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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底，能容納居民的 ◎ 凱馬克利地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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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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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專車穿越高山地形，途中行經土耳其
第二大湖－鹽湖，來到安那托利高原古老城
市－孔亞，此城市為古土耳其國之舊都，也
是世界上神秘迴旋教派的發源地，抵達後先
享用午餐，爾後參觀精緻典雅的 ◎ 梅夫拉
那博物館 (Mevlana Museum)及十二世紀造型
奇特又怪異的 ◎ 阿萊丁清真寺 (Alaaddin 
Mosque)。爾後穿越景色秀麗的塔羅斯山脈，
抵達土耳其的蔚藍海岸, 來到迷人的溫泉渡
假聖地－帕穆卡麗。今晚入住溫泉飯店, 團
友可趁機會享受泡湯之樂。
  
 

早餐後來到棉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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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往, 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之旅, 最令人驚豔
的聖經名城 -  ◎艾菲索斯，大理石鋪面的街
道、● 古代的市集、體育場、劇場、神殿、
圖書館等宏偉遺蹟，讓您目不暇給，羅馬時
期完善的都市規劃於此可見，這裡曾是亞細
亞地區最富庶繁榮的都市，您可找一找世界

今日飛往橫跨歐亞兩洲的文明搖籃-土耳其的
第一大城 - 伊斯坦堡（古名為君士坦丁堡）。

傍晚時份,抵達伊斯坦堡,專車接往晚餐,入住
舒適酒店,爭取充份休息,為明日精采的行程作
好準備。

早餐後, 展開當天豐富多姿的市區觀光 － 景點
包括：奧圖曼帝國時期興建的 ★ 托普卡比皇
宮，以及參觀壯麗的 ● 藍色清真寺。午後專車
前往番紅花古城，這裡保存有大約八百棟土耳
其最精緻的十九世紀俄圖曼房屋，與皮革製鞋
業、銅製品與糕點糖果等傳統手工產業, 置身其
中, 讓你彷如回到古時；番紅花城的極盛時期在
十七至十九世紀，當時它銜接了鄂圖曼帝國, 由
首都伊斯坦堡到黑海之間的貿易路線，因而富
裕興盛。我們將貼近此地閒散的氛圍，漫步在
番紅花城沿著山坡起伏的狹窄巷弄內，細細觀
察此地動輒數百年的老房子，如何保留其古早
風情、低調透露著大帝國昔日的榮光。

清晨，可沿著由石頭鋪成的小徑輕鬆地漫步，
欣賞這富有鄂圖曼古色古香的山城浪漫美景！
隨後專車返回土耳其第二大城 - 安卡拉。位於
小亞細亞的安卡拉，並不屬於觀光客的城市，
但以其首都地位，當然也是必須到此一遊；安
排參觀◎安那托利亞文明博物館，館內收藏兩
河流域、西台帝國、希臘、羅馬及拜占庭時代
所出土的各項文物，讓人對土耳其歷史有更深
刻的了解。隨後參觀 ◎ 土耳其國父卡默爾紀
念館，本館為紀念土耳其共和國的創始人 - 卡
默爾將軍而建的紀念館，館內融合了古西臺神
殿、希臘羅馬、拜占庭、及回教之建築特色。
隨後, 續往迷人的卡帕多其亞地區。
。

今日安排參觀各式建築於山岩，遍地奇特的岩
石造型，如同一件件藝術作品，高低起伏，
變化萬,風化岩壯麗奇景令人稱奇,彷如世外
桃源。繼後,參觀聞名於世的葛拉梅露天博物
館，◎岩窟大教堂，處處都是全手工所留下來
的藝術精品。參觀卡帕多細亞另一奇觀，由早
期基督徒因逃避教難，而於岩石地型開鑿深入

上最早的圖像廣告在那裡。接著, 專車前往土耳
其西部地中海區渡假城鎮－庫薩達西。

早餐後, 專車前往古詩人“荷馬史詩“ 筆下所
記載的木馬屠城記之發生地－特洛伊古城 (TRU-
VA)現址。◎特洛伊TROY，歷史名城土語特洛伐 
(Truva)－特洛伊(Troy)位于達旦尼爾海峽南端
亞洲邊上，現為聯合國國際文教處（UNESCO）所
保護的世界人類文化遺產,1998年由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入選為文化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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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來到愛琴海渡假
小鎮－加納卡利夜宿。【特洛伊】擁有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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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一些偉大創作藝術家之靈感。

早餐後, 搭乘專車前往加納卡利碼頭，準備搭船
穿越馬爾馬拉海、橫越達達尼爾海峽 ，穿梭在歐
亞兩洲之間，讓平日的渺小，剎那間偉大了喔！
抵達對岸伊斯坦堡後隨即前往用餐，午後參觀 ◎ 
古羅馬地下蓄水池，三百多根柯林斯式大石柱，
宛如一座地下宮殿，悠揚的音樂聲及水光倒影
中，營造出神秘的氛圍，是兼具實用與美觀的公
共建設。續往伊斯坦堡最佳的購物地點 ◎ 有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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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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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收拾行裝,揮別古城,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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