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足跡．拜占庭帝國9日】奇石美景卡帕多奇亞．沉睡聖城艾菲索斯．三飛五星
頂級之旅

出發日期

2018/09/13 (四) 9 天

報名截止日 2018/09/08 (六)

旅遊國家

土耳其

價

每人 NT$ 110,800

格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預計出發

預計抵達

出發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2018/09/13 22:25 2018/09/14 06:05+1

桃園TPE

伊斯坦堡IST

土耳其航空

TK025

2018/09/14 08:00 2018/09/14 09:05

伊斯坦堡IST

代尼茲利恰爾達克
機場

土耳其航空

TK2578

2018/09/17 09:10 2018/09/17 10:35

伊士麥ADB

開賽里ASR

飛馬航空

PC3190

2018/09/19 11:00 2018/09/19 12:35

開賽里ASR

伊斯坦堡IST

土耳其航空

TK2027

2018/09/21 02:10 2018/09/21 17:35

伊斯坦堡IST

桃園TPE

土耳其航空

TK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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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台北∕伊斯坦堡

夢想中的奇幻旅程終於要啟航了，準備好您的行囊跟著我們一起去冒險吧！拋開一切的煩惱好好享受這9天所帶來的驚喜與感動，
下午前往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享用客機上美食與娛樂，讓我們一同前往窺視這美麗又神秘的國度－土耳其。

無

無

Day 2

機上享用

夜宿機上

伊斯坦堡∕帕姆卡雷

地下水宮殿Yerebatan

藍色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

羅馬帝國時期的地底美麗大蓄水池；美麗而造型各異的大石柱支
撐起巨大的拱頂，在燈光的照射之下讓這個地下水道宛如一座美
麗的地下宮殿。

得名來自於其寺內內壁，上三分之二高度的牆壁，都使用了一種
土耳其瓷器名鎮，伊茲尼克(Izhik)所燒製的藍彩釉貼瓷，這種以
白色為底的彩釉瓷磚，刻著豐富的花紋和圖案，而藍色清真寺裡
共有21,043片伊茲尼克瓷磚。這些瓷磚片的藍色，使得整個清真
寺內似乎都充滿了藍色的色調，所以人們稱之為藍色清真寺。藍
色清真寺以藍色色調的彩釉瓷磚嵌飾，透過正中央圓頂兩百六十
扇窗戶陽光的照射，金藍交燦溶入玻璃燈光中，舞動著亮麗的光
彩，美得令人屏息。

飯店內享用

風味特色料理

飯店內享用風味料理

多加保健Spa酒店Doğa
Thermal Health & Spa
或同等級飯店

今日行車時間參考：【伊斯坦堡機場】++ 30分鐘/20KM++【伊斯坦堡市區】++ 30分鐘/20KM++【伊斯坦堡機場】/【德尼
兹利機場】++ 1小時/70KM++【棉花堡】(預計住宿地點)

Day 3

棉花堡∕庫薩達西

2023/01/08 1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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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堡Pamukkale與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Hierapolis～
世界奇景
從遠遠的地方就可看到這座壯觀的白色城堡，此絕美景觀在1988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丘陵地形孕育出白色結晶物體，豐富的石
灰冷卻後堆疊出一池池的天然溫泉─自古以來由於神奇療效加上
豐富泥漿礦物質，而得到貴族們喜愛成為神聖且高貴的溫泉勝地，
如今已經成為土耳其的代表景觀之一，來到棉花堡就一定要體驗
看看這貴族所專屬的泥漿溫泉。Hierapolis是神聖都市的意思，
自遠古時代由於大地湧出的溫泉加上出現許多自然現象，當地居
民把這些景象當做是信仰對象，因此在此地打造出神殿，所以才
有神聖之地的由來，從留下來的遺跡可看出當時黃金時代的景象，
擁有兩座大浴池、劇場及許多神殿，也因為豐富的天然溫泉使得
貴族及富豪們都爭相造訪這神聖的溫泉療養地。

飯店內享用

精緻特色料理

庫薩達西Kusadasi～來自愛琴海的浪漫
庫薩達斯(Kusadasi) 這裡原只是愛琴海岸的一個寧靜海港小村莊，
但在80年代土耳其旅遊開發熱潮之後，現在的庫薩達西和周邊地
區已經成為土耳其乃至歐洲最著名的沿海灘度假勝地，以其美妙
絕倫的海灘和休閒海濱大道最為出名。在庫薩達西地區近32公里
的愛琴海海岸線上，遍佈著14家擁有歐洲生態＂藍旗標
幟＂(Blue Flag)的酒店渡假村及休閒碼頭。這裡目前是整個愛琴
海地區擁有藍旗標幟最多的旅遊地區。

飯店內享用風味料理

5星．庫如瑪爾豪華Korumar
Hotel Deluxe
或同等級飯店

今日行車時間參考：【棉花堡】++2小時36分/185KM++【庫薩達西】(預計住宿地點)

Day 4

庫薩達西

2023/01/08 15:05:32

PAGE 3 / 8

艾菲索斯古城Ephesus～沉睡的歷史遺跡

聖母瑪麗亞之家Virgin Mary's House

又稱為以弗所，有東方龐貝城之稱，整個遺跡佔地224公頃，是
全世界保存最完整、規模也最大的希臘羅馬古城─它不僅僅是希
臘羅馬時期亞細亞省會，也是亞洲的第一大都市，目前所挖掘出
來的一小部分已足夠向我們展現原來的繁華，也可以看出當年羅
馬的建築工藝智慧，在現今世上成為極具觀光價值的地方。古城
以三條大道為中心，街道兩側散布浴場、劇場、神殿、音樂廳、
圖書館和市集等...走在這古都街道中，彷彿進入時光隧道，走入
古羅馬最美麗的城市，親臨體會古羅馬人的生活點滴。

傳說中，在西元34至45年之間，聖母瑪麗亞和聖約翰在巴勒斯坦
受到亞基帕王迫害後，逃到土耳其伊士麥市南方約50公里的布勒
布一處名塞爾住克南方8公里的山丘上的村莊，在此渡過餘生。
原本是一段低調的逃亡歷史，在千餘年後卻由德國修女的夢境重
現─1891年，德國修女在夢中，不斷看到聖母在一間石屋向她微
笑，於是透過教會繪出夢中重覆出現的小屋，在發佈各教會協尋
後，終於在土耳其境內找到修女夢中的小屋。之後此處得到教廷
的認定，也被教宗訂為聖地。

飯店內享用

松江花鳥園

愛琴海景觀海鮮料理

5星．庫如瑪爾豪華Korumar
Hotel Deluxe
或同等級飯店

今日行車時間參考：【庫薩達西】(預計住宿地點)

Day 5

席林潔∕卡帕多奇亞

席林潔Sirince

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

充滿鄂圖曼帝國時期風格的小鎮席林潔，位於海拔350公尺的山
間盆地，四周佈滿了橄欖樹、果樹及肥沃的葡萄園，在這可以品
嘗道地的土耳其式葡萄酒，口感別有風味；而這美麗的山城裡未
有太多外來文化影響，還保有濃厚的獨特風采，也因為房子依著
山壁而建，紅色磚瓦的屋頂像極了番紅花城，所以席林潔也有小
番紅花城之美名。

位於土耳其中部的安納托利亞高原，是千年前火山爆發和經過長
年風雨侵蝕後所形成的怪異地貌，猶如月球地表一般，來到此地
可深刻體會因地形結構而被稱為怪石堡的由來。處處佈滿火山岩
洞、地下洞穴、山谷裂縫，以及皺褶石層的地形遍布整個區域，
卡帕多奇亞所帶來的景致風情，視覺上的衝擊及震撼，感覺似乎
置身一個亦真亦幻的奇妙世界中。

飯店內享用

松江花鳥園

飯店內享用風味料理

加米拉蘇洞穴酒店Gamirasu
或同等級飯店

今日行車時間參考：【庫薩達西】++ 35分鐘/30KM++【席林潔】++1小時/98KM++【伊士麥機場】++1 小時15分/飛機++
【凱薩利機場】++1小時/75KM++【卡帕多奇亞】 (預計住宿地點)

Day 6

卡帕多奇亞
2023/01/08 1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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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雲端熱氣球Hot Air Balloon

越野吉普車奇景巡禮Jeep Safari

傳統手工地毯展示中心

來到卡帕多西亞這塊奇岩怪石之地，特殊

位於土耳其中部的安納托利亞高原，是千

世界獨一無二的土耳其雙節織法，加上天

的地貌歸功於數百萬年前的火山運動，火

年前火山爆發和經過長年風雨侵蝕後所形

然亮麗的顏料，使土耳其地毯可使用數百

山熔岩和灰覆蓋此地，經歷長時間的風吹

成的怪異地貌，猶如月球地表一般，來到

年，色澤依然鮮豔、圖案依然細緻。鄂圖

雨淋侵蝕作用，造就出現在如此的寶地，

此地可深刻體會因地形結構而被稱為特殊

曼土耳其特有的華麗風格與圖案，使土耳

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之一，想要更貼近

名稱的由來，有呈現駱駝型狀的特色岩石、

其地毯不傴成為鄂圖曼土耳其皇室的富有

觀看這上帝之手創造出來的奇景，搭乘熱

有岩石建造出的大型社區堡壘遺跡、有鴿

象徵，歐洲各皇室間更競相搜購典藏，成

氣球絕對是最佳選擇！

子成群聚集在山谷的壯觀景象、有卡帕多

為佈置皇宮的最佳裝飾。

奇亞最高的先人煙囪，這些岩石的形狀豐
富且多元，在卡帕多西亞可以完整的欣賞
這來自大自然偉大力量所帶來的美景且深
深的體驗到來自視覺上的震撼。

地下城Derinkuyu
公元10世紀時，土耳其基督徒為逃避追殺與迫害，紛紛在境內建立
不同的地下城，轉往地底生活，光在卡帕多奇亞就有40多座，而其
中Derinkuyu更是土耳其最大最深的地下城，有9層深達85公尺，因
此於1985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由於Derinkuyu面積龐大，高峰
期曾有近5萬人居住，最少也有3,000人。Derinkuyu城亦是連接其
他地下城的樞紐，城內可直接通往20公里外的另一個地下
城Kaymaki。

飯店內享用

精緻特色料理

土耳其之夜經典舞蹈晚宴

加米拉蘇洞穴酒店Gamirasu
或同等級飯店

漫步雲端熱氣球Hot Air Balloon：
1.每團前十名報名者特別贈送此體驗。贈送名額額滿時需加購熱汽球者在台灣報名優惠每人6500元，如在當地決定報名則費
用9000元(當地報名價格僅供參考，實際依照當地貨幣計算)。
2.凌晨04:30出發，如當日因天氣因素無法飛行贈送者則不另退費，加購者則全額退費。
3.如因個人身體狀況考量不參與此項活動，請於團體出發前10天前告知，贈送者則不另退費，加購者則全額退費。
越野吉普車奇景巡禮Jeep Safari：行駛路線會依照當地導遊安排調整，如上述景點無法在搭乘吉普車時經過也會搭巴士或步行
前往拍照。
今日行車時間參考：【卡帕多奇亞】(預計住宿地點)

Day 7

卡帕多奇亞∕伊斯坦堡

2023/01/08 1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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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堡Istanbul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Bosphorus Strait Boat

土耳其國內最大城市，坐落於黑海與馬摩拉海之間，地理位置優
越是世界上唯一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掌握世界政治、宗教及藝術中心的重鎮之地，更曾是拜占庭及鄂
圖曼兩大帝國的首都。在這座不平凡的城市中孕育出許多神跡所
創造的文化資產，因此伊斯坦堡舊城區於1985年被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之一。

博斯普魯斯在希臘語中是＂牛渡＂之意─傳說古希臘萬神之王宙
斯，曾變成一頭雄壯的神牛，馱著一位美麗的人間公主，從這條
波濤洶涌的海峽遊到對岸，海峽因此而得名。海峽北連黑海，南
通馬爾馬拉海和地中海，把土耳其分隔成亞洲和歐洲兩部分，是
溝通歐亞兩洲的交通要道，也是黑海沿岸國家出海的第一道關口。
由於歐亞兩洲各國間的商貿等各種交往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不斷
增多，它的地理位置尤具戰略意義。整座大橋宛若一條長虹，沿
著海峽兩岸散佈著蘇丹王的夏宮、貴族的別墅及富豪的華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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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享用

亞洲風味料理餐

特色燒烤美味料理

5星．Mercure Istanbul City
Bosphorus
或同等級飯店

今日行車時間參考：【卡帕多奇亞】++1小時/74KM++【凱薩利機場】++1小時20分鐘/飛機++【伊斯坦堡機場】++1小
時/57KM++【伊斯坦堡市區】(預計住宿地點)

Day 8

伊斯坦堡

2023/01/08 1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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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

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Topkapi
Sarayi

索菲亞代表著智慧之意─已有1500多年的

有頂大市集Grand Bazaar
號稱是世界最大的市集─在如迷宮般的街

歷史且見證了拜占庭興盛與衰落，大家無

位於聖蘇菲亞大教堂後面的半島小山丘頂

道裡，五花八門的商店超過5000家，黃澄

不讚嘆她的美！她結合了東西方建築精神，

端，占地70k㎡，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整

澄的金飾、色彩鮮豔的地毯、時髦的皮衣、

最能展現出希臘東正教的榮耀及東羅馬帝

座皇宮有海牆及城牆圍繞，博斯普魯斯海

異國風味的香料及精巧的手工藝品讓人目

國勢。聖索菲亞大教堂內部採用了希臘式

峽成為皇宮的天然屏障，稱得上是君士坦

不暇給。琳瑯滿目的各式紀念商品及小吃、

十字架的造型，在空間上則創造了巨型的

丁堡的城中之城。於西元1924年開

餐廳、酒吧等，就算不採購也足以讓您在

圓頂，而且在室內並沒有用到柱子支撐，

放，1991年改成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大的

這個仿若迷宮的市集逛上一逛。

馬賽克拼貼磁磚為拜占庭建築主要風格，

宮殿博物館，總共有400多個房間─寶物

一直保持著鄂圖曼帝國最重要圖騰建築風

收藏室內展示8萬6千件富有歷史意義的手

格。

工藝品：包括珠寶、服裝、傢俱、毛毯、
中國陶瓷、玻璃製品、圖畫、武器。

加拉達塔Galata Kulesi
從6世紀初建起，每位統治者都給加拉達塔不同的定義和功能，曾經
是黃金角上最閃耀的燈台，現在所看到的加拉達塔是新城區的地標，
登上加拉達塔欣賞美景，無非是想一覽新舊市街的全貌。這是觀光
客不可省的一到儀式，可以360°欣賞伊斯坦堡新舊城和金角灣、博
斯普魯斯海峽的景觀。

飯店內享用

Day 9

伊斯坦堡特色風味餐

主廚特餐晚宴

夜宿機上

伊斯坦堡∕台北

終於回到溫暖的家，拿著行李和團員們互相道別，相約著下次的旅程還要和太平洋旅行社專業的導遊們一起冒險去探索整個世界，
人生就是如此多看看這個世界去發掘新的事物，約定好下次的旅程又即將成行。

機上享用

機上享用

機上享用

溫暖的家

★費用包含★
1.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門票。
2.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3.本公司已依觀光局規定投保履約保證責任險4300萬，每人500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費用不含★
申辦護照費用NT$1,600元。
*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2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
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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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3. 國內班機皆為經濟艙，並會依照班機預定時間調整行程順序，敬請見諒。
4.簽證須知
2016年2月10日起國人持台灣護照申請電子簽證(e-visa)赴土耳其觀光旅遊，享有免費待遇，但還是需要上網申請土耳其簽證，土耳
其簽證所需資料如下：
①護照影印本效期6個月以上(護照內頁要有持照人簽名)
②身份證影印本1份(或提供父親姓名、母親姓名)
③客戶基本資料表
*18歲以下未成年，另附戶口名簿影本。
*18歲以下未成年，若父母其中一人未同行需附上不同行一方同意書。
5.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單人房間差額費用請服務專員另外報價。
6.歐洲飯店因消防法規限制2-12歲(未滿)小孩須佔床或加床，請依小孩加床價格，12歲以上視同大人。
7.歐洲部份地區，由於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因此部份飯店房間
無空調設施，敬請見諒。
8.特殊房型(一大床、三人房、連通房)等．請於報名時先告知服務專員以利事先需求，不保證一定有特殊房型，如飯店無特殊房型，
皆須補房差，費用請服務專員另外報價。
9.團體旅遊時，須全面顧及全體旅客，時間安排請相互配合，如有嬰幼兒同行者，可能無法妥善兼顧，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
攜帶嬰幼兒同行旅遊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困擾。
10.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70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
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1.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
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際提供為主，住宿房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
12.因航空公司明定開立機票需先支付全額機票款，大部份機票一經開出，無法取消或變更，亦可能無退票價值，專員將於開票前通
知您，敬請留意。
13.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14.若行程中有特殊需求，如特殊餐食(素食、不吃牛／羊、兒童餐)，請於報名時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敬告素食客人，如
前往國外當地旅遊，因當地素食不擅料理，料理偏簡單或無變化的菜色，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5.年齡屆19歲至36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16.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17.報名時請付訂金每人NT$30,000元。
18.如遇飯店無提供行李服務則需自行拖運，敬請見諒。

台北 02-7713-4919 │ 高雄 07-976-9212
台中 04-3706-5309 │ 日本 0476-80-9160 │ www.pac-grou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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