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費

單人房附加費

土耳其 ( 文明古國 ) 十一天尊鑄遊
行程編號 TKIZMIST11MG

交通資料：乘坐土耳其航空公司 (TK) 豪華客機直航往返     (註：徑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伊茲密爾

約晚上23︰15起飛 / 翌日早上05 : 25抵達
約早上08︰00起飛 / 同日早上09 : 05抵達

 伊斯坦堡      香港 約晚上01︰00起飛 / 同日下午16 : 40抵達

土耳其瀕臨地中海與黑海，橫跨歐亞兩大洲。風貌之佳令人感到美不勝收，就象其地毯一樣令人賞心悅目。土耳其擁

有豐富多變的地理環境。由東向西貫穿而行的話，你可體會到它冬季的漫長酷冷，看到處處終年披銀蓋雪的山嶽地

帶，高地上春季盛開的白樺。你也能體會到涼爽的長夏，看到條條河川潺潺而流。在乾草原地帶，則綿延連接著光禿

禿的小丘和一望無際的小麥田。這麥田隨著太陽的照射，時而呈現廣闊無垠的紫光絨毯，時而發出灰色光芒，轉眼之

間又演變成暖色和金灰色，變化多姿。伊斯坦布爾、安卡拉、伊茲米爾是土耳其最引人注目的大都市。這裡除了眾多

的博物館、名勝古跡、遺址、酒館之外，還有販售銀器、銅製品、毛毯和金飾等五花八門物品的雜貨集市。可以讓你

在欣賞完土耳其聲色共鳴、形味共賞的景觀之後，帶走一份土耳其的風情。 。

香港 回程香港 庫沙達舍 

$31,999/每位

$8,999/每位

團費包括 : 團費不包括 :

土耳其航空經濟客位往返 ( 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 ) 餐膳中之酒水費用

行程中酒店住宿或同級數（連每天酒店早餐） 簽證費用

行程中所指定膳食安排 個人之旅遊保險

隨團出發之領隊服務  （免收小費） 酒店內之雜項 ( 如電話費 , 洗衣費等 )

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  （免收小費）

30 座觀光專用車

行程所列之觀光入場費

註 ： 以小團組形式出發 ( 十人成團，以十六位客人為上限 )。

番紅花城 科尼亞 棉花堡 安塔利亞 加柏都斯亞 伊斯坦堡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夜宿於航機上。

入住特色酒店 Charisma De Luxe   或同級 

入住特色酒店 Colossea Thermal   或同級 

第四天
棉花堡 > 襄多斯至雷圖恩 (世界文化遺產) > 安塔利亞
襄多斯至雷圖恩 (Xanthos – Letoon) : 出現在土耳其的古文

明，除了西台帝國、希臘文化、波斯帝國、羅馬帝國之外，還有

古代民族稱為呂西亞(Lycia)，為安納托利亞民族的一支，在地中

海岸西部地區留下不少遺址，文化深受希臘、波斯及羅馬影響。

其中襄多斯(Xanthos)是當時最宏偉的城市，1988年，襄多斯至雷

圖恩(Letoon)一路延伸下來的呂西亞人遺址被列為世界遺產保護

範圍。

第二天
伊斯坦堡 > 伊茲米爾 (機程約1小時05分鐘 ) > 庫沙達
舍 > 白鴿半島
庫沙達舍 (Kusadasi) : 是位於愛琴海海岸的一個海港，也是土

耳其熱門的旅遊勝地，乘遊輪往返希臘和其他地方的遊客川流不

息，令這海港滿佈酒店、遊客商店、遊客餐廳和紀念品店。對喜

愛吃喝購物的人，庫沙達舍應是理想的度假勝地。

白鴿半島 (Pigeon Pennisula) : 白鴿半島上有一座堡壘 

Genoese Castle，是鄂圖曼帝國的軍事要塞，堡壘已成為 Kusadasi 

的地標。堡壘內是一個公園，園內養有白鴿，半島盡頭處有一座

燈塔，黃昏時景色甚美。

早餐於航機上。
午餐 ： 當地餐館。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餐館。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入住五星級酒店 Su Hotel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餐館 。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第三天
庫沙達舍 > 以佛所 > 棉花堡
以佛所 (Ephesus) : 艾菲索斯是號稱中亞地區保存最完好的羅

馬古城，亦是土耳其最著名的古蹟，可說是到土耳其必遊之處。

或許艾菲索斯的古名「以弗所」(Efes) 更為人熟識，這全拜《聖

經》的《以弗所書》所賜。以弗所是羅馬時期中亞地區最重要的

商業中心，人口多達 25 萬。而古城附近的阿特密斯神殿 (Temple 

of Artemis)，跟埃及大金字塔齊名為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可

惜跟金字塔以外的奇景一樣，早已蕩然無存。

棉花堡 (Pamukkale) : 位於土耳其西南部，遠看是一個白色的

山丘，近看是棉花般的石層。由於溫泉水不斷從地下湧出，夾雜

著的礦物質殘留在表面形成岩石層，起初還害怕踩上去會很冼

腳，原來石灰岩表面鋪滿了堅硬無比的天然石紋，幾經溫泉水沖

洗也不被磨掉。也因為泉水中的石灰物質比較多，使岩石層變成

白色如棉花般。

第一天
香港 > 伊斯坦堡 (機程約11小時20分鐘 ) 
是日晚上 23:15 乘坐土耳其航空前往伊斯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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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五星級酒店 Dedeman Convention Centre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餐館 。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第六天
科尼亞 > 加柏都斯亞 > 仙境煙窗 > 居默里 (山洞教堂
和地下城市)

仙境煙窗 (Fairy Chimneys) : 火山爆發後形成的岩石，加上人

類居住的構思，一座座別樹一格的石屋，恰巧是大自然和人類共

同開發的藝術品。電影『星球大戰』也在這裡取景。

居默里 (Goreme) : 坐落在土耳其中部高原的「奇石區」，那裡

遍佈嶙峋怪石，怪石下是綿延數里的天然洞穴和地下通道。數百

年前，一些基督教傳教士為了逃避入侵的伊斯蘭教徒，把那裡的

天然屏障改造成一些地下城和通道。(山洞教堂The Rock Church及

地下城市Underground City)

入住五星級酒店 CCR Cappadocia Cave Resort & Spa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餐館 。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第七天
加柏都斯亞 > 安卡拉 > 凱末爾陵墓 > 番紅花城

安卡拉 (Ankara) : 原本稱為安哥拉 (Angora)，因貿易世界聞名

的安哥拉羊毛而得名，雖然沒有豐富的觀光資源，但身為政經交

通中心，仍然具有優勢。好比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其重要性

直追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還有為土耳其「民族救星」凱末爾所

打造的陵墓，更是走遍土耳其也看不到的宏偉工程。此外，安卡

拉地理位置正好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更是前往探訪安納托

利亞古代文明的最佳根據地。

凱末爾陵墓 (Anrt Kabir) : 是現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長眠之地。

此地之於安卡拉，就像中正紀念堂之於台北市，占地遼闊，不但

是當地居民遊憩空間，更是外地遊客不能不去的景點。為了這位

國家民族的偉人，土耳其籌蓋一座宏偉的陵墓，陵墓坐落在安卡

拉西郊的一座小丘上，整個區域包含公園、廣場、陵墓、兩座塔

及陳列凱末爾遺物的博物館。從西側陵墓大門進入，得先經過X

光檢測，接近陵墓時，會看到左右兩座低塔，其中一座是「獨立

塔」(Hurriyet Kulesi)，裡面陳列陵墓建築的資訊及凱末爾喪禮的

照片；另一座則是「自由塔」，圖解整個陵墓景區。走過雙塔前

方長長的石獅大道，便進入陵墓主體。整個建築群由東西南北四

條柱狀迴廊圍出一個四方形大廣場，正面是「榮耀大廳」，也就

是凱末爾陵墓所在。這四面迴廊陳列著與凱末爾的遺物、畫像、

公文等，整個莊嚴肅穆的陵墓區不能缺少守陵的衛兵，如果遇上

衛兵交接，進行操槍表演，都能一飽眼福。

第五天
安塔利亞 > 考古博物館 > 加泰土丘 (世界文化遺產) > 
科尼亞

安塔利亞考古博物館（Arkeoloji Müzesi）: 收藏著安塔利亞

省最稀有的出土文物和歷史資料，館藏涵蓋了古羅馬時代、奧斯

曼帝國時代等重要歷史時期，多為價值連城的珍寶。遊人可以在

這裡近距離欣賞到在佩爾蓋挖掘到的宙斯雕像，以及在附近羅馬

浴池遺跡中出土的雅典娜雕像，這些古希臘諸神的雕像雕工技藝

超群，且幾乎保存完好，尤其是頭戴月桂冠的阿波羅頭像，歷經

千年神情卻依舊栩栩如生，擁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被奉為博物館

的鎮館之寶。

加泰土丘 (Catalhoyuk) : 是安納托利亞南部巨大的新石器時代

和紅銅時代的人類定居點遺址。該定居點存在於公元前7500年到

公元前5700年，它是已知人類最古老的定居點之一，其遺址被完

好地保留至今。2012年7月，被指定為UNESCO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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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特色酒店 Gulevi Saframbolu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餐館 。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第八天
番紅花城 > 鄂圖曼之屋 > 伊斯坦堡

番紅花城 (Safranbolu) : 早自13世紀開始，番紅花城就是東、

西方貿易商旅必經的驛站，到了17世紀時，黑海地區繁盛的商貿

使番紅花城邁入名利雙收的顛峰期，富豪廣建華宅突顯身份，這

些運用磚、木打造的鄂圖曼宅邸，通過歲月、天候的考驗留存至

今，成為番紅花城最搶眼的特色，並使番紅花城於1994年躋身世

界遺產之列，整座番紅花城就是座生氣盎然的博物館，每戶民宅

都各有看頭。

鄂圖曼之屋 (Ottoman Houses) : 房子的結構是木造，一般有

2層或3層樓，樓層之間以樑托結合。木結構架好之後再填塞泥

磚，最後再塗上乾草、灰泥，若位於城鎮中心，最後一定會在外

面再粉刷上一層白灰。一棟房子裡約有10到12個房間，並劃分成

男區和女區，房間裡通常嵌入壁龕、櫥櫃及壁爐，有的天花板裝

飾得非常繁複，甚至還用木頭做出吊燈的模樣。現在較具規模的

鄂圖曼房子，大多都改裝成旅館民宿或博物館，能體會19世紀土

耳其人家的生活。

入住五星級酒店 Conrad Istanbul Hotel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餐館 。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第九天
伊斯坦堡 > 聖蘇菲亞大教堂 > 地下宮殿 > 下午自由
享受酒店設施

藍色清真寺 (Blue Mosque) : 是伊斯蘭世界最優秀建築師錫 

(Sinan) 的得意弟子Mehmet的作品，以土耳其最著名的伊茲尼 

(Iznic) 藍磁磚、鬱金香等鄂圖曼的花草圖騰蓋出，巍然聳立在聖

索菲亞對面，十字架圓頂結構，以及完整又開放的廣場公共空間

設計，藍色清真寺延伸了錫南建築精神，成為觀光客最鍾愛、話

題最多的伊斯坦堡名景。藍色清真寺名於伊茲尼藍磁磚的光彩，

真正的名稱應該是蘇丹何密清真寺 ，建於17世紀，大圓頂直徑

達27.5公尺，另外還有4個較小的圓頂、30個小圓頂。藍色清真

寺的美有四個觀察點，第一是光線。穿過260個小窗的光線，溶

入昏黃、呈圓型排列的玻璃燈光，像是個虛擬的空間。第二是

伊茲尼藍磁磚。整座藍色清真寺裝飾著的2萬片上的伊茲尼藍磁

磚，晶瑩剔透。第三是地毯。寺內鋪滿了的地毯大有來頭，據說

是伊索匹亞的朝貢品。 第四是阿拉伯的藝術字。支撐大圓頂的

4根大柱直徑有5公尺寬，槽紋明顯，柱頭和掛在柱身的阿拉伯

文，真得都像藝術花紋。

聖蘇菲亞大教堂 (St. Sophia Museum) : 建於公元532年，是

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建築風格。要見識拜占庭式的建築風格，聖蘇

菲亞大教堂是最好的示範單位。兩層高的建築，由四支圓柱為建

築物作重心，跟外圍的圓柱構成其他的圓頂，高五十四公尺，直

徑三十公尺，盡顯建築物的立體感。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還沒

興建前，曾是世上最大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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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宮殿 (Yerebatan Sarnici) : 是地底的大空間，作用主要是

大型的貯水池，曾經是軍事彈藥庫，現在是觀光客找浪漫空間或

拜占庭傳奇、服裝秀表演場所的最佳選擇。這一座查士丁尼大帝

時代(Justinian，西元527-565)所建造的眝水池，高9公尺的空間

內，共有336根科林斯式大石柱，宛如一座地底的超級大宮殿。

走下52階石階梯，地下宮殿最神秘的淚柱，引起觀光客的指指點

點，更教人驚嘆的是兩個被壓在柱底的梅杜莎頭像(Medusa)。

入住五星級酒店 Conrad Istanbul Hotel   或同級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中餐館 。

晚餐 ： 位於住宿酒店之餐廳。

第十天
伊斯坦堡 > 杜伯奇皇宮 >博斯普魯斯海峽 (乘船暢遊) 
> 加拉塔石塔 > 內大市集 > 晚上肚皮舞表演 > 香港 
(機程約10小時25分鐘 )

杜伯奇皇宮 (Topkapi Palace) : 世界八大著名皇宮之一的

『杜伯奇皇宮』(Topkapi Palace) 始建於1453年，為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蘇丹王的宮殿，經歷四個多世紀的持續擴展，

最終加上外城牆作保護，興建至總佔地約700公頃。於馬爾馬拉

海和金角灣的交匯點上，畔鄰藍廟和聖蘇菲亞大教堂，是當年鄂

圖曼帝國的中心，1924年4月3日改建為博物館。

博斯普魯斯海峽 (Strait of Bosporus) : 將土耳其亞洲部分和

歐洲部分隔開的海峽.海峽兩岸，草地、樹叢，片片翠綠；高樓、

小屋，點點朱紅。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遺留下來的巍峨王宮，

傍水聳立，古堡殘垣，矗立岸邊。在海峽的中段，兩岸各有一個

14－15世紀的古堡，像一對威武的雄獅，昂首挺立。海峽的自然

風光與歷史古跡相映成輝，博斯普魯斯海峽已成為土耳其的著名

旅遊景區之一

加拉塔石塔 (Galata Tower) : 中世紀的熱那亞人稱之為基督

塔，是一座中世紀石塔，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加拉達區，恰在

金角灣以北。它是該市最引人注目的標誌性建築之一，主宰伊斯

坦堡的天際線。 加拉達塔高9層、66.9米，在它修建時是該市最

高的建築物。其地面高度為海拔35米。

內大市集 (Grand Bazaar) : 是伊斯坦堡室內大市集，她的歷

史可追溯至 1460 年，由當時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興建，於

1461 年完成。由於當時穆罕默德二世剛剛攻佔君士坦丁堡，興建

室內大市集就成為伊斯坦堡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室內大市集經歷

多次火災，歷次災後重建之餘還不斷擴大，成為號稱世界最大的

室內市集。聽聞新擴建的新彊二道橋巴扎，自稱是世界最大的室

內市集。

入住五星級酒店 Conrad Istanbul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一天
香港

航機於是日下午抵達香港，行程到此完畢。

早餐於住宿酒店享用。
午餐 ： 當地中餐館 。

晚餐 ： 肚皮舞表演連晚膳。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注意事項﹕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
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
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
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
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
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
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
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
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包括團費
及各項額外費用)將不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
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為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
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
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會取
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
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
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com) 下載
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6. 於2 0 1 1年7月1日起報名參加旅行團，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 
『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
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或向本社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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