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09/15

第1天

港龍航空

KA455

高雄/香港

21:25

22:55

09/16

第2天

卡達航空

QR815

香港/杜哈

01:20

04:45

09/16

第2天

卡達航空

QR239

杜哈/伊斯坦堡

07:40

12:10

09/25

第 11 天

卡達航空

QR258

安卡拉/杜哈

20:30

00:20+1

09/26

第 12 天

卡達航空

QR818

杜哈/香港

02:40

16:05

09/26

第 12 天

港龍航空

KA456

香港/高雄

18:5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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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價格不是一切。內涵才是關鍵 _____

該含的全都含，不打空砲彈 :
1.唯一金壁輝煌的多瑪巴切皇宮:前人花費傾國傾城的鉅資怎能放 棄？令人乍舌的巧
匠創作傳世的藝術傑作怎能不瞻仰？
2.地下水宮: 由拜占庭查士丁尼大帝於公元 527-565 年統治時期所建， 1500 年前地
下水宮殿是有 366 條石柱是來自羅馬、埃及的戰利 品更是令人折服的世紀超級偉
大 工，您摸過 1500 歲的石頭嗎？
3.聖索菲亞大教堂: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水火不相容的宗教信仰中唯一能共用的教
堂？美麗是唯一的答案；如此溶化極端對立的仇恨意識的美麗，您不想入內了解嗎？
4.很少有人會拐進去的安塔莉亞:一個與法國蔚藍海岸一樣迷死人的地中海城市光看
水就會被收買的美麗陷阱寧可自投羅網也不願錯過！
5.杜豋瀑布 : 相當壯觀，雖然高低落差不大，不過水量驚人。搭乘遊船出海，從海
上看才能看出立體感才能一親淀藍藍的地中海！
6.阿斯班多斯 : 相傳是西元 4-5 世紀時，特洛伊戰爭後由 ARGOS 所建，也是當時少
數幾鑄錢的城邦所以很有錢，我們當然不能錯過那全世界保存最為完好的羅馬劇場
，其完美的音效結構!
7.席林杰 : 山中小鎮——有“小番紅花城”之稱的席林傑。讓人感到是那樣恬靜和溫
馨——高高低低、蜿蜒的石板小路，粉牆紅瓦、錯落的半山民居，牆頭上堆著的柴
火垛和種在紅泥瓦罐裡的小草花，都似一幀幀印象畫派的風俗畫！
8.棉堡:除了溫泉，還有古羅馬廢墟也是不能錯過的，特別安排搭乘高爾夫球車逛遍
希拉波里園區，再泡泡溫泉，玩賞一番。比起其他只有泡泡腳的行程，大大的豐富
了起來。只去泡泡腳是不夠的，一定要搭乘高爾夫球車暢遊希拉波里古城才過癮
9. 誘殺底片的博斯普魯斯海峽: 壯闊的歐亞兩洲臍帶跨海大橋怎能不從跨下過？
10.絕無僅有的可以安排各位到當地超級市場，任意選購土特產，購足伴手禮，讓您荷
包省省省!!

2

風味餐食的安排：
◎ 早餐：全程於飯店內享用美式自助式或西式套餐。
◎ 午晚餐：全程安排當地風味料理，嚐試多樣當地具特色之菜色。
◎ 土耳其原味料理 輕挑你的味蕾
■古驛站鐵板料理佐 Pide 風味餐 ■馬爾馬拉鮮魚風味餐 ■ 烤鱒魚風味餐
■席林潔鄉村餐廳
■土耳其式甕燒料理 ■鄂圖曼式 Güveç
風味料理
■土耳其行程中每天每人含 1 瓶 500C.C.礦泉水及每 4 人提供 1 瓶大瓶礦泉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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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堡-Hilton Piyalepasa】
DoubleTree by Hilton Istanbul - Piyalepasa 酒
店 位於伊 斯坦布 爾的貝伊 奧盧（ Beyoglu）
區，距離塔克西姆（Taksim）以及擁有許多藝
術畫廊、商場和標誌性建築的 Istiklal Street
街有 3 公里，提供熱水浴池、健身中心和內部
酒吧。這家設計典雅的酒店距離 Acibadem
Hospital 醫院有 2 公里，距離 Memorial Sisli
Hospital 醫 院 有 2.6 公 里 ， 距 離 時 尚 的
Nisantasi 區有 3 公里，那裡坐落著許多豪華
商店和著名的美容診所。

【恰納卡麗-KOLIN HOTEL
CANAKKALE
酒店的空調客房擁有現代化風格裝
潢，設有免費 WiFi、迷你吧、衛星
電視以及 1 間帶衛生間、淋浴和吹
風機的私人浴室。在各個游泳池均
提供可免費使用的毛巾、折疊躺椅
和遮陽傘。兒童可在兒童游泳池內
嬉水，還可玩排球、足球和網球。
Carpe Diem spa 設有土耳其浴室，提
供各種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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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莎達西-Ramada Hotel &
Suites】
Ramada Hotel & Suites Kusadasi
酒店位於庫沙達瑟（Kusadası），
距 離 庫 沙 達 瑟 碼 頭 （ Kusadasi
Marina）1.4 公里，提供免費 WiFi
和餐廳，內設酒吧和免費私人停車
場。酒店設有私人海灘區，提供自
行車租賃服務。客人可以在酒店打
網球和乒乓球。

【帕慕卡雷-Colossae
Thermal Hotel】
酒店的空調客房陳設雅
緻，設有色彩鮮豔的寢具
和地毯，並設有陽台。酒
店提供土耳其美食自助
餐。客人可使用土耳其浴
室或在日光浴室放鬆身
心。Spa水療中心提供多
種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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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塔利亞
-Crowne plaza hotel】
酒店坐落在著名的 Konyaalti
Beach 海灘，提供豪華的五星
級住宿，享有開闊的地中海景
色，配有室內和室外游泳池、
大型 spa 浴場和免費 Wi-Fi。
供自助早餐、土耳其菜肴和國
際美食。客人可在室內或陽臺
上享用餐點。

【卡帕多奇亞-Anatolian
Houses】
Anatolian Houses 酒店
的套房獨立裝飾，精心
搭配天然石牆、壁爐和
木雕門框，將獨特的藝
術品和最先進的設施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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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杜哈
KA 455 21:25 /22:55 + QR 815 01:20
起飛前兩小時小港機場集合，經由香港轉飛歐亞樞紐…伊斯坦堡！中轉站是杜哈，卡達
的大本營杜哈機場有可以躺的休息椅，人人可當貴賓，是少數讓人印象深刻又好又新的
機場，卡達是一家五星級航空，全球被評為五星級航空的有八家；有為您準備的過夜包
，內有牙刷、眼罩，飛機很新.重要的是座位 2-4-2 的安排(這是已很少見的奢華又方便
進出的安排)，餐點豐富又足餐，絕非其他老牌航空(3-4-3)可比。除了多一個轉機點外
，真不知還有甚麼理由可以拒絕？
餐食/ 早餐:X X X
住宿：機上

中餐:X XX

晚餐/機上簡餐

09/16 第 2 天

杜哈
伊斯坦堡
QR 239 07:40 /12:10
班機於中午時分抵達
★聖索菲亞大教堂:矗立達 1400 年之久，結合了東西方建築精神，融合基督教與回教兩大
宗教的教堂，在羅馬梵諦岡的聖彼得大教堂興建好前，『世界最大的教堂』這個稱號維
持了將近 1 千年，如今規模還能排到世界第五，已列為世界文化保護遺產之一。
★藍色清真寺:整座建築由大石頭疊建，沒有使用一根釘子。寺的頂端有一個大圓頂，它
的下方還有 30 個圓頂，寺院的四周有六根尖錐宣禮塔，世所僅見！
★競技場舊址:東羅馬帝國時代，為奧圖曼帝國皇家御用，此地尚存留有德國噴泉、埃及
方尖碑、青銅蛇形碑與君士坦丁紀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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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普卡比皇宮:自 1465 年至 1853 年一直都是鄂圖曼帝國蘇丹在城內的官邸及主要居
所。蘇丹運籌帷幄治理天下、謁見使臣，並在後宮與妻妾子女共同生活起居。裡面還收
藏有燦爛奪目的金銀珠寶、玻璃、中國陶瓷器品等，由此還可眺望黑海美景。
★土耳其傳統大市集:中東最大的市集，至少有三千家以上的傳統商店，共有二十多個出
口，琳瑯滿目的紀念品，可自由閒逛採購並體驗異國情調及享受殺價購物的熱趣！
餐食/ 早餐: 機上簡餐
中餐: 土耳烤魚餐
晚餐: 中式合菜
住宿：5 星 DoubleTree by Hilton Istanbul Topkapi 或 Hilton Piyalepasa Hotel 或同級
09/17 第 3 天

伊斯坦堡
★古羅馬地下水宮:西元六世紀所建立的，共有 300 多根的大石柱，宛如是一座地底下的超
級大宮殿，也是當時主要的大型儲水池，宮殿的水引自 20 公里外的水源，已被戰時飲用
★多瑪巴切皇宮:由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下令興建，1843 年開始施工，歷經了 7 年的
時間建造 1856 年完成。建築工程耗費 500 萬奧斯曼金磅，相當於 35 噸黃金。有 14 噸黃
金用於製成金箔裝飾宮殿的天花板。。融合了巴羅克和洛可哥的建築風格，是蘇丹王
宮殿中建的最後一座也最富麗堂皇的。期間歷經了 6 位蘇丹王，當時皇宮裡有 5300
人在裡面工作。總共有 326 個房間、大廳都有壁爐、 200 個吊燈、 3000 幅畫、 200 個
時鐘，裡面收藏了很多各國送給蘇丹王的禮物。蓋這座宮殿的蘇丹王只在這裡居住
了兩年，原因是這裡防禦不易 (靠海)，平常蘇丹王只來這裡用餐。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從希臘時代開始，博斯普魯斯這條連接東方與西方的深水海峽，
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性水域，隔開了亞洲與歐洲，也連接了黑海和地中海。沿著海峽
兩岸，沿途風景美麗，欣賞如畫的風光，體驗在短時間內往返歐、亞兩大洲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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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 早餐: 酒店內
中餐: 土耳烤魚套餐
晚餐: 中式合菜
住宿：5 星 DoubleTree by Hilton Istanbul Topkapi 或 Hilton Piyalepasa Hotel 或同級
09/18 第 4 天

伊斯坦堡
達達尼爾海峽
迦納卡麗
搭乘渡輪穿越達達尼爾海峽，連接馬爾馬拉海和愛琴海的天然海道，兩岸聳立著
許多著名城堡。也是地中海進入伊士坦堡和黑海的門戶。 ★加納卡麗位於達達尼爾海峽入口的古老港口， 土耳其語的意思是「湖的海峽」
，是扼守「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海峽」非常重要的地方，因地處要衝，成
為重要的軍事重地，與歐洲端的加里波里（GALIPOLI）僅 1200 公尺，於一次世
界大戰時，曾在此與英、法、奧等國發生激戰，有許多的土耳其士兵於此戰中英
勇殉難，故此港口歷史意義非比尋常。 晚上前往酒店對面大型超市盡情選購。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土耳其風味套餐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住宿：KOLIN HOTEL CANAKKALE 或同級
09/19 第 5 天

迦納卡麗
伊菲索斯
庫薩達西
今日首先安排參觀聖經名城：艾菲索斯，面積相當廣大的古城遺跡，至今已經有兩
千多年的歷史了，當時經過希臘文化的洗禮後，又歷經羅馬帝國幾位帝王的改建，
造就當時的興盛；接著專車前往曾經歷史中發生過最重要戰役的軍事重地：嘉那卡
麗，土國士兵曾在此與英、法、奧等國軍隊發生激戰，有 25 萬士兵於此戰役中殉
難，故此港口意義非比尋常。
★聖母瑪利亞故居 : 天主教認為以佛所這個地方是聖母瑪利亞故居，也就是耶穌之
母聖母瑪利亞最後的家。傳說傳說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她也因猶太人迫害而逃離
巴勒斯坦，最後使徒「約翰」遵守對耶穌之承諾，將瑪利亞迎接至小亞細亞此地奉
養，最後她平安終老於此，再未回巴勒斯坦的故鄉。
★艾菲索斯遺跡 : 遺址就好像是土耳其的圓明園。只是它更早的存在著，是西元前 7
世紀由古 希臘 人建立的，曾經是 羅馬 帝國在 亞洲 的首府。這裡有大型的競技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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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妓院、浴室和噴泉等，現如今一切的輝煌都已經如段落的 石柱 般，但是卻絲
毫掩蓋不了古城曾經的氣勢磅礴。現如今，只能在斷壁殘根間想像著他曾經的龐大
和繁華；再一聲歎息，在歲月的齒輪中，又什麼會是永恆。一座城一段繁華終逃不
過一段落寞；縱使有千般的風采也消弭于繁華落幕。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 土耳其風味套餐
晚餐: 酒店內自助餐
住宿：CHRISMA SPA HOTEL 或 RAMADA RESORT HOTEL 或同級
09/20 第 6 天 庫薩達西

席林傑 (小番紅花城)
帕慕卡雷
首先參觀皮衣工廠，可看到當地模特兒穿著時尚流行的皮衣走秀，品質相當好唷！
★席林傑是座小山城，在 19 世紀之前曾是希臘人居住的地方，土希戰爭結束後，
兩國進行了居民交換，原本住在 Thessaloniki 的土耳其人因此被交換到席林傑。
Sirince 在土耳其語中，意思為「迷人有魅力、令人喜愛的」。整個小鎮裡的建築
融和兩國文化，有許多兩層樓高的紅磚頂希臘小白屋，更多傳統的鄂圖曼土耳其式
木造建築，寧靜純樸幾乎未受到現代化的影響或干擾，也因此獲得了「小蕃紅花
城」的美名。小鎮風光不同古文明遺址，以出產水果酒聞名，沿途葡萄園、水蜜
桃、蘋果、橄欖等果園座於山丘上。街道上盡是特色酒館、餐廳、紀念品小店、香
料、橄欖製品及最出名的水果酒，從草莓、蘋果、水蜜桃、哈密瓜、櫻桃、藍莓、
梨子應有盡有，您可於此淺嘗各種水果酒的味道享受一番喔。
接著前往溫泉的度假勝地：★巴慕卡雷
★棉 花堡 : 潔 白有如大 小碗公疊在一塊 築成的獨特自然 地 貌煞是好看， 因潔白如棉
花故曰棉堡在中國雲南中甸有一類似地形叫白水台，這是由地底下溫泉流過含有鈣
質成分的石灰岩層，富含鈣質的溫泉冒出地表後，白色的鈣質沉澱在地表上所形成
；山腳下的美麗湖泊也是不可錯過的拍照景點喔 !!晚間特別安排住宿於特色溫泉飯
店，讓您舒緩旅途的勞頓，今晚可沉醉於此美麗的溫泉鄉！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土耳其風味套餐
住宿：COLLESIA SPA HOTEL 或同級
09/21 第 7 天 帕慕卡雷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安塔莉亞
早餐後前往★希拉波里斯古城 : 西元前 190 年由貝加孟王國所建立的度假中心，先
後接受過羅馬、拜占廷統治過，後來毀於地震之中，當時這裡是一個包含神殿、劇
院、市集、浴場及醫療等設施的多功能養生勝地。
特安排搭乘高爾夫球車暢遊古城風貌。
午後前往安塔利亞 Antalya ，土耳其最美麗的地區，它位於地中海沿岸，被無數群
山環繞。僅有 200 萬人口，然吸引了 1200 萬人次的遊客到訪，佔了土耳其遊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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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近一半！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來自貝爾加馬的阿塔羅斯二世建立了這個城市
，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Attaleia。當羅馬人佔領了這座城市後西元 130 年，羅馬皇
帝哈德良到此視察。
1207 年塞爾柱突厥人留下了 38 米的叫拜塔 Yible Minare，是安塔利亞最醒目的
象徵。羅馬、拜占庭、塞爾柱、奧斯曼輪番入主，帶來不同的文化，使得安塔利亞
有一種混血般的美麗。近年來最受歡迎的地中海旅遊路線。
★漫 遊 舊 城 卡 雷 吉 區 : 位 於 港 口 一 帶 的 舊 城 區 ， 大 部 份 依 然 保 留 鄂 圖 曼 時 期 的 房
屋，其間並夾雜著一些羅馬時期的古蹟。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烤鱒魚風味餐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住宿： CROWN PLAZA HOTEL 5*
09/22 第 8 天 安塔莉亞
★杜登瀑布:由陸地直接跌落地中海的瀑布落差只有 40m 但因少見所以也算是一個
奇觀，搭船沿著美麗的海際走來乘著風感受地中海的浪漫與愜意，享受希臘風情！
★安排在舊城港口搭船出海，徜徉地中海美景…
再前往★阿斯班多斯，我們當然不能錯過那全世界保存最為完好的羅馬劇場，其完
美的音效結構，使其至今仍為世界知名樂團所熱衷的演出場地。
供應阿斯班多斯飲水的★古羅馬水道橋:也是本區勝景之一。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古驛站 pide 風味餐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住宿： CROWN PLAZA HOTEL

5*或同級

09/23 第 9 天

安塔莉亞
孔亞
卡帕多奇亞
早餐後經★古驛站:孔亞到卡帕多其亞這條路，曾是塞爾柱土耳其的領土，沿途盜
匪相當多，當時的蘇丹王為了保障過往商旅的安全，及促進貿易發展，因此沿途上
每 40 公里就興建一座驛站，讓駱駝商隊有適當的休息，多數驛站都已成為廢墟！
前往安納托里亞高原上的奇幻之地：★卡帕多其亞，此地數百萬年前，火山運動相
當頻繁，當時亞蓋奧斯山爆發後，火山的熔岩與火山灰覆蓋了附近所有地區，經常
時間的堆積與風霜雪雨的沖刷侵蝕，在不同硬度的岩層上雕琢，成為了現今千變萬
化的迷人風貌，此地區還是世界上最壯觀的岩石風化地貌。更有悠久的人文歷史；
當時許多虔誠的教徒紛紛逃難到此，發現這個地方的岩石相當適合挖鑿建屋，且複
雜的地形更適合躲避羅馬軍隊的追殺。晚上抵達具有特殊地理環境的卡帕多其亞。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土耳其風味套餐

住宿： Anatolian Cave Houses

洞穴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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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09/24 第 10 天 卡帕多奇亞

全日參觀幾個巧奪天工的奇石造景區，例如：蘑菇谷、駱駝岩、烏奇沙城堡、打獵
谷等，並造訪西元 1985 年入選世界遺產的果里美露天博物館，還有地下城，不禁
讚嘆自然與人為的力量同樣偉大。
★果里美露天博物館:果里美原意為「讓你看不見」，當時基督教徒就是躲避於洞穴中，
將岩石改造成住屋、教堂等，博物館內約有 30 座教堂，全都是九世紀過後，躲避阿拉
伯軍隊的基督徒所開鑿的，都是藝術的傑作！
★地下城:因地質關係，當地都是容易開挖的土質，在此地擁有 30 多座地下城，裡面複雜
的生活機制，都相當令人經驗！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土耳其風味套餐

住宿： Anatolian Cave Houses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洞穴酒店或同級

09/25 第 11 天 卡帕多奇亞

安卡拉 ( 凱末爾國父紀念館 )
杜哈 QR258 20:30/00:20+1
上午前往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西元 1923 年土耳其國父凱莫爾從伊斯坦堡
遷都至此，地處於安納托利亞的中心，原本只是一個小城鎮，現今已經是一個
大廈林立的都市；途經★鹽湖:鹽湖是土耳其的第二大湖，位於安卡拉東南方，面積
有 1500 平方公里，是台北市的五倍大，遠古時候這個地區位於海底，岩層內富含鹽份，
雨水與雪水將岩層內的鹽份洗刷出來，形成了今天的鹽湖。
抵達後首先安排參觀造訪★凱莫爾陵寢紀念館:土耳其國父凱莫爾長眠之
處，紀念館包含公園、陵墓及陳列凱莫爾遺物，運氣好的話有可能看到衛兵交接唷！位
於安卡拉的小山丘上，景色相當漂亮。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高雄。
餐食/ 早餐:酒店內
中餐:土耳其風味套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09/26 第 12 天 杜哈

香港
高雄
QR 818 02:40 /16:05 + KA 455 18:55/20:25
於凌晨抵達杜哈轉機經香港飛返高雄，全程結束，期待下次一起出遊……………..
餐食/ 早餐:機上簡餐

中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出發日期 : 2019/09/15
團費 : NT$61,000 元整
內

含 :

刷卡不加價，付現金 - NT1300 ，不含證照費

1. 地下水宮 US35

2.多瑪巴切皇宮 US40

3.聖索菲亞大教堂 US40

4.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包船) US45

5.安塔莉亞地中海遊船 US45

( 以上價錢是導遊賣自費的報價，本行程報價已經全都含，不再推自費 )
6.搭乘高爾夫球車暢遊棉堡希拉波里古城
7.全程行李小費 US20
未 含: 1. 自費項目: 卡帕多起亞熱氣球 us$230
2. 司機、導遊小費每日 10 美金 = us$120
備註: 建議自行加購旅遊平安險 500 萬+50 萬意外醫療+50 萬突發疾病(含不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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