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希臘古老的神話配上碧海藍天、迷人的小島 ★☆★                           

當代詩人余光中曾說過一句話：”今夜的天空很希臘”，這也就是希臘吸引眾人目光的地

方！雅典為希臘神話故事發源地，有著三千年歷史的偉大城市，造訪愛琴海上兩顆最閃

亮的明珠(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 
                      ～精心規劃，豐富的交通體驗 ～                                                  
▲雅典至米克諾斯島安排搭乘【愛琴海渡輪】，米克諾斯島至聖托里尼島安排搭乘【愛 
  琴海快艇】，盡情徜徉浪漫愛琴海～ 
▲聖托里尼島至雅典安排搭乘【國內段航班】，免夜宿渡輪或費時搭 6-8 小時快船，省 
  時方便，並增加聖托里尼島上的停留時間～ 
★雅典衛城 
建於西元前 5 世紀前後，是希臘全盛時期的建築藝術的最高成就。衛城中最精采的希臘

建築藝術遺跡包括：帕德嫩神殿、伊勒克戎神殿之少女列柱、戴奧尼索斯劇場及伊羅得

音樂廳等。 
★米克諾斯島 
最受歡迎的希臘小島之ㄧ米克諾斯島，獨特的盒子型房屋，藍與白的絕佳色彩搭配，有

藍白島之稱，特安排天堂海灘、地標-五座風車、小威尼斯區，不可錯過的希臘浪漫之旅。 
★聖托里尼島傳說中失落的大陸「亞特蘭提斯」聽說指的就是聖托里尼，他也被譽為愛

情海最迷人的火山島。專車前往伊亞藝術村，欣賞全愛琴海最美的夕陽。保留半天自由

活動時間，您可以漫步於小島上，找尋希臘明信片的藍頂教堂與其他特色景點，讓您有

團體旅遊的方便，更有自由活動的空間。 
★天空之城 許多人都嚮往藍白色調的希臘風情，卻不知道希臘有多達 16 個世界遺產。

相傳在 14 世紀的時候，來自希臘北方的修士來到梅特歐拉，看到這裡的奇岩巨石，彷彿

來到天上人間，令人震懾，因而取名為梅特歐拉（Meteora），希臘語中就是「漂浮在空中」

的意思。這裡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文化與自然雙遺產，成為不朽風景。 
★德爾菲 - 希臘神話傳說之世界中心希臘神話中，宙斯從世界的兩端各派出一隻老鷹，

向世界的中心飛去，他們就在德爾菲相遇，因而這裡成為世界的中心。這裡也是古代最

馳名也最受尊崇的神諭遺址。德爾菲阿波羅神，祂的神諭對於希臘人有極大的影響。據

說人們若能聽從祂的神諭，體會其中的忠告，都可平息很多紛爭。神諭也指引希臘人建

立了許多殖民地，因此後來德爾菲出現了著名的阿波羅神廟組群。 
★☆★ 土耳其～今生必遊！～世界唯一橫跨歐洲與亞洲的奇幻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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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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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假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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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暢遊世界知名的海峽，瀏覽橫跨兩大洲的重要城市－伊斯坦堡的

亞洲區與歐洲區兩岸的風光，及金角灣這個形狀特殊的海灣。 
★『卡帕多其亞岩洞遺址』1985 年入選 經過長年風化水蝕之特殊景觀-格來梅山谷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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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岩洞內還保存有許多濕 壁畫，為拜

占庭藝術中反聖像崇拜後期之獨特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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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搭乘熱氣球，從空中俯瞰這世

界上最壯麗的岩石風化美景。 
★『棉堡』之稱的巴慕卡麗 1988 年入選，源自 200 公尺高、滿載方解石礦的山崖泉水，

創造了巴穆卡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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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堡知性遊覽 
1. 全世界唯一有六根宣禮塔的藍色清真寺 
2.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風格兼容並蓄的聖索菲亞博物館 
3. 君士坦丁地下水庫系統 (地下宮殿) 
4. 充滿鄂圖曼風情的托卡匹皇宮博物館，包含珠寶室及後宮！ 
5. 特別安排進入參觀新皇宮金碧輝煌的多瑪巴切皇宮！ 
6.  Grand Bazaar 傳統市集享受購物殺價樂趣 
7. 馬爾馬雷海底隧道 Marmaray Underwater Rail，全球第一條橫跨歐亞兩洲的海底 
   隧道，邀您搭乘列車，共同見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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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0514- TK025 桃園 伊斯坦堡 21:50 05:10 12 小時 20 分 

0515- TK1881 伊斯坦堡 塞薩洛尼基 07:25 08:45 01 小時 20 分 

0521-OA7349 聖托里尼島 雅典 10:05 10:50 00 小時 45 分 

0522-TK1842 雅典 伊斯坦堡 06:00 07:20 01 小時 20 分 

0522-TK2026 伊斯坦堡 卡帕多其亞 09:00 10:30 01 小時 30 分 

0526-TK 2311 伊姿米爾 伊斯坦堡 09:50 11:05 01 小時 15 分 

0528- TK024 伊斯坦堡 桃園 01:45 18:00 11 小時 15 分 
 

  
第 01 天  05/14 -  桃園      伊斯坦堡                                   

今日搭乘土耳其航空豪華客機，由桃園直飛歐洲文化的搖籃【伊斯坦堡】，隨後轉機飛往

【希臘第 2 大城－塞薩羅尼基(Thessaloniki)】！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土耳其航空 2014 年起連續 4 年在 Skytrax 的評選中榮獲「歐洲最佳

航空公司獎」，每個座位配置有個人 10 吋螢幕，可自由享受機上視聽

娛樂系統。**經濟艙可托運行李 30 公斤。 

TK 025 桃園 21:50 伊斯坦堡 05:10 12 小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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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 X X X   （午餐） X X X   （晚餐）X X X 
【住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05/15- 伊斯坦堡  塞薩洛尼基(239KM、2.5HR) 卡蘭巴卡    

今日班機抵達【塞薩羅尼基 (Thessaloniki) 】 為希臘北部最大城，就位在馬其頓交界處，

曾經早在西元前 300 多年馬其頓帝國時期的首都；也因它鄰近愛琴海，自古以來亦是重

要的貿易港城。時至今日，您還可在塞薩羅尼基感受到昔日大城的繁華榮景，同時又處

處可見古蹟遺址，如今已宛如塞薩羅尼基城市地標的◎【白塔 (White Tower) 】，白塔在

鄂圖曼帝國時期原做為軍事防禦，後來變成監獄，如今已做為拜占庭歷史文化博物館。 
【餐食】 (早餐) 機上   (午餐) 希臘風味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AMALIA KALAMBAKA 或同級 ￥  
第 03 天  05/16- 卡蘭巴卡 (18KM、0.5HR)  梅提歐拉-天空之城      
         (226KM、3HR) 德爾非                                       
前往【梅提歐拉 METEORA (天空之城) 】，這裡因眾神曾經居住過的奧林匹斯山和令人

歎為觀止的梅黛奧拉修道院而聞名於世，1988 年，梅提歐拉的修道院群，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及自然雙遺產。當你身歷其境時，除了讚嘆大自然的美景，面對那

群屹立峰頂的修道院，只能用「上帝的傑作」來形容。★進入 2 座修道院參觀。前往【德

爾菲】，希臘神話中，宙斯從世界的兩端各派出一隻老鷹，向世界的中心飛去，他們就在

德爾菲相遇，因而這裡成為世界的中心，後來德爾菲出現了著名的阿波羅神廟組群，德 
 

TK1881 伊斯坦堡 07:25 希臘/塞薩洛尼基 SKG 08:45 01 小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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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菲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參觀★德爾菲博物館，館內收藏有所謂世界

中心的"地球肚臍":遠眺雅典娜神殿、◎阿波羅神殿及劇場，隨後參觀★阿波羅神殿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希臘風味  (晚餐)飯店內  
【住宿】 AMALIA DELPHI 或同級   
第 04 天  05/17- 德爾非(12KM) 阿拉霍瓦 (173KM) 雅典             
山城小鎮-【阿拉霍瓦】。《太陽的後裔》拍攝地，這個山城位於帕納索斯山，是最著名的

阿波羅神廟就位於帕納索斯山南麓，德爾斐通往古希臘文明中心雅典的必經小鎮，樸實

卻又充滿特色的風景，街道旁販賣著各式木頭製品，保留了許多希臘傳統藝品，可以近

距離感受希臘人生活日常，整齊劃一又方正的房舍建築，看起來有一種火柴盒或積木屋

的感受。地勢南高北低，平均海拔約 960 米，景色開闊壯觀。不似印象中的白與藍，阿

拉霍瓦大多是紅色屋頂。晚上抵達【雅典】。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希臘風味   (午餐) 希臘傳統歌舞表演 
【住宿】 ★★★★PRESIDENT HO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05/18- 雅典 米克諾斯島 (快艇，航程約 2.5 小時 07:30-12:45)       
早餐後，專車前往港口，★搭船前往有「愛琴海上的白寶石」之稱的米克諾斯島， 此島

以明媚的陽光、沙灘、湛藍海洋、慵懶的渡假風情，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公認為

最受歡迎的愛琴海小島之一。遊輪於中午抵達、於餐廳用餐後，搭乘專車前往景色優美

且具特色的國際的●「天堂海灘」，米克諾斯最迷人的海灘，愛琴海的陽光、微風、熱情...
在此盡情展現。帶您前往旅館辦理住宿後，您可自由逛街購物。夜晚的米克諾斯島充滿

歡樂的渡假氣氛，PUB、DISCO、咖啡廳及餐廳等等，正向您張開雙臂，歡迎著您的到來。 
【特別安排】乘船前往米克諾斯島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米克諾斯島舊港海景餐廳（晚餐）日落風味餐廳 
【住宿】★★★★APHROGITE BEACH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05/19-米克諾斯島 聖托里尼島(快艇，航程約 2 小時(13:35-16:20)    
今日前往碼頭，★搭船至愛琴海上最具代表性的景觀–夢幻大陸亞特蘭提斯傳說的聖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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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島。聖托里尼沿著懸崖建起的白色城市，從海上看彷彿山頂積雪一般美麗。傍晚安排

專車前往島嶼西北端，有藝術家天堂之稱的伊亞，是座名符其實的地中海藝術村，藝術

家們利用海邊的巖穴小屋築起自己的藝術天堂，隨處可見的藍頂白牆教堂及鋪石步道。

也不能錯過伊亞著名的夕陽美景，每天傍晚一到，大批遊客搶著靠海位置，欣賞有全世

界最美夕陽之稱的「愛琴海日落」。島上專車：在米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觀光行程，皆

安排搭乘專車，省時又方便。 
【特別安排】乘船至聖托里尼島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伊亞小鎮特色料理 
【住宿】★★★★DAEDALUS HOTEL 或同級  
第 07 天  05/20-聖托里尼島                                             
今日您可盡情享受島上悠閒的氣氛。費拉，聖托里尼島的首邑，整座島上最熱鬧的地方。

午後安排搭乘★纜車，欣賞秀麗的風景，纜車依著陡峭的崖壁而建，300 公尺的海拔落差，

透過纜車的窗子可以感受陡降的過程。★騎乘驢子則是一種有趣的體驗！隨著驢子的步

伐而搖搖晃晃，穿梭在雪白巷弄間，感受浪漫迷人的氛圍。隨後可自由漫步，欣賞處處

可見如詩如畫的景致；或於露天咖啡座，享用香醇的咖啡；同時落日的夕陽，更是您不

可錯失的美景。專車帶您前往★卡馬利海灘 Kamari Beach，卡馬利海灘又名黑沙灘，以

火山爆發遺留的黑色卵石灘為名，是世界上少數黑色沙灘，海水卻是極為清涼、乾淨。 
【特別安排】纜車、騎乘驢子、卡馬利海灘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懸崖景觀餐廳 （晚餐）愛琴海傳統風味 
【住宿】★★★★DAEDALUS HOTEL 或同級  
第 08 天  05/21-聖托里尼島 JTR  雅典 ATH                          
 請注意，希臘 [聖托里尼]-[雅典] 國內班機-嚴格限制每人 1 件 20 公斤。  

早餐後搭機前往希臘首都–雅典。前往全世界建築藝術愛好者必去朝聖之地▲衛城。山頂

上包含著名的●巴特農神殿，被認為是多立克式建築的登峰造極之作，有「希臘國寶」之 
 

OA7349 聖托里尼島 10:05 雅典 10:50 00 小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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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及六個神態不同的女神雕像所撐起的●伊瑞克提歐神殿，在此您可見識到希臘建築兼 
具理性與神話之美的獨特風格。隨後遊覽融合現代與歷史的雅典市–●宙斯神殿、●雅典大

學、▲奧林匹克運動場，沿路經◎總統府（或無名戰士紀念碑）前，觀賞著紅帽白裙傳

統服飾、神情肅穆的衛兵，必定讓您印象深刻。特別安排參觀▲國家考古博物館，希臘

境內最大的考古學博物館，收藏了由希臘各地古代遺跡出土無數珍貴的展品。將於行程 
中將特別安排搭★電車體驗當地風情。 
【入內參觀】衛城、奧林匹克運動場、國家考古博物館 
【特別安排】電車體驗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土耳其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PRESIDENT HOTEL 或同級  
第 09 天  05/22-雅典   伊斯坦堡   卡帕多其亞 NAV                         

今早搭乘土耳其航空前往伊斯坦堡再轉搭國內線班機飛往安那托利亞高原中部的岩石城

市—卡帕多奇亞。參觀景點玫瑰谷 Rose Valley ：此處隨火山爆發形成石灰岩層，經過河

流、強風不斷侵蝕，造就各種顏色、及千奇百怪的的圓錐型和磨菇型岩石，其壯觀程度

值得您前來欣賞。在這座粉紅色的峽谷裡，也是卡帕多奇亞看夕陽的好地點。  
【特別安排】國際航班+內陸航班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鄂式烤鱒魚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 
【住宿】CRYSTAL  KAYMAKLI 或同級  
第 10 天  05/23- 卡帕多其亞 ～感受大地與人之間的巧妙關係                                        
今早安排★熱氣球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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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為十大地球美景之一。有著悠久 

TK1842 雅典 06:00 伊斯坦堡 07:20 01 小時 20 分 

TK2004 伊斯坦堡 12:40 卡帕多其亞 13:55 01 小時 15 分 

http://www.bwt.com.tw/eWeb/TKT/city_search_right.asp?NATN_CD=TU&search_tp=CITY


10 
 

 
 
 
 
 
 
 
 
 
 
 
 
 
人文歷史的卡巴多奇亞，西臺人曾在此建立強大帝國，波斯人給他最美的名字「美麗的

馬鄉」。堪稱為土耳其旅遊十大必體驗之首的「卡帕多其亞的熱氣球」，帶您凌空欣賞卡

帕多其亞的特殊地貌，體驗遨翔天際的爽颯！炙手可熱的熱氣球行程，可不是隨時都有，

須在旭日初昇之際才行，還得要天時、地利、人和完美配合。您可近距離地觀看到令人

嘆為觀止、鬼斧神工的各式石頭和洞穴地形。直達雲層之上，盡情飽覽這片一望無際的

遼闊大地，留下畢生難忘的旅遊體驗。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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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士紛紛逃難至卡

帕多奇亞，他們發現卡帕多奇亞的岩石非常適合挖鑿建屋，複雜的地形更適合躲避羅馬 
軍隊的追殺，於是就地將岩石改造成住屋、教堂、修道院，並挖掘避難用的地下城市。

西元 7 世紀，阿拉伯人入侵，基督教徒再度受到迫害，許多人又跑到卡帕多奇亞地區躲

避。11 世紀，卡帕多奇亞地區已經有超過一千座宗教建築，我們將遊覽幾個巧奪天工的

奇石造景區，●蘑菇谷 Pasabag、●駱駝岩 Camel Rock、●烏其沙城堡 Uchisar Castle、●獵
人谷 Hunting Valley 等，並造訪▲果里美露天博物館 Goreme Open-air Museum、▲凱馬克

利地下城 Kaymakli Underground City。爾後拜訪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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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蘑菇谷、駱駝岩、烏其沙城堡、打獵谷 
【入內參觀】果里美露天博物館、凱馬克地下城、傳統手工地毯工廠 
【特別安排】(自費)熱氣球之旅 US220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鄂式傳統陶甕+烤羊料理  （晚餐）飯店內 
【住宿】CRYSTAL  KAYMAKLI 或同級  
第 11 天 05/24 卡帕多其亞(239KM)  孔亞(251KM)  巴慕卡麗            
早餐後前往土耳其著名的伊斯蘭教信仰中心–孔亞，沿途安那托利亞高原鄉村的恬適風光

盡收眼底，還可看到土耳其著名的哲學家兼幽默大師—赫加，倒騎驢子的雕像。抵達後

參觀伊斯蘭教哲學家兼詩人▲梅夫拉納博物館及土耳其式陵墓，笛音及靜禱聲瀰漫著一

股莊嚴肅穆的氣氛，舉世聞名的旋轉舞即源於此地。隨後前往有「棉堡」之稱的巴穆卡

麗，此地因泉水中富含石灰質與層層疊起的特殊景觀聞名於世，一窪窪的雪白質地在夕

陽的照射下，形成透著藍綠水光的梯田。今晚您可於飯店內，著泳裝享受含有礦物質療

效的溫泉，消除旅途的疲勞，迎接更精彩的旅程。 
【入內參觀】梅夫拉納博物館 
【餐食】（早餐）飯店內（午餐）古驛站土式餐食佐 Pide 風味餐（晚餐）飯店內 
【住宿】★★★★★PAM THERMAI HOTEL  或同等級溫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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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05/25 巴慕卡麗(166KM) 艾菲索斯(20KM) 庫薩達西            
早餐後前往巴穆卡麗當地最著名的●石灰棚，在此您可以脫掉鞋襪，試著走在白色的石灰

岩地形上，讓腳丫子享受泡溫泉水的樂趣；或著自行前往古羅馬時代遺留下來的希拉波

里斯古城及古墓區等遺跡參觀。爾後前往▲聖母瑪利亞故居，傳說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

聖母瑪利亞由聖約翰陪同離開以色列後，即遷居至土耳其安度晚年，位於以弗所附近的

座落在茂盛樹林間的石屋，已成為基督教徒朝聖要地。接著前往艾菲索斯參觀 UNESCO
定為世界遺產之一的▲艾菲索斯古城，曾是亞細亞地區最富庶繁榮的都市，也是聖經新

約〈啟示錄〉中七教會之一，城邦遺跡保留相當完整，可看出羅馬時期完善的都市規劃， 
令人嘆為觀止。 
【下車參觀】石灰棚 
【入內參觀】聖母瑪利亞故居、艾菲索斯古城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土耳其風味餐（晚餐）飯店內 
【住宿】LE BLEU  HOTEL 或同級  
第 13 天 05/26 庫薩達西  伊姿米爾 ADB   伊斯坦堡                              

早餐後，前往伊茲米爾機場搭機前往–伊斯坦堡。伊斯坦堡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交通樞

紐，歷史上曾為羅馬、拜占庭與鄂圖曼帝國的千年古都，各個帝國都在此留下了無數珍

貴的歷史痕跡。再搭配上伊斯坦堡迷人的三面環水及丘陵起伏的地理景觀，讓她榮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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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抵達後，造訪▲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是 15 世紀到 19 
世紀叱吒風雲的鄂圖曼帝國蘇丹王的皇宮。昔日蘇丹王就是在此運籌帷幄，▲特別安排

托普卡匹皇宮後宮，帶您進入伊斯蘭世界的深宮內院一探究竟。接著來到▲珠寶室

Treasury 參觀，歷代蘇丹王的寶劍、首飾莫不金光閃閃，令人不願移開目光，最有名的是

一顆 86 克拉的大鑽石，當然別忘了眺望瑪爾瑪拉海與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美景。隨後搭上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它不但讓伊斯坦堡分屬歐、亞大陸，鄂圖曼帝國更藉著這片水

域通過黑海，把勢力從巴爾幹半島直通維也納。海峽兩岸散佈著蘇丹王的夏宮、貴族別

墅及富豪華宅，透過遊船欣賞如畫的風光，並體驗在短時間內往返歐、亞兩大洲的樂趣。 

TK2311 伊姿米爾 09:50 伊斯坦堡 11: 05 01 小時 15 分 

http://www.bwt.com.tw/eWeb/TKT/city_search_right.asp?NATN_CD=TU&search_tp=CITY


12 
 

 
 
 
 
 
 
 
 
 
 
 
 
▲多瑪巴切皇宮 Dolmabahce Palace 皇宮座落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左岸，皇宮設計以華麗繁

複的巴洛克建築為主，加上鄂圖曼的東方線條，讓她成為博斯普魯斯海峽旁最耀眼明珠，

金碧輝煌的程度可媲美歐洲宮廷。◎2013 年嶄新通車的「馬爾馬雷」鐵路隧道，全長 13.6
公里，其中 1.4 公里的跨海峽海底段在海床下 50 多公尺建造，最深達 60 公尺，是世界第

1 條連接歐亞大陸的海底鐵路隧道，橫跨歐亞僅需 4 分鐘。從伊斯坦堡連結海達帕薩的新

式高鐵，總工程費約 40 億美元，是東西方工程智慧的結晶，同時也是英國倫敦至中國北

京「絲綢鐵路」的一環。<皇宮參觀時間依當地預約而前後調整> 
【特別安排】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托普卡匹皇宮餐廳  （晚餐）海鮮景觀餐廳 
【住宿】MOVENPICK GOLDEN HORN 或同級  
第 14 天 05/27 伊斯坦堡   桃園       01:45                                                
早餐後，遊覽伊斯坦堡東羅馬帝國與鄂圖曼帝國時期的舊城區，▲聖索菲亞大教堂 St. 
Sophia Muse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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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

地下蓄水宮殿 Cistern Basilica，美麗而造型各異的大石柱支撐起巨大的拱頂，宏偉的規模

宛如一座地下宮殿。●藍色清真寺 Blue Mosque，建於 17 世紀鄂圖曼帝國鼎盛時期，建築

內舖上藍色調、回教風格的瓷磚，美得讓人屏氣凝神。下午安排於★齊拉岡皇宮享用下

午茶，感受那被融入古代宮廷風的現代奢華，傍晚前往●傳統大市集 Grand Bazaar，現今

它是中東最大的市集，至少有 3000 家以上的土耳其傳統商店。多采多姿、琳瑯滿目的各

式土耳其傳統與紀念商品，體驗異國情調及享受殺價購物的樂趣，也順道帶點收穫給遠

方的親友吧！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回台。 
【入內參觀】聖索菲亞大教堂、古羅馬地下蓄水宮殿 
【特別安排】齊拉岡皇宮下午茶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少女塔景觀餐聽  （晚餐）HARD ROCK 美式餐廳 
【住宿】豪華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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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天 05/28 - 桃園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愉快之土耳其+希臘浪漫小島之旅。 
【餐食】（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註 1：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

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

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上述行程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提供之資料為主 
 
一、土耳其簽證事宜   

參團本人需持中華民國護照(有效期 6 個月以上)： 

※土耳其：需辦理電子簽證：請備妥以下相關資料：一、護照影本(需本人簽名，不得塗改)；二、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 18 歲者請附戶口名簿影本)；三、旅客基本資料表。 

 
 

人  數 

團費 

 刷  卡 備  註 現 金 

15 ~ 19 118,900 付現金折 3000 = 115,900 

20 ~ 24 114,900 付現金折 3000 = 111,900 

25 ~ 29 112,900 付現金折 3000 = 109,900 

30 以上 112,500 付現金折 3000 = 109,500 

費用包含：▓責任保險: 伍佰萬(含二十萬醫療險) 

▓機場稅、燃料附加稅  

▓全程領隊小費、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以 106/01/09 之稅金為主，日後有調漲或調降則多退少補) 

   自費行程 : 熱氣球 US220/人                                                    
 
 
 

班機號碼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到達地點 到達時間 飛行時數 

0528- TK024 伊斯坦堡 桃園 01:45 18:00 11 小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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