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值土耳其 11 日～特洛伊、惜林階、棉堡、岩城
伊斯坦堡、七晚五星飯店
出發日期：2019/2/15、16、18

3/1、4、8、9、11、16、18、22、25
現金優惠價：39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 特別安排超值好禮大方送 ～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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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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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土耳其天然泥漿浴、溫泉魚療 (卡帕多其亞洞穴 SPA)～
特別加贈土耳其天然泥浴洞穴「泥漿浴」(請自備泳裝) 及「溫泉魚療」(請穿著便於拉至膝蓋長褲、短褲或裙
裝)，天然礦泥可以清潔皮膚，並保持膚色明亮光滑，泥浴也能有效的加?免疫系?，舒解壓力，同時也因其具
有抗氧化性所以能?有效的緩解老化，對於皮膚和骨骼方面的問題都有很好的療效。溫泉水裡悠遊著一種耐高
溫的小魚，當您一入池「魚醫生」就迅速自四方聚攏在身邊，輕輕啄食腳上的皮膚角質，牠們不會碰觸健康
部位的肌膚，來自全球各地的旅客，總是不遠千里而來嘗試。(價值 60 美金)
註 1：本行程為年度專案贈送性質，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時，恕無法另行退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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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行程特別安排搭乘阿聯酋航空，以全新機型兩艙等Ａ３８０客機，台北直飛杜拜轉機，飛往伊斯
坦堡，省時又舒適，經濟艙可攜托運行李３０公斤，帶您一同體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與眾不同的舒適感受～ ～
～ 阿聯酋航空（Emirates）獲得 Skytrax 2016 年度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一名的榮譽 (Airline of the Year 2016) ，
及世界最佳機上娛樂航空公司！搭乘阿聯酋航空的旅客，皆可在機艙內體驗獲獎無數的 ice 機上娛樂系統，享
受超過 2,000 個電影、電視和音樂頻道、各式餐點及飲品；台北/杜拜/台北段空中免費 Wi-Fi 上網服務（中國
大陸領空不適用）
，讓旅程更加舒適便利。 (台北/杜拜/台北段安排最新 A380 雙層廣體客機，如遇航空公司因
素更改機型，則以其它機型替代)
～ 五大世界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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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晚五星飯店，經典土耳其舒適住宿 ～
◎ 特別安排升等七晚五星飯店住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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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EK367

台北(桃園)

杜拜

23:45

05:45+1

去程

EK123

杜拜

伊斯坦堡

10:45

14:50

回程

EK122

伊斯坦堡

杜拜

20:05

01:20+1

回程

EK366

杜拜

台北(桃園)

04:45

16:5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杜拜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
乘豪華客機飛往杜拜轉機，飛往世界上唯一航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土耳其，因長程飛行故夜宿飛機上。

杜拜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國際航空站，已連續幾年蟬聯全球最佳購物機場，免稅店 24 小時敞開著大門，世界
知名品牌林立與歐美流行風尚保持高度的同步。在這裡到處是誘人的價格，休息區寬敞舒適的躺椅；免費的
無線網路，以及特色化的餐飲服務。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二天 杜拜／伊斯坦堡
班機於午後抵達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 Istanbul，出關後前往享用晚餐後安排入住飯店休息，睡飽覺、
養足體力後，隔日展開此行豐富的知性之旅。
【貼心安排】 經過長途飛行之後抵達的這一天，為避免出關後繼續長途拉車的勞累，我們刻意安排當晚住宿
伊斯坦堡五星級飯店，讓你享受充分休息後，隔日繼續展開此行豐富的知性之旅。
餐食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 土耳其風味料理
住宿 : 伊斯坦堡
RAMADA PLAZA TEKSTILKENT ★★★★★ 或 RADISSON BLU AIRPORT ★★★★★ 或
Retaj Royale ★★★★★ 或同級

第三天 伊斯坦堡～(340km)達達尼爾海峽～(渡輪)加納卡利 Canakkale～特洛伊 Troy
今日專車沿著翠綠色的馬爾馬拉海岸線行駛，沿岸佈滿著一幢幢度假別墅，爾後將搭乘★大型渡輪，通過達
達尼爾海峽，前往位於海峽旁的古老港口─加納卡利 Canakkale，此港曾因地處交通要衝遂成為重要的軍事重
地，土國士兵曾在此與英、法、奧等國軍隊發生激戰，眾多士兵於此戰役中英勇殉難，故此港口歷史意義非
比尋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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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安排前往參觀大木馬及古城特洛伊的歷史遺蹟，憑弔盲詩人荷馬筆下所述的一段流傳千古，可歌可泣的
史蹟－木馬屠城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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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洛伊】擁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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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土耳其風味料理
晚餐 : 旅館內自助式或套餐
住宿 : 加納卡利(或艾伐利克)
TEMIZEL ★★★★★ 或同級

KOLIN HOTEL ★★★★★ 或 PARION HOTEL ★★★★★ 或 GRAND

第四天 加納卡利～(350km) 惜林階 Sirince～(25km) 庫薩達西 Kusadasi
早餐後專車前往塞爾柱省東邊郊外 9 公里的小山城－惜林階，在土耳其語意為「迷人有魅力、令人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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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來；整個小鎮除了兩層樓高的紅磚頂希臘小白屋之外，更多的是傳統的鄂圖曼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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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繼續前往土耳其西端愛琴海邊的渡假聖地－庫薩達西。
晚餐 : 旅館內自助式或套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耳其風味料理
住宿 : 庫薩達西 LE BLEU ★★★★★ 或 Charisma ★★★★★ 或 SUHAN 360 ★★★★★ 或同級

第五天 庫薩達西～(20km)以弗所(艾菲索斯)Ephesus～(180km)巴穆嘉麗 Pamukkale
早餐後安排皮衣走秀，因為此地盛產土耳其羔羊皮，小羊皮，並品嚐當地最有名的蘋果茶。
安排前往中亞細亞文明古城－以弗所，此處是古希臘人留下的文化遺趾，原名艾菲索斯，是於西元前十一世
紀由愛奧尼亞人所建立的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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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以弗所，陸續可觀賞到精美石雕、曼米爾斯紀念碑(MONUMENT OF MEMNIUS)、教堂、露天劇院
(THEATRE)、浴場、市集、圖書館(LIBRARY OF CELSUS)、以及這裡的大理石路、HADRIAN 神殿，都一一向您訴
說這城市的古老往事。
爾後繼續專車前往參觀位於塞爾柱小鎮上的◎聖母瑪利亞小屋，相傳聖母瑪利亞於耶穌受難後曾避居此地，
足跡令人感受早期宗教聖者精神之偉大。接著懷著愉快的心情繼續專車前往自然界所創造之奇景地－巴穆嘉
麗﹝棉花堡﹞，抵達後參觀石灰岩特別地形的棉花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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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了巴穆嘉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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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旅館內自助式或套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耳其風味料理
住宿 : 巴穆嘉麗 COLOSSAE THERMAL ★★★★★ 或 PAM THERMAL HOTEL ★★★★★ 或 LYCUS RIVER
★★★★★ 或同級

第六天 巴穆嘉麗～(387km)孔亞 Konya【梅夫拉納博物館】～224km)卡帕多其亞 Cappadocia
今早專車穿越高山地形，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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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夫拉納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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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穿越高原地形，沿途怡人山川景色，前往世界上最有名的奇岩地形─卡帕多其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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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旅館內自助式或套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式鐵板風味料理
住宿 : 卡帕多其亞 CRYSTAL KAYMAKLI ★★★★★ 或 RAMADA CAPPADOCIA ★★★★★ 或 SUHAN ★
★★★★ 或同級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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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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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參觀◎陶瓷工廠，因當地土壤相當適合製作陶器，讓您觀賞陶瓷藝術之美。
晚餐 : 旅館內自助式或套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當地特色窯甕風味料理
住宿 : 卡帕多其亞 CRYSTAL KAYMAKLI ★★★★★ 或 RAMADA CAPPADOCIA ★★★★★ 或 SUHAN ★★
★★★ 或同級

第八天 卡帕多其亞～(240km)安卡拉 Ankara【國父凱莫爾紀念館】～(160km)伯魯 Bolu
早餐後專車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抵達後安排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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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續前往伯魯夜宿。(由於伯魯是個渡假小鎮飯店不多,如遇旺季或活動則改住安卡拉)
晚餐 : 旅館內自助式或套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式烤魚風味料理
住宿 : 伯魯(或安卡拉) KORU ★★★★ 或 SOYLU ★★★★

或同級

第九天 伯魯～(260km)伊斯坦堡 Istanbul【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有頂大市集】
早餐後專車前往伊斯坦堡。抵達後前往碼頭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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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有頂大
市集休息，則改安排香料市集替代)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耳其風味料理
住宿 : 伊斯坦堡 RAMADA PLAZA TEKSTILKENT ★★★★★ 或 RADISSON BLU AIRPORT ★★★★★ 或
Retaj Royale ★★★★★ 或同級

第十天 伊斯坦堡【托卡匹皇宮、聖索菲亞教堂、藍色清真寺】／杜拜
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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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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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土耳其風味料理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十一天 杜拜／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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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