶可連接 Wi-Fi 網路的電子裝置上車，就可以免費使用巴士上的無線上

網服務。(由於 Wi-Fi分享為巴士與當地電信業者承攬，若消耗流量使用過量，將會限速；又如因地形影響，訊號問題恐

導致收訊不良，敬請見諒並感謝您的知悉。) 



＊＊土耳其旅遊路線參考圖＊＊ 

 
 

每日行程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特殊安排 

第 1

天 台北 伊斯坦堡 Istanbul 

今日齊集於國際機場，安排搭乘豪華班機飛往目的地，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 Istanbul（此曾為東羅馬帝

國之首都，古名為君士坦丁堡），因長程飛行故夜宿飛機上。 

旅 館：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 Istanbul 番紅花城 Safranbolu 

班機於今日抵達伊斯坦堡國際機場，這個被馬爾馬拉海、黃金角及博斯普魯斯海峽三面水域包圍的伊斯坦堡，可

是世界上唯一橫跨在歐亞大陸上的城市喔！ 

 

出關後專車前往㊣番紅花古城，這裡保存有大約八百棟土耳其最精緻的十九世紀俄圖曼房屋，與皮革製鞋業、銅

製品與糕點糖果等傳統手工產業一起繼續存活著，宛若一個時光樣本；番紅花城的極盛時期在十七至十九世紀，

當時它銜接了鄂圖曼帝國由首都伊斯坦堡到黑海之間的貿易路線，因而富裕興盛。我們將貼近此地閒散的氛圍，

漫步在番紅花城沿著山坡起伏的狹窄巷弄內，細細觀察此地動輒數百年的老房子，如何保留其古早風情、低調透

露著大帝國昔日的榮光。 

 

安排參觀●鄂圖曼市長官邸，是典型鄂圖曼風格的三層樓木造大宅邸，有個典雅的中庭花園。今晚入住於俄圖曼

式旅館體驗 19世紀土耳其大宅人家的生活。 

 

㊣【番紅花城】1994年入選聯合國世界遺產城市，從西元 13世紀開始至鐵路出現的 20世紀初期為止，一直為

主要東西貿易路線上之重要驛站。聳立於城中之老清真寺、古浴場以及蘇里曼帕夏學院。在 17 世紀的黃金時

代，番紅花城之建築對奧圖曼帝國的城市發展有相當深遠之影響。 

 



●行車距離：伊斯坦堡－395公里（約 4小時 45 分）蕃紅花城 

景 點：番紅花城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土耳其風味料理  晚餐／傳統民宿風味料理  

旅 館：番紅花城  俄圖曼式民宿或旅館  或同級 

第 3

天 

特別安排黑海之旅  

番紅花城 Safranbolu 阿瑪斯拉 Amasra 安卡拉 Ankrra 

上午專車前往黑海岸邊最迷人的魚港小鎮：阿瑪斯拉。在希臘時期此地是愛奧尼亞人殖民地，在一世紀時是相當

重要的黃楊木產地，在拜占庭時代，此區興建了許多堡壘及教堂，現在在阿瑪斯拉依然可以找到當年興建的遺

址，在 1460年由奥斯曼帝國征服，當時將此區的希臘居民遷居到今日的伊斯坦堡及布爾薩，此區漸漸沒落。今

天的阿瑪斯拉是一個美麗如畫的小鎮，雖然觀光客鮮少停留這裡，但它的美卻令人無法忘懷。 

 

◎阿瑪斯拉城堡、城牆：拜占庭帝國時期所建造的城堡，奧斯曼帝國時期曾改建，城牆與城垛是當地的地標，建

築主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 

 

●CEKICI BAZAAR 大市集：阿瑪斯拉的大市集以販賣手工木雕製品、象牙及鐵製工藝品而聞名。 

 

隨後續往土耳其第二大城─安卡拉，位於小亞細亞的安卡拉，並不是個屬於觀光客的城市，但以其首都地位，自

也不能從我們的旅遊地圖中輕易抹去。 

 

●行車距離：番紅花城 －90 公里（約 1小時 30分）阿瑪斯拉 －290公里（約 4小時）安卡拉 

景 點：阿瑪斯拉城堡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黑海鮮魚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旅 館：安卡拉  BERA ANKARA ★★★★★  或同級 

第 4

天 

～卡帕多奇亞 奇岩怪石光雕秀～  

安卡拉 Ankara【國父凱莫爾紀念館】 卡帕多其亞 Cappadicia 

位於小亞細亞的安卡拉，並不是個屬於觀光客的城市，但以其首都地位，自也不能從我們的旅遊地圖中輕易抹

去；安排參觀◎土耳其國父凱莫爾紀念館，紀念館是土耳其國父凱莫爾長眠之處，融合了古西臺神殿、希臘羅

馬、拜占庭、及回教之建築特色而興建，整個區域包含了公園、廣場、陵墓及陳列凱莫爾遺物的博物館，展示廳

內則陳列了他生前的史蹟與遺物，其中還有蔣中正簽名的照片，運氣好的話有可能還可以看到衛兵交接唷！ 

 

午後續專車前往迷人的卡帕多其亞地區，途經◆鹽湖 Tuz Golu ，為土耳其第二大湖，雨水將此區岩層內富含的

鹽分帶了出來，雪白廣闊的湖面景象，亦是土耳其特殊景色之一。 

 

抵達卡帕多奇亞後，安排★夜間光雕秀，讓您在短短的時間內，更深度的了解土耳其的文明歷史以及卡帕多其亞

的起源演進(遇特別節日或天候不佳取消，則以洞穴民俗舞蹈表演替代)。 

 

㊣【卡帕多其亞】1985 年入選世界遺產：經過長年風化水蝕之特殊景觀-格萊梅山谷與其周圍地區，聳立著形狀

不一之岩石丘陵，在這些岩面上開鑿了上千個洞窟，大多是羅馬帝國統治下潛逃之基督修士所建之修院與聖堂。



此地亦能看見穴居式村莊和地下城鎮-這些歷史可追朔至西元四世紀時的傳統人類居地遺址。 

 

●行車距離：安卡拉－288 公里（約 4小時 10分）卡帕多其亞 

景 點：國父凱莫爾紀念館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土耳其式料理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旅 館：卡帕多其亞  CRYSTAL KAYMAKLI HOTEL ★★★★★ 或 RAMADA CAPPADOCIA ★★★★★ 或 

SUHAN ★★★★★  或同級 

第 5

天 
卡帕多其亞全日遊【奇岩怪石區、葛拉梅露天博物館、地下城市】 

今日安排參觀欣賞各式建築於山岩，我們將參觀安排幾個巧奪天工的奇石造景區，例如：●蘑菇谷 Pasabag 、●

烏沙奇城堡 Uchisar Castle 、●打獵谷 Hunting Valley等，不可思議之中及遍地奇特岩石造型，如同一件件藝術

作品，高低起伏，變化萬千的風化岩壯麗奇景，令人不禁讚嘆自然力量的偉大。 

 

接著安排參觀聞名於世的◎葛拉梅露天博物館 Goreme Open-air Museum，而露天博物館裡的教堂約莫有 30 座

之多，全是 9 世紀後為了躲避阿拉伯軍隊的基督徒所開鑿的，以十字架形式.圓拱蓋教堂，至今仍保存完整的宗教

壁畫，處處都是藝術的傑作。 

 

爾後參觀卡帕多其亞另一奇觀－◎凱馬克利地下城市 Kaymakli Underground City，西元六世紀時基督徒為躲避

羅馬帝國回教徒的迫害而逃至此地，並在地下興建房屋及教堂，經過十多世紀的風化和天然侵蝕，這些岩面上鑿

了上千個洞窟，形成非常特別的筍狀石柱和煙囪狀的石叢，形成特殊地理景觀。岩石地型開鑿深入地底能容納居

民的地下多層的，您可親自深入地底城參觀聚會場，居民起居室，完善的通風口設計，令人無法置信如何能有此

神奇之力建造這偉大遺跡。 

 

爾後我們將順道參觀西臺帝國時期流傳下來的當地◎傳統手工地毯工廠，告訴您馳名於世的中東地毯是如何費工

編織及其質料的差距。並前往◎【土耳其玉石珠寶展示中心】它是很古老的寶石有從天藍色到綠色的變化，取決

於礦石內含銅何鐵的含量比例。印地安人將土耳其石當作聖石, 另外歐洲人也有傳說將它當成禮物來送人更能發

揮祝福的力量,能夠保護愛情及友情,情侶間互贈時特別能帶來幸福與成功因而成為旅行外出者最好的護身石。 

景 點：卡帕多其亞 、葛拉梅露天博物館 、凱馬利地下城市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旅館內自助餐  

旅 館：卡帕多其亞  CRYSTAL KAYMAKLI HOTEL ★★★★★ 或 RAMADA CAPPADOCIA ★★★★★ 或 

SUHAN ★★★★★  或同級 

第 6

天 卡帕多其亞 Cappadicia  孔亞 Konya【梅夫拉納博物館】 

爾後穿越高山地形，來到安那托利高原古老城市－孔亞，，此城市為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12—13 世紀曾

爲塞爾柱的首都，是土耳其傳統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神秘迴旋教派的發源地。抵達後安排參觀◎梅夫拉

那博物館(Mevlana Museum)，對於穆斯林而言這是非常神聖的地方，精神導師梅夫拉納也埋葬在此；博物館的

外觀相當搶眼，遠遠的就可以看到笛子般的尖塔還有藍綠色的瓷磚，博物館內的石棺纏著巨大的頭巾，象徵著其

無上的精神權威。笛音及靜禱聲瀰漫著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氛，希望您能體驗到不同的感動！  

●行車距離：卡帕多其亞 －243 公里（約 3 小時 30分）孔亞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土式鐵板料理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旅 館：孔亞  OZKAYMAK PARK ★★★★ 或 Hilton Garden Inn ★★★★  或同級 

第 7

天 孔亞 Konya  巴穆嘉麗 Pamukkale【希拉波里斯古城】 

上午專車前往迷人的溫泉渡假聖地－巴穆嘉麗，又稱棉堡。這片鬼斧神工的獨特景觀，是石灰岩岩體流滲出富含

碳 酸鈣的溫泉，湧冒的泉水依著地勢聚集環流，泉中所含的碳酸鈣慢慢釋出堆積成石灰華結晶，經過千年的累

積，形成令人詫異的梯堤景觀，其神奇獨特的自然景觀創 造出一個亦幻亦真的白色世界。 

 

來到◎希拉波里斯古城 Hierapolis—從平原上 200米高的岩石中流出的泉水和水中的方解石形成了巴穆嘉麗（土

耳其語中意為“棉花宮殿”）這一特殊地貌。池水來自附近的溫泉，這裡的溫泉水中富含石灰質及碳酸鹽、鈣、

鈉、鎂等礦物質，而造成層層疊起的特殊景觀猶如白色瀑布一般，順山勢迤邐而下的奇特景觀！據說無論浸泡或

飲用，尤其是坐骨神經病、婦科、神經系統、泌尿器官等疾病均有神奇的療效喔！其中的溫泉區為古羅馬時代貴

族之專屬，據說具有神奇的治療效果。 

 

今晚可至下榻的溫泉飯店內享受泡湯之樂(記得準備泳衣、泳帽喔) 。 

 

㊣【巴穆嘉麗】又稱棉堡，源自 200公尺高、滿載方解石礦的山崖泉水，創造了帕穆嘉麗（棉堡）這樣一個夢幻

的景觀。由礦物森林、石化的瀑布以及一連串盆型平台所組成。而廣佈於雪白平台上的古代都市遺址，為西元二

世紀末時，貝加蒙（Pergamon）阿塔利（Attalids）王朝的國王們所建立的希拉波利斯溫泉療養院之城，其浴

場、神廟及其他希臘紀念物遺跡仍然可見。 

 

●行車距離：孔亞 －405公里（約 5小時分）巴穆嘉麗 

景 點：梅夫拉納博物館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土耳其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旅 館：巴穆嘉麗  COLOSSAE THERMAL ★★★★★ 或 PAM THERMAL ★★★★★  或同級 

第 8

天 巴穆嘉麗 Pamukkale  以弗所(艾菲索斯)Ephesus 庫薩達西 Kusadasi 

早餐後專車前往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之旅最令人驚豔的聖經名城─◎以弗所(艾菲索斯)Ephesus Ancient City，羅馬

帝國時代，由於港口的交通便利，艾菲索斯成為羅馬小亞細亞行省的省會暨最大城市，人口有 25萬人，聖經上

稱為以弗所。現在，以弗所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城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希臘羅馬古城，完整的城市佈

局以及豐富的遺跡。遺跡保存完整良好，包括可容納 2 萬 4千人同時觀賞表演的露天劇場、圖書館、大理石街

道、古羅馬浴場、古羅馬公廁、神殿、市集、音樂廳等宏偉遺蹟，讓您目不暇給，羅馬時期完善的都市規劃於此

可見，這裡曾是亞細亞地區最富庶繁榮的都市，您可找一找世界上最早的圖像廣告在那裡。 

接著前往土耳其著名的◎皮衣工廠參觀，質地細緻的羊皮是這裡的特產，有專人解說如何鑑賞皮衣並欣賞皮衣展

示走秀。 

爾後繼續專車前往土耳其西部愛琴海渡假城鎮－庫薩達西。  

●行車距離：巴穆嘉麗 － 195公里（約 2小時 45 分）以弗所 － 45公里（約 50 分）庫薩達西 

景 點：希拉波里斯古城(棉堡) 、艾菲索斯遺跡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土耳其式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旅 館：庫薩達西  LE BLEU HOTEL ★★★★★ 或 RAMADA RESORT KUSADASI ★★★★★ 或 GRAND 

BELISH ★★★★★  或同級 



第 9

天 庫薩達西 Kusadasi 特洛伊 Troy 加納卡利 Canakkale 

早餐後專車前往愛琴海邊之度假小鎮艾伐利克來到古詩人 " 荷馬史詩 "筆下所記載的木馬屠城記之發生地－特洛

伊城(TRUVA) 現址。◎特洛伊 TROY，歷史名城土語特洛伐(Truva)－特洛伊(Troy)位于達旦尼爾海峽南端亞洲邊

上，現為聯合國國際文教處（UNESCO）所保護的世界人類文化遺產 1998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入選為文化遺

產)。抵達後參觀巨型木馬仿古模型，想像三千三百年前的激烈戰事，風流膽小的 Paris 與希臘第一美女海倫間的

情愛繾綣體會愛情偉大的魅力。午後來到愛琴海渡假小鎮－加納卡利夜宿。(由於加納卡利是個渡假小鎮飯店不

多,如遇旺季或活動則改住艾伐利克) 

 

㊣【特洛伊】擁有 4000年歷史最富盛名之考古遺址之一。於 1870年由知名考古學家－亨利˙蘇里曼首次發掘。

就科學觀點而言，此遺址為安納托利亞與地中海世界之文明第一次接觸的重要見證。此外，亦證明荷馬史詩－伊

利亞德所載，西元前 13-12 世紀從希臘來之斯巴達與阿該戰士圍攻特洛伊之史實，也引發一些偉大創作藝術家之

靈感。 

●行車距離：庫薩達西 － 267公里（約 5小時 35 分）特洛伊 － 25公里（約 40 分）加納卡利 

景 點：特洛伊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西式自助式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旅 館：加納卡利(或艾伐利克)  KOLIN ★★★★★ 或 PARION HOTEL ★★★★★  或同級 

第 10

天 

～特別安排包船暢遊博斯普魯斯海峽，暢遊歐亞兩洲綺麗的海岸風光～  

加納卡利 Canakkale (渡輪)達達尼爾海峽 伊斯坦堡【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有頂大市集】 

早餐後專車前往加納卡利碼頭，搭乘★大型渡輪，橫越達達尼爾海峽，穿梭在歐亞兩洲之間，接著沿著翠綠色的

馬爾馬拉海岸線行駛，前往個被馬爾馬拉海、黃金角及博斯普魯斯海峽三面水域包圍的伊斯坦堡。 

午後前往碼頭搭乘★遊船，獨家包船暢遊聞名於世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船行經過所見盡是豪華宮殿及高級渡假

別墅，欣賞歐亞交界兩岸優美景色，令人心情愉快。 

爾後續往伊斯坦堡最佳的購物地點●傳統大市集(Kapli Carsi) －土耳其文意即有屋頂的市場，市集裡至少有 5000

多家的土耳其傳統商店，包括地毯、繡織品、香料、珠寶、土耳其方銅器製品和古董等琳瑯滿目的各式土耳其傳

統與紀念商品，包您看得目不暇給，並可體驗異國討價還價的樂趣，別有一番風味喔！ 

●行車距離：加納卡利 －320公里（約 4小時 10 分）伊斯坦堡 

景 點：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有頂大市集  

餐 食：早餐／旅館內自助式  午餐／土耳其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旅 館：伊斯坦堡  RAMADA PLAZA TEKSTILKENT ★★★★★ 或 RADISSON BLU AIRPORT ★★★★★ 

或 MERCURE AIRPORT ★★★★★  或同級 

第 11

天 
伊斯坦堡【鬱金香公園、托普卡匹皇宮、聖索菲亞教堂、藍色清真寺、地下水宮、塔克辛廣場】 

安排前往★鬱金香公園，公園內精心栽植各種不同種類與顏色的鬱金香花，值得您放鬆心情細細品味，每年春季

花開的時節，不可錯過與鬱金香的美麗邂逅。(鬱金香盛開預計盛開時間約 4/1~4/30前後，如因氣候影響未逢盛

開，敬請見諒） 

 

前往伊斯坦堡東羅馬帝國時期與鄂圖曼帝國時期的舊城區：安排前往參觀◎托普卡匹皇宮 Topkapi sarayi，此為

鄂圖曼帝國最強盛時期眾多帝王皆以此處為家，在這塊以海強圍繞的小丘上建築皇宮，易守難攻的情形可想而知



在軍事角度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托普卡匹皇宮：這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者所居住的地方，長達 400多年，一直都是政治及文化的中心，收

藏許多寶藏，並位於三面環海的山丘上，視野相當好！ 

參觀建於西元六世紀的◎聖索菲亞教堂 St. Sophia Museum，這座圓頂的紅色大教堂有近一千五百年的漫長歷

史，因其巨大的圓頂而聞名於世，是一幢「改變了建築史」的拜占庭式建築典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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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坐落在對面的◎藍色清真寺 Blue Mosque，建於 17 世紀鄂圖曼帝國鼎盛時期，是世界上唯一有 6根尖塔的清

真寺，寺內牆壁全部用藍、白兩色的伊茲尼克瓷磚裝飾，美的讓人屏氣凝神。 

接著安排參觀●賽馬場上遠從埃及運來的方尖碑、德國皇帝贈送的噴泉涼亭、青銅螺旋蛇柱、君士坦丁紀念柱..

等。 

爾後前往參觀◎古羅馬地下蓄水宮殿 Cistern Basilica，三百多根柯林斯式大石柱，宛如一座地下宮殿，悠揚的音

樂聲及水光倒影中，營造出神秘的氛圍，是兼具實用與美觀的公共建設。 

傍晚前往●塔克辛廣場，進入土耳其輕鬆時尚的一面，附近的伊斯提克路有巴黎的香榭大道之稱，巴洛克式與洛

可可式風格的建築可見一般。下午您可自由徜徉於此，品嚐土耳其小吃、選購時尚名品、及土耳其特色紀念商

品、或於街邊啜飲土耳其咖啡製造旅遊的浪漫喔。 

 

晚餐後背起裝滿記憶的行囊，懷著依依不捨及滿載而歸的心情，前往國際機場準備搭機飛返台北。 

景 點：托普卡匹皇宮 、聖索菲亞教堂 、藍色清真寺 、地下水宮 、塔克辛廣場 、鬱金香公園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土耳其風味料理  晚餐／土耳其風味料理  

旅 館：機上   

第 12

天 伊斯坦堡 Istanbul 台北 Taipei 

班機於今日飛返國門，結束此次難忘的土耳其古文明之旅，敬祝旅途愉快萬事如意。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備註  

1. 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含)，最多為 42人以下(含)，將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請旅

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3. 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不包含小費。(如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及床頭小費等)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簽證費用、機票(國際段/歐洲內陸段)亦不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4. 為因應國際油價調整，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5.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

（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6. 此地區大多數以雙人房(2 張單人床或一大床)為基準房型。如遇一定要需求三人房型而飯店無法提供此房型狀況下，

僅得依住宿飯店之房間大小狀況需求加床服務，另若有需求單人房請需請業務另外報價並另補單人房差價，如未指定單人

房並支付差價，則由本公司安排與其他旅客或領隊或隨團工作人員同房(同性別)，單人配房由本公司自行採隨機分配，恕

無法指定或變更．出發後若欲補價差變更為單人住宿，需依飯店實際房況為準，非均可變更，若有造成不便之處，尚請見

諒。 

7.本行程使用之五星飯店為當地區域評鑑五星，非國際連鎖五星飯店或為國際星級標準評鑑等級，在此知悉。 

8.部分特色飯店如番紅花城民宿、洞穴飯店等房間格局大小不一，隨團領隊會使用抽籤方式安排入住。 

9.如於行程中有特殊之需求，例如兒童餐、忌葷或一張大床等，請於出發前 7 日提出以利作業。 

10.本行程將會於巴士上推薦土特產(如無花果、土耳其軟糖、玫瑰味橄欖精油等等)，您可依個人需求購買。 

11.土耳其雖貴為觀光大國，但當入住賓客一多時，飯店行李生有限的人數下恐不及運送行李至房間。會建議貴賓們自行

將行李帶回房間，如此一來省時又便利。 



12.部分景點如棉堡、番紅花城等，會因應天氣狀況、日照時間做前後調整，參觀時間可能或長或短，再請您到當地後詢

問導遊/領隊狀況。 

13.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旅客未滿 15歲

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卡帕多奇亞熱氣球自費行程： 

卡帕多奇亞的熱氣球之旅相當熱門且受到歡迎，實為難得的體驗，但熱氣球之旅不是每天都有，且受限於天候因素，當天

氣不佳或風向不穩定時，有可能會臨時取消，且需要凌晨四點左右起床，並非所有的遊客體力皆能負荷，我們建議到了土

耳其之後，在當地導遊清楚的解說下，視隔日天氣預測再決定參加與否。 

＊相關搭乘限制＊ 

1. 有懼高症或特殊疾病者不適宜。 

2. 年齡不得低於 6 歲，身高不得低於 120CM，且 16歲以下孩童必須有成人陪同。 

3. 基於安全考量，禁止孕婦搭乘熱氣球。 

4. 若您存在健康問題，例如：近期經歷大型手術、懷孕、酗酒或吸毒，則不得搭乘熱氣球。 

5. 由於熱氣球無樓梯設備，若有行動不便者，需在預訂前如實告知，以便能給您最適合的建議，並做出相應安排(以安全

為優先)。我們盡力在可能和安全的情況下，確保貴賓能夠體驗熱氣球飛行，但基於安全考量，最終以熱氣球公司專業評

估為準。 

6. 熱氣球能否飛行係依據當地 Directorate General Of Civil Aviation(Turkey)所提供的風速數據來決定，詳情可參

考以下官方網站(每 30 分鐘更新)：http://shm.kapadokya.edu.tr/?lang=2。 

 

然而我們旅遊景點中，棉堡(Pamukkale)亦是可以進行熱氣球活動。但因棉堡合格可飛行的熱氣球廠商較少，同時在空中

飛行的熱氣球有限；且其熱氣球安全性欠佳，多半僅能在棉堡上方飛行，景點可看性不高。倘若在此安排熱氣球，會影響

後面行程安排，也因此，我們不會在棉堡當地進行熱氣球活動。 

 

★當地餐食特色: 

具有中亞遊牧民族血統的土耳其人，對各式肉類燒烤及麵包的烘培還留有他們豪邁不居的民族性。其中，肉類、蔬菜、豆

類和麵包構成土耳其菜系的主體: 

1. 肉類：以牛羊雞為主，大多以絞肉或肉餅方式呈現，為保留食材的自然風味，多以黃油、橄欖油、鹽、洋蔥、大蒜、

香料和醋佐料，故土耳其菜口味偏重，對於近來強調清淡飲食的台灣人，或許初期會感到不習慣。 

2. 海鮮：因靠海城市不多，內陸大多以養殖鱒魚為主。 

3. 蔬菜：根莖類植物為主，番茄、胡蘿蔔、馬鈴薯、洋蔥，多以生菜為主，常見的開胃菜如酸奶沙拉、優格醬、乳酪、

炸淡菜、醃菜類、肉丸子、橄欖油菜豆等冷盤，一般家庭或餐廳都會準備這種豐盛的 Meze作為一餐的開胃菜。 

4. 米飯：當地米飯處理方式較為特別，是以放至鍋中炒過為主，類似台灣炒飯，相對台灣人以蒸煮處理方式，是個相當

難得的體驗，但對於飲食注重清淡的人，或許感受較為油膩，不過這是當地普遍的飲食方式。 

5. 湯類：以濃湯為主，當地人喜愛濃郁，在這可品嘗到各種不同種類的濃湯喔。 

 

★住宿: 

番紅花城：1994 年入選聯合國世界遺產城市，從西元 13 世紀開始至鐵路出現的 20世紀初期為止，一直為主要東西貿易

路線上之重要驛站。故許多飯店為了法令規定保持城市原始風貌，都保有相當程度的舊式風格。Ex. 一棟房大約都只有三

層，且因為是古城飯店，整棟房間規格大大小小不一；有時會有洗澡熱水供應不及問題。常見的木製地板，大多維持初始

建造的面貌，可是會乩乩嘎嘎的喔。但誰說這老房子不好，其實處處都是特色，值得您細細體會~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04/04 四 土耳其航空 TK025   桃園機場  21:55  伊斯坦堡阿塔圖克機場 2019/04/05 05:10  

2019/04/15 一 土耳其航空 TK024   伊斯坦堡阿塔圖克機場  01:45  桃園機場 2019/04/15 17:55  

  

自費活動參考 

A：危險 B：一些危險 C：安全 



城市 節目名稱 簡介 費用 備註 危險 

CAPPADO

CIA 
熱氣球之旅 

搭乘熱氣球從高處俯瞰整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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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含車資.熱飲.點心.保險.証書.香檳

慶祝，升空停留時間約 40 分鐘~1

小時。  

美金   

大人 $230.00 

小孩 $230.00 

1. 熱氣球活動為至當地直

接向業者報名，會由領隊

協助詢問安排。 

2. 自 2018年 4月 1 日起

業者調為現金價 USD230

/人，刷卡價另外增加 US

D30/人，惟報價仍以當地

業者公布為主。 

3. 熱氣球活動受限天氣因

素無法起飛，如遇天候風

向不穩等均會取消，詳細

請見【備註>卡帕多奇亞

熱氣球行程】說明。  

A 

CAPPADO

CIA 

土耳其之夜《岩

窟餐廳綜合表

演》 

卡帕多其亞岩窟內餐廳，欣賞精彩

肚皮舞及土耳其民俗舞蹈，享用飲

料暢飲並品嚐土耳其當地小點。時

間約 1.5小時 

美金   

大人 $50.00 

小孩 $50.00 

  C 

   

簽證 

1.簽證工作天 4 天 

2.護照正本(效期六個月以上)，或繳交護照影印本 

3.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4.基本資料(家裡地址、電話，公司地址、電話、職稱) 

5.18歲以下若父母無陪同，需附父母同意書及戶口名簿影本 

6.持其他外國護照者須辦理的規定條件、辦理的工作天數、核發的簽證效期、停留天數、費用都不盡相同，請詢問您的業

務窗口。 

   

脫隊規定 

＜土耳其航空公司＞ TURKISH AIRLINES (TK) 

1.土耳其航空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取消則無退票價值(醫療原因亦然)，取消費將收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  

2.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延回者請自行開立【個人機票】。 

   

～其他注意事項～ 

01.氣侯：因較乾燥請攜帶乳液及護唇膏。請參考氣溫對照表。 

         6-9 月以夏裝為主，帶外套。 

         4、5-10月以夏秋裝為主，帶厚外套。 

         11-3月以冬裝為主，厚外套。 

   氣溫參考表：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伊斯坦堡   8   12   15   18   25   28   32   32   28   22   18   10 

   安卡拉     1    2    5   10   16   20   25   25   23   15    9    3 

 

02.服裝：秋冬裝為主，帶外套、泳衣、帽子、防晒油。平時可著薄綿夏服，夜間氣溫較低請備好毛衣。遊覽古蹟時，宜

穿的舒適的鞋。夏季裡最好帶上帽子和墨鏡。女性參觀清真寺時，需要帶頭巾。 

03.餐飲：以中西餐為主，飲用水請購買礦泉水。如擔心飲食方面會不習慣，可帶零食：如泡麵、餅乾、蜜餞、牛肉乾，

但土耳其為伊斯蘭教(回教)國家不吃豬肉，若帶豬肉鬆請將包裝袋上的豬圖案去除。 

當地餐食特色具有中亞遊牧民族血統的土耳其人，對各式肉類燒烤及麵包的烘培還留有他們豪邁不居的民族性。其中，肉

類、蔬菜、豆類和麵包構成土耳其菜系的主體: 

A. 肉類：以牛羊雞為主，大多以絞肉或肉餅方式呈現，為保留食材的自然風味，多以黃油、橄欖油、鹽、洋蔥、大蒜、

香料和醋佐料，故土耳其菜口味偏重，對於近來強調清淡飲食的台灣人，或許初期會感到不習慣。 



B. 海鮮：因靠海城市不多，內陸大多以養殖鱒魚為主。 

C. 蔬菜：根莖類植物為主，番茄、胡蘿蔔、馬鈴薯、洋蔥，多以生菜為主，常見的開胃菜如酸奶沙拉、優格醬、乳酪、

炸淡菜、醃菜類、肉丸子、橄欖油菜豆等冷盤，一般家庭或餐廳都會準備這種豐盛的 Meze作為一餐的開胃菜。 

D. 米飯：當地米飯處理方式較為特別，是以放至鍋中炒過為主，類似台灣炒飯，相對台灣人以蒸煮處理方式，是個相當

難得的體驗，但對於飲食注重清淡的人，或許感受較為油膩，不過這是當地普遍的飲食方式。 

E. 湯類：以濃湯為主，當地人喜愛濃郁，在這可品嘗到各種不同種類的濃湯喔。 

 

04.貨幣：土耳其的貨幣單位是土耳其里拉（YTL），有 50、20、10、5、1 新里拉的紙幣。匯率 1美元約= 4 土耳其新里

拉。 

05.電壓：220伏特 / 雙圓孔插頭。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須於外站充電，請記得攜帶變壓充電器及轉換插

頭。 

06.旅行中請個人保管好自己的貴重財物，記得包不離身，任何公共場所、任何時間切勿掉以輕心，不可放置於無人看管

的飯店房間、旅遊巴士及餐廳座位上！旅行中請多注意人身安全，跟陌生人接觸時更應提高警覺，以免受騙，也謝絶私自

脫隊離團、敬請配合，謝謝！！ 

07.請貴賓們依照個人習慣，自備胃腸藥、感冒藥及個人使用藥品。 

08.自費部份：飲料費、洗衣費、電話費及夜間自由活動費。 

   

小費 

在土耳其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

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如

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標準： 

  * 床頭小費建議每日：US$1 

  *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美金１０元，例如: 

    * 11 天團 美金 110   

    * 12 天團 美金 120   

    * 13 天團 美金 130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 

   

電話 

***土耳其*** 

台灣撥打至土耳其    002+90+當地區域碼+電話號碼 

土耳其撥打至台灣    00+886+2(台北區域碼)+家用電話號碼 

電壓時差 

土耳其 

◎ 電 壓：220伏特/50週波率。 

◎ 插 座：二插孔圓型(歐規)，如因個人需要可自備變壓器。 

◎ 時 差：土耳其時間比台灣時間慢 5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