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4.17 五星 土耳其全覽  熱氣球 10 天 (土耳其航空)  
～番紅花城、單程中段飛機、WIFI 巴士、鬱金香～ 

 

NT:73,800 元/人 含稅簽、導領&行李小費、兩人一台 WIFI(或網卡)  
 

行程特色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贈送: 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購物站 3 站:地毯、皮衣、珠寶。 

◎特別安排~【卡帕多奇亞熱氣球之旅】 
註 1：預訂搭乘熱球為行程第 4 天早上，當日若因氣候因素導致無法搭乘時，會再次預訂隔日搭乘；遇搭乘客滿

無法預訂或因氣候不佳基於安全理由取消時，領隊將於當地退費 USD80(每人)，敬請見諒。 

註 2：若因個人因素及受限身高 120 公分以下之兒童致無法搭乘熱汽球時，則恕無退費。 

 

◎特別安排~每人一台導覽精密耳機組 

 
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

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特別安排：【二人一台網路分享器】(或網卡) 

 
1. 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由 2G、3G 及 3G+。 

2. 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3. 為避免超量造成網路服務中斷，建議在出國前先將 Dropbox、iCloud、APP 自動更新等程式關閉。 

 

 

 

 

 



土耳其～橫跨歐亞兩洲迷人的千年古城之國 
身為古文明搖籃的土耳其，位於亞洲大陸西端，是一座連結歐亞的天然橋樑，也是唯一橫跨歐亞兩洲

的國家，地處歐亞交界處的土耳其，有馥郁的文化遺產、濱海渡假的慵懶氣息，同時匯聚東西方文化

的精髓，神話古城，隨處皆是如詩如畫；體驗獨一無二的動人美景，看盡無數珍貴歷史痕跡。讓我們

穿越絲路上的古老驛站，擁抱藍色土耳其的綺麗風光。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04/17 TK-025 桃園 伊斯坦堡 22:15 06:00+1 

04/24 TK2313 伊茲米爾 伊斯坦堡 11:00 12:20 

04/26 TK-024 伊斯坦堡 桃園 02:10 17:5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 / 伊斯坦堡機場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航向橫跨歐亞兩洲的文

明搖籃～土耳其。Hos geldiniz！歡迎來到土耳其！法國詩人拉馬丁說：如果只能看這個世界一眼，那

就看伊斯坦堡吧！ 

 

註1：本團型車上將會推薦土特產，您可依個人需求購買。 

註2：本行程使用之五星飯店為當地區域評鑑五星，非國際連鎖五星酒店或為國際星級標準評鑑等級，

特此說明，敬請理解。 

早餐：X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夜宿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426KM)番紅花城 Safranbolu 

清晨抵達伊斯坦堡阿塔圖克國際機場，展開歐亞古文明土耳其之旅。 

【番紅花城】保存最完整鄂圖曼文化的最美麗山城，1994年入選為世界人類遺產，這裡沒有太多現代

化的建築物，居民依舊保持純樸的性情，歷史在留下了痕跡，房屋的雕工精細，令人相當感動。參觀

鄂圖曼市長官邸，更可前往希德爾立克山丘，此處是最漂亮的觀賞城鎮的地方，可一覽古色古香的山

城浪漫美景。 



 

今晚入住番紅花城區，讓您體驗山城之美。 

註：番紅花城整座城被列入UNESCO古蹟保護，在城區裡找只有類似台灣民宿的老房子可以安排，在

舒適度和方便性都無法和觀光級飯店並論。或許您會覺得今晚下榻的旅館您會覺得不怎麼樣，但是您

今晚將睡在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內。 

 

【入內參觀】番紅花城、鄂圖曼市長官邸 

【下車拍照】希德爾立克山丘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土耳其烤肉料理       晚餐：民宿內用晚餐 

住 宿：番紅花鄂圖曼民宿飯店 ZALIFRE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番紅花城→(230KM)安卡拉 Ankara【凱莫爾陵寢、文明博物館】 →(309KM)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安卡拉】土耳其的首都，也是土耳其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安卡拉位於安格里蘇河河畔，不但是一個

現代化的歐洲大都市，更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色彩。城市中四處可見西台人、佛里幾亞、古希臘、羅

馬、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文明遺留下來的古老城堡和遺址。 

【凱莫爾陵寢】國父凱莫爾於 1938 年病逝，民眾為了感念他，特別於 1944 年興建紀念館，花了 8 年

的時間才完成這融合東西方文化與風格的莊嚴建築，紀念館為凱莫爾先生的陵寢，此陵寢乃融合了古

西臺神殿、希臘羅馬、拜占庭、及回教之建築特色而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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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紀念館則歌頌國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獨立革命戰爭中，所參加過

的大小戰役，以生動的油畫及逼真的模型呈現，栩栩如生且感人肺腑，不時還傳來國父真誠動人的演

講，於紀念館廣場上可遠眺安卡拉市迷人的風光。 

【文明博物館】大約建於 1471 年，是由當時貴族官邸的舊倉庫改建而成的，曾在 1997 年當選為首屆

「歐洲年度最佳博物館」。  
這裡展示著安那托利亞地區的文明歷史，包括舊石器、新石器、哈提、西泰特、菲爾吉斯、烏拉爾、

羅馬和利迪亞等各個時代的珍貴文物，其中尤其以西台王國的文物最為著名。  
【鹽湖】土耳其的第二大湖，位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東南方 150 公里；古代此地位於海底，岩層內富

含鹽份，夏季的雨水及冬季的雪水將岩層內的鹽份洗刷出來，造就了今日的鹽湖。湖泊的面積隨季節

而變換，春天溶雪時水位最高。夏季日光曝曬時間較長，湖面看似一層白色的結晶，在陽光照射下閃

閃發光。白色的鹽堆成像雪一樣的小丘。 

【卡帕多奇亞】位於土耳其中部安納托利亞高原，這片地區是土耳其最具視覺震撼的地區。當你看到

千年前的火山爆發和長年風雨侵蝕後，形成的這些形態怪異的月球地貌的時候，你自然會理解了爲什

麽這裏被稱爲怪石堡。火山岩洞、地下洞穴、山谷裂縫，以及一支支矗立而上的精靈煙囪，加上倍感

滄桑的褶皺石層遍布在整個地區，而恰恰這片貌似荒蕪的地帶，卻又和基督教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 

【土耳其石展示中心】它是很古老的寶石，有從天藍色到綠色的變化，印地安人將土耳其石當作聖

石，歐洲人將它當成禮物來送人，更能發揮祝福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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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內參觀】凱莫爾陵寢、土耳其石展示中心 

【下車拍照】鹽湖 

早餐： 民宿內用早餐(較為簡單)    午餐：土耳其旋轉烤肉+烤餅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 

住 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或 洞穴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卡帕多奇亞【熱氣球之旅、哥樂美露天博物館、奇石區、凱馬克勒地下城、 

洞穴秀場旋轉舞】 

【特別安排~卡帕多奇亞熱氣球之旅】 

近年來卡帕多奇亞的熱氣球之旅相當的熱門且受到歡迎。從旅館搭車出發到熱氣球升空地點，晨曦裡

大地呈現灰矇矇的亮，有準備一些簡單的餅乾、熱茶與咖啡，先填點空腹暖暖胃，一邊等氣球膨脹起

來。(全程活動約 1 小時)，俯瞰卡帕多奇亞宛如天外星球般的蠻荒。 

 

★完成熱氣球之旅後，特別開香檳慶祝並且發證書給每位貴賓。 

註 1：預訂搭乘熱球為行程第 4 天早上，當日若因氣候因素導致無法搭乘時，會再次預訂隔日搭乘；遇

搭乘客滿無法預訂或因氣候不佳基於安全理由取消時，領隊將於當地退費 USD80(每人)，敬請見諒。 

註 2：若因個人因素及受限身高 120 公分以下之兒童致無法搭乘熱汽球時，則恕無退費。 

 

【奇石區】有全世界最壯觀的風化區，觸目所及盡是被吹殘後的天然石雕，有高聳陡峭的、有看似駱

駝的，柱型、錐形等，帶您遊覽幾個巧奪天工的奇石造景區：蘑菇谷、駱駝岩、烏其沙城堡、獵人谷

等。 

【凱馬克勒地下城】看似不起眼的入口居然裡面別有洞天，這些公元前 400 年就存在的地下城，設置

了有序的通道、通氣孔、生活用水和排水系統，除此之外還有教壇、教室、臥房、廚房、庫房等功能

各異的洞穴，我們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事情，在地下城裡都能找到，龐大的地下城還能同時容納近萬人

居住生活。 

【哥樂美露天博物館】1985 年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由幾個洞穴教堂所組成，是個特殊的宗教區，

處處可見大自然神奇的火山熔岩地形。當初是基督教徒為了躲避追殺，將火山岩鑿成教堂，擁有美麗

的拜占庭濕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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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特別安排於堪稱本區特色的★洞穴秀場，欣賞迴旋舞、肚皮舞等傳統民俗表演。 

 

【特別安排】熱氣球 

【入內參觀】哥樂美露天博物館、凱馬克勒地下城、傳統手工地毯工廠 

【下車拍照】蘑菇谷、駱駝岩、烏奇沙城堡、獵人谷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耳其特色陶甕料理(每人一甕)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 

住 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或 洞穴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卡帕多奇亞→(243KM)孔亞 Konya(古驛站、加泰土丘、梅夫拉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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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驛站都已經成為廢墟了。 

【孔亞】位於卡帕多奇亞到地中海岸間，中世紀塞爾柱土耳其帝國時期的首都。孔亞一直都是穆斯林

朝聖之地，因為這裡是他們精神領袖梅夫拉納終老的地方，也是土耳其知名旋轉舞的發明者。 

【加泰土丘】2012 年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加泰土丘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鎮，這裏有新石器時期與銅器時期的遺址，是當時相當大的定居地。居民

約有 7000 人，佔地約 30 英畝，十二個建築層涵蓋了西元前 6500 至 5650 年之間的一千年。加泰土丘

城鎮的房屋是用磚砌成，整座城市呈蜂窩狀排列，整齊劃一。房屋沒有門，但有窗子，人們從屋頂進

入室內。由於房屋是相連在一起，所以需要經過彼此的屋頂才能到自己的家。這類住屋大約有 1000 

座，屋內塗抹灰泥，十分整潔，有些房間以壁畫為裝飾。 



【梅夫拉納博物館】13 世紀時是蘇非教派的文化與教育中心，內有學校、宿舍與清真寺，欲成為蘇非

教派的信徒，需在此通過 1001 天的服務人群課程考驗，蘇非教派認為因為自我的意識與才智，讓人有

著凌駕萬物的優越感。藉著服務眾人，可以放下自我，將靈魂昇華到如同上帝般視萬物如一的愛和至

善的境界。  

 

【入內參觀】梅夫拉納博物館、加泰土丘 

【下車拍照】古驛站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鄂圖曼式鐵板料理+土式披薩 Pide(無限享用)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 

住 宿：★★★★★ GRAND HOTEL KONYA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孔亞 Konya→(405KM) →巴慕卡麗 Pamukkale 

【巴穆卡麗】1988 年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原是古代溫泉遺蹟，因地下水含鈣質，自山頂徐徐流下，流經處的鈣化物沉澱，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

半圓型梯狀小池，因其特殊的白石地看起來有如棉花，所以又稱棉堡。 

【棉堡】特殊的地理奇景，每年吸引上百萬遊客到此一遊，潔白有如棉花築成的獨特自然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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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形成的，並經年累月的堆積，形成如此壯觀的自然奇觀；古羅馬時代以來，此地就成為貴族專屬的

療養勝地！ 

安排參觀融合古希臘、古羅馬、猶太人及早期基督教等文化元素的希拉波里斯古城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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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統治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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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特別安排住宿當地特色溫泉飯店，讓您舒緩旅途的勞頓，今晚可沉醉於此美麗的溫泉鄉。 

 

【入內參觀】棉堡、希拉波里斯古城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8 菜一湯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 

住 宿：★★★★★ LYCUS RIVER THERMAL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巴慕卡麗→艾菲索斯 Ephesus→(19KM)庫薩達西 Kusadasi 

【艾菲索斯】2015 年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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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遺

跡於二十世紀初陸續挖掘出土，可看見大理石鋪面的街道、古代的市集、體育場、劇場、神殿或圖書

館等宏偉的遺跡，史料中表示艾菲索斯於西元 17 年時歷經一次大地震，後來羅馬人展開修補動，而後

因基督教文明的興起，此古城才逐漸被棄置；但這還是地中海東部地區保存最完整的古都，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希臘羅馬古城，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列為世界遺產，是必看的景點。 

 

【皮衣工廠】邊看帥哥美女走秀，一邊品嘗土耳其著名的蘋果茶。有機會也可上台體驗當 MODEL 的

樂趣。 

 

接著前往愛琴海邊最美麗的度假勝地～庫薩達西。不久之前，這裡還只是一個寂靜的漁村，受到一座

破敗不堪的熱那亞古堡保護。現在，它已經是土耳其愛琴海最熱鬧的渡假點，周邊海岸有不少絶佳的

海灘。今晚夜宿於此。 



 

【入內參觀】艾菲索斯、皮衣工廠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耳其傳統古味奇 Guvec 自助式料理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 

住 宿：★★★★★ FANTASIA HOTEL DE LUXE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庫薩達西 Kusadasi →(73KM)伊茲密爾 Izmir／伊斯坦堡【博斯普魯斯海峽遊

船、塔克辛廣場】 

搭乘國內段班機返回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1985 年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是土耳其最大城市，的經濟、文化和歷史中心。它坐落

於土耳其西北部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位於馬爾馬拉海和黑海之間，橫跨歐亞大陸。西元前 660 年

左右，該市以「拜占庭」之名建立於薩拉基里奧角，並在此後逐漸發展為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城市之

一。公元 330 年該市重建為君士坦丁堡，並在此後的近十六個世紀內先後成為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

國、拉丁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首都。在羅馬和拜占庭帝國時代，它對基督教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而在 1453 年鄂圖曼帝國征服該城之後，它成為了伊斯蘭教的中心和鄂圖曼帝國哈里發的駐地。伊

斯坦堡是古絲綢之路的途經地，也是歐洲和中東的鐵路網絡之間、黑海和地中海間海路的必經之地，

使的伊斯坦堡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由此也哺育了兼收並蓄的人口和文化。 

【船遊博斯普魯斯海峽(整團包船)】在博斯普魯斯、黃金角地區及瑪爾瑪拉三面水域帶給伊斯坦堡特殊

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定位中，又以博斯普魯斯海峽最為重要，它不但讓伊斯坦堡分屬歐、亞大陸，更讓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藉著這片水域通過黑海，把勢力從巴爾幹半島直通維也納。沿著海峽兩岸散佈蘇丹

王的夏宮、貴族的別墅及華宅，透過遊船您可欣賞如畫的風光，並體驗在短時 間內往返歐、亞兩大洲

的樂趣。 

註：不另售自費行程，也不擠公共船；包船是為了不與其他國家的背包客或團體一起搭乘，讓您可以

自在的享受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的風光，也增添了安全性。 

【塔克辛廣場】您可當個浪漫的旅人來個 WINDOW SHOPPING，一邊欣賞兩旁洛可可及巴洛克混搭的

建築，沿路至少有上百家各式的土耳其商店，從歐陸的流行品牌到土耳其的平價商品，從平常的沙威

瑪到琳瑯滿目的紀念品，讓您精神振奮，眼睛為之一亮。 

註：若遇塔克辛廣場有活動不克前往時，將改至有頂大市集參觀。 

【特別交通工具安排】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入內參觀】塔克辛廣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加拉達橋下烤魚花枝料理     晚餐： East & Food   中華料理 8 菜一湯 

住 宿：★★★★★ TITANIC BUSINESS GOLDEN HORN 或 同級旅館  

 

第 9 天 
伊斯坦堡【藍色清真寺、古羅馬賽馬場、聖索菲亞大教堂、托普卡匹皇宮、

居爾哈内公園、香料市集】→機場 

【藍色清真寺】由鄂圖曼帝國第 14 代蘇丹艾哈邁德一世 1609 年動工、1616 年完成。模仿聖索菲亞博

物館加以創作，有 6 個尖塔為其特色，一般伊斯蘭清真寺只有 4 個尖塔，原因是當初艾哈邁德一世說

要以黃金(和 6 的發音近似)打造，建築師誤聽為 6，於是成了 6 座尖塔。 

【古羅馬賽馬場】藍色清真寺的西側綠意盎然的公園，是羅馬時代的賽馬場遺址；此賽馬場是歷史最

悠久，也是與君士坦丁大帝等歷代君王息息相關之場所。現存三根古埃及紀念碑即是見證伊斯坦堡興

衰榮枯的最佳見證。 

【聖索菲亞大教堂】結合東西方建築精神，融合基督教與回教兩大宗教的教堂，世界最大的教堂這個

稱號維持將近一千年，直到羅馬梵諦岡的聖彼得大教堂興建好，如今她的規模還能排到世界第五。 



【蘇丹舊皇宮托普卡匹皇宮】見證了鄂圖曼帝國從是 15 世紀到 19 世紀期間叱吒風雲的歲月，當年蘇

丹王就是在此運籌帷幄治理天下、謁見使臣，並在此與妻妾子女共同生活袌居，現今開放成為博物

館，開放給民眾參觀。托普卡匹皇宮翻譯過來為「大炮之門」，昔日碉堡內曾放置大砲，故以此命

名；在這裡當然別忘了眺望馬爾馬拉海與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美景。 

註：托普卡匹皇宮週二休館，若遇到休館時間，行程會做調整。 

 

【居爾哈内公園】每年 4 月，一年一度的國際鬱金香花季就在伊斯坦堡。居爾哈尼公園(Gülhane 

Park)，目前是伊斯坦堡最大，最古老，也是最漂亮的公園，這裡有參天的古樹和蔥鬱的花草，各種顏

色的鬱金香花朵組成的藍眼睛造型，也只有在這裡可以欣賞得到。鬱金香是土耳其的國花，而當地喝

土耳其茶所用的杯子，也因為杯型像鬱金香一樣而取名。相信全世界人都會把鬱金香聯想到荷蘭身

上，但其實鬱金香是從昔日的鄂圖曼帝國傳入歐洲的，說土耳其是此花的故鄉，也不為過。 

註：如遇天候因素(下雨、氣溫)或農夫修整花田等不可抗力因素，鬱金香花未綻開或凋謝，無法欣賞此

壯觀美景，則以現場實境為準，謝謝您的知悉！ 

 

【香料市集】過去是鄂圖曼帝國專賣來自埃及貢品的市場，現在是觀光客必去朝聖的地方。各色各樣

的香料一字排開、一應俱全。攤販販賣各式各樣的土耳其特產；包括蜂蜜、水果及乾果；還有玲瑯滿

目的紀念品。這裡應有盡有。 

 

晚餐後，由領隊辦理登機手續，整頓行囊，將土耳其這美好的旅程收入最珍貴的回憶中，凌晨搭乘班

機飛往台灣。 

 

【入內參觀】藍色清真寺、托普卡匹皇宮、聖索菲亞大教堂、居爾哈内公園、香料(埃及)市集 

【下車拍照】古羅馬賽馬場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機上 

 

第 10 天 伊斯坦堡 / 桃園機場 

凌晨由領隊辦理登機手續，整頓行囊，將土耳其這美好的旅程收入最珍貴的回憶中，搭乘班機返回桃

園。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土耳其簽證特別説明】 

持台灣護照 

土耳其電子簽證，請您提供完整關簽證資訊，可代為上網申辦停留 30 天、單次入境的電子簽證，如您

電子簽證申請遭拒件，需自費改為至土耳其駐華貿易辦事處申請土耳其簽證，已送之電子簽證恕無法

退費，敬請您見諒並感謝您的理解。 

★土耳其電子簽證準備資料： 

1.護照影本(效期需返國日起算六個月以上、簽名欄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十八歲者請附戶口名簿正反面影本〉。 

3.基本資料：公司、住家電話及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