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航 土耳其
10天 奇石林．棉花堡．木馬屠城 (特洛伊)．伊斯坦堡  TTK10B

棉花堡

安排乘坐1小時航機由伊斯坦堡往奇石林，
毋須乘坐9小時長途車

全程入住五星級酒店

安排2晚入住奇石林特色洞穴酒店

重本安排2晚住宿於首都「伊斯坦堡」，充
裕時間漫遊古都

參觀「特務迷城」拍攝實地，以奇岩怪石
群組成的「奇石林」— 加柏都斯亞：仙境
煙窗、洞穴教堂

參觀「天然奇景」：棉花堡

遊覽羅馬時期的商業及宗教重鎮：以弗所
古城

「木馬屠城記」：古城特洛伊，參觀仿照特
洛伊戰爭中所使用的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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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第一天
香港 伊斯坦堡 (土耳其)
Hong Kong  Istanbul (Turkey)
團友晚上集合，在本公司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客機，
直飛往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

第二天
伊斯坦堡 加柏都斯亞 (奇石林) (UNESCO)～
仙境煙窗～地下城市～傳統陶泥坊～地氈村
Istanbul Cappadocia (UNESCO)～
Fairy Chimneys～Underground City～
Pottery Village～Carpet Village

是日乘坐內陸機往地形奇特的加柏都斯亞，遊覽奇石
林，當中「仙境煙窗」最為著名，岩山群塔尖的形狀
造型獨特，就像戴上帽子。接著遊覽早期基督教徒躲
避迫害的藏身之所 —「地下城市」，團友可參觀通
風井、水井、廚房、廁所、倉庫、教堂等遺跡。之後
到地氈村，參觀著名的土耳其地氈。地氈手工精巧，
色彩繽紛。

第三天
熱氣球之旅 (自費)～居里默～
「洞穴夜總會」正宗「肚皮舞」及「民族舞」表演
Optional：Air Balloon～Goreme～
Cappadocia by Night (Belly Dance Show)

團友可自費乘坐熱氣球，欣賞奇石林風光，在半空中
迎接旭日初升。繼而前往居里默參觀蘋果教堂，欣賞
以紅色為主調的壁畫。接著參觀蛇教堂，而教堂的名

字是源於聖喬治和聖希歐多爾攻擊像蛇模樣的壁畫。
晚上於「洞穴夜總會」欣賞土耳其正宗肚皮舞及民族
舞，更可與各國遊客載歌載舞。

第四天
康雅 (古代土耳其斯諾皇朝的首都)～駱駝商隊旅館～
棉花堡 (UNESCO)
Konya～Caravanserai～Pamukkale (UNESCO)
是日經康雅往「駱駝商隊旅館」，它是古時國家向駱
駝商隊提供安全而舒適的中途站。接著參觀棉花堡，
裡面的棉花狀岩石是溫泉水裡的石灰質聚結而成，團
友於指定範圍遊覽或拍攝梯田水池。棉花堡地下溫泉
水含豐富礦物質，有治療高血壓，風濕症和皮膚病。
團友可於酒店內嘗試溫泉浸浴，感受別具特色的樂趣
。

第五天
以弗所古城～阿特米斯神殿遺址～皮革店～古薩達斯
Ephesus～Artemis Temple～Leather Shop～
Kusadasi

是日前往著名的羅馬古城 — 以弗所。古城是羅馬時
期的商業及宗教重鎮，也是當時亞細亞省的首都，至
今仍保存著許多遺蹟，如：行政中心區、音樂廳、神
殿、浴場、圖書館、市集、羅馬劇場，以及以弗所守
護女神阿特米斯神殿遺址，城市規模龐大，令人嘆為
觀止。之後前往皮革店，選購不同款式皮革製品。繼
而到位於愛琴海傍的渡假城市古薩達斯，也是絲路陸
路的終點。

第六天
巴格門 (包纘車)～特洛伊 (木馬屠城記) (UNESCO)～
加歷奇
Pergamon～Troy (UNESCO)～Canakkale
是日前往著名羊皮紙發源地「巴格門古城」參觀古城
內圖拉真神殿、雅典娜神殿、希臘式劇場等等。接著
到特洛伊，它是希臘詩人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戰爭」
發生的地點，並參觀仿照特洛伊戰爭中所使用的木馬
，繼而前往加歷奇。

第七天
加歷奇～達達尼爾海峽～伊斯坦堡～杜柏其皇宮～
大市集
Canakkale～Dardanelles～Istanbul～
Topkapi Palace～Grand Bazaar

是日乘車沿瑪爾瑪拉海的歐洲海岸線行駛，往第一次
世界大戰中「加利波利戰役」的發生地點  — 達達尼
爾海峽，乘搭小輪遊覽海峽，從而理解當時戰況。接
著參觀昔日蘇丹皇住所 — 杜柏其皇宮，宮內藏上等
中國陶瓷、瓷磚、先知穆罕默德的腳印。繼而團友可
在大市集購買富阿拉伯色彩的日常用品、手工藝品。

第八天
藍廟 (UNESCO)～聖蘇菲亞大教堂 (UNESCO)～
拜占庭古城牆～自費：地下儲水道
Blue Mosque (UNESCO)～St. Sophia (UNESCO)～
Byzantium Walls～Optional：Underground Cistern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當地餐館

住宿 : 特色洞穴酒店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特色洞穴酒店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GRAND BELISH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鄂式鐵板料理

住宿 : 五星級SPA HOTEL COLOSSAE THERMAL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航機上 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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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伊斯坦堡 (土耳其)
Hong Kong  Istanbul (Turkey)
團友晚上集合，在本公司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客機，
直飛往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

第二天
伊斯坦堡 加柏都斯亞 (奇石林) (UNESCO)～
仙境煙窗～地下城市～傳統陶泥坊～地氈村
Istanbul Cappadocia (UNESCO)～
Fairy Chimneys～Underground City～
Pottery Village～Carpet Village

是日乘坐內陸機往地形奇特的加柏都斯亞，遊覽奇石
林，當中「仙境煙窗」最為著名，岩山群塔尖的形狀
造型獨特，就像戴上帽子。接著遊覽早期基督教徒躲
避迫害的藏身之所 —「地下城市」，團友可參觀通
風井、水井、廚房、廁所、倉庫、教堂等遺跡。之後
到地氈村，參觀著名的土耳其地氈。地氈手工精巧，
色彩繽紛。

第三天
熱氣球之旅 (自費)～居里默～
「洞穴夜總會」正宗「肚皮舞」及「民族舞」表演
Optional：Air Balloon～Goreme～
Cappadocia by Night (Belly Dance Show)

團友可自費乘坐熱氣球，欣賞奇石林風光，在半空中
迎接旭日初升。繼而前往居里默參觀蘋果教堂，欣賞
以紅色為主調的壁畫。接著參觀蛇教堂，而教堂的名

第六天
巴格門 (包纘車)～特洛伊 (木馬屠城記) (UNESCO)～
加歷奇
Pergamon～Troy (UNESCO)～Canakkale
是日前往著名羊皮紙發源地「巴格門古城」參觀古城
內圖拉真神殿、雅典娜神殿、希臘式劇場等等。接著
到特洛伊，它是希臘詩人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戰爭」
發生的地點，並參觀仿照特洛伊戰爭中所使用的木馬
，繼而前往加歷奇。

第七天
加歷奇～達達尼爾海峽～伊斯坦堡～杜柏其皇宮～
大市集
Canakkale～Dardanelles～Istanbul～
Topkapi Palace～Grand Bazaar

是日乘車沿瑪爾瑪拉海的歐洲海岸線行駛，往第一次
世界大戰中「加利波利戰役」的發生地點  — 達達尼
爾海峽，乘搭小輪遊覽海峽，從而理解當時戰況。接
著參觀昔日蘇丹皇住所 — 杜柏其皇宮，宮內藏上等
中國陶瓷、瓷磚、先知穆罕默德的腳印。繼而團友可
在大市集購買富阿拉伯色彩的日常用品、手工藝品。

第八天
藍廟 (UNESCO)～聖蘇菲亞大教堂 (UNESCO)～
拜占庭古城牆～自費：地下儲水道
Blue Mosque (UNESCO)～St. Sophia (UNESCO)～
Byzantium Walls～Optional：Underground Cistern

是日前往著名的藍廟，世界上唯一擁有六座傳音塔的
清真寺。之後前往昔日羅馬帝國的主要賽馬場遺跡，
聖蘇菲亞大教堂。之後途經拜占庭古城牆，古城牆沿
博斯普魯斯海峽而建，氣勢非凡。團友可自費前往君
士坦丁大帝所興建的地下儲水道。

第九天
加拉達塔～博斯普魯斯海峽 (自費)～得勝廣場～
杜馬伯爵皇宮 (自費) 香港
Galata Tower～Optional：Bosphorus Cruise～
Taksim Square～Optional：Dolmabahce Palace
Hong Kong
是日前往加拉達塔，建於六世紀，曾經用作牢房、天
文台、燈塔等。燈塔高67公尺，團友可乘電梯登上
塔頂，欣賞伊斯坦堡新城舊城、金角灣、海峽的景色
。繼而前往得勝廣場，選購土耳其特產、軟糖、無花
果等。團友亦可自費參加博斯普魯斯海峽船河及杜馬
伯爵皇宮。之後乘車往機場，乘航機返港。

第十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安抵香港機場。

註：

報名前請參閱本社網站內最新的細則及責任條款

凡單人/單數報名者而未能安排同房，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圖片只供參考

行程中，部份列名安排入內參觀的博物館﹑古堡皇宮或表演等，如休息關閉，此節
目則取消，如涉及有入場費則退回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則無款項退還，團友
不得回港再爭議或追索

旅行團服務費每人每天＄140（香港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尾站停留費每位＄2700我起，以機位確定後收費為準。如機票於出發前仍未能確
定，客人必須隨團出發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KOLIN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RADISSON 或同級
地道薄餅·燒烤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RADISSON 或同級
當地餐館

TTK10B

P.10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自理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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