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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航空】土耳其 10 天團 
奇石林、仙境煙窗、棉花堡、特洛伊古城、伊斯坦堡 
出發日期：4 月 11,18,25 日；5 月 2,9,16,23,30 日； 

6 月 6,13,20,27 日 
成人收費 

（佔半房） 

小童收費 

（佔半房） 

小童收費 

（不佔房） 

單人房 

附加費 

*機場稅項 

成人/小童 

建議服務費 

(港幣) 
美亞綜合保險 

$11,999 起 $11,499 起 $10,999 起 $6000 
  

$368 

暢遊之旅 
 選乘被國際知名航空調查機構“SKYTRAX”評為五星級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 

 參觀聖蘇菲亞大教堂及藍廟。 

 前往加柏都斯亞“奇石林”飽覽不同奇形的岩石及獨有之「仙境煙窗」。 

 前往著名古城「以弗所」，欣賞完整的遺蹟。 

 特別增遊古希臘神話名城“特洛伊”，緬懷「木馬屠城」驚世故事。 

行程安排 

天數 早餐 午餐 晚餐 城市 
住宿【如遇展覽會或其它特殊情況下，以上行程表所列的

城市將改往住宿於鄰近或周邊城市之酒店】 

1.   於航機上 

2. 航機上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內享用 

自助餐或晚餐 

加歷奇 Iris Hotel 或同級 

3. 

於酒店內 

享用自助餐 

當地餐廳 古薩達斯 Arora Hotel 或同級 

4. 當地餐廳 棉花堡 C& H Hotels 或同級 

5. 當地餐廳 
加柏都斯亞 Burcu Kaya Hotel 或同級 

6. 地道午餐 

7. 地道午餐 安哥拉/布爾諾 Asal Hotel 或 Koru Hotel 或同級 

8. 當地餐廳 當地晚餐或中式晚餐 伊斯坦堡 
標準五星級 Holiday Inn  

Istanbul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9. 航機上 航機上 

10.  抵港 

1. 香港新加坡~伊斯坦堡  Hong KongSingaporeIstanbul 
是日由本公司專業領隊陪同下，乘搭新加坡航空公司經新加坡飛往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沿途享受航機上優質服務及佳餚美酒。 

2. 伊斯坦堡~藍廟（包入場）~聖蘇菲亞大教堂（包入場）~（自費）杜瑪伯爵皇宮~ (乘船橫跨)達達尼爾海峽~加歷奇 

Istanbul~Blue Mosque~St.Sophia~ Dolmabahce Palace ~Canakkale 
航機於是日早上飛抵土耳其~伊斯坦堡，抵達後開始遊覽這個千年歷史名城。團友首先途經參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光榮歷史的象徵之一的競馬場。繼

而前往藍廟，由於廟的內牆舖滿了藍色磚塊，故得此名。藍廟是蘇丹阿麥德下令建造，建於十七世紀，是世上唯一擁有六座拜望塔的清真寺，亦是鄂

圖曼帝國最有名氣的文化遺跡。繼往聖蘇菲亞大教堂參觀，此教堂於公元五三七年由查士丁尼大帝興建，一座拜占庭式的建築物，圓頂、室內無柱，

置身其中，仰望宏偉的圓拱堂頂，予人自由輕快的寬感，一如飄浮的穹蒼。聖蘇菲亞大教堂原為基督教會興建，後來被伊斯蘭教取代了基督教在土

耳其的地位，隨之亦變為伊斯蘭教廟宇。或自費參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夕陽皇宮—「杜瑪伯爵皇宮」。午餐於市內餐廳。餐後乘專車前往碼頭，乘搭

小輪橫跨達達尼爾海峽，前往加利波利市，此市名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土耳其軍隊曾以此城作為對抗英國、澳洲、紐西蘭、法國和希臘之軍隊，在

歷史稱之為「加利波利戰役」。晚餐於酒店餐廳享用自助餐。       

3. 加歷奇~特洛伊古城【世界文化遺產】（包入場）~巴格門古城（包入場，包纜車）~古薩達斯

Canakkale~Troy~Pergamon~Kusadasi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餐後前往希臘神話中，最為人熟悉之「木馬屠城記」。故事起源地—「特洛伊」

古城。神話中提及「斯巴達」皇后「海倫」被擄到「特洛伊」後，斯巴達人與希臘人組成聯軍攻打「特

洛伊」，但戰事持續十年仍未分勝負，其後聯軍由神明指示下，把軍隊藏於一隻木製馬匹內，當為禮物

送給特洛伊人，乘對方軍隊慶祝勝利及熏醉後，軍隊從木馬內出來將特洛伊人消滅，把戰爭結束。團友

更可從樓梯進入大型木馬內拍照。午餐於當地餐廳，餐後前往著名「羊皮紙發源地」~巴格門古城參觀。

古城由亞歷山大大帝屬下一名將軍所創立，曾經是古希臘最繁盛的古城，城內無論建築、財富及醫學水

平，均為當時頂尖級，特別為文學方面，更擁有號稱世界第二大之圖書館。抵達後，前往參觀古城之「圖

拉真神殿」、「雅典娜神殿」及「希臘式劇場」等等古蹟。遊畢乘車前往土耳其著名「愛琴海」度假區「古

薩達斯」。於酒店內享用自助晚餐。 
 
 

 特別安排於「奇石林」山洞夜總會親身感受當地文化欣賞 

   土耳其正宗肚皮舞及民族舞表演（包飲品及小食）！ 

 安排午餐於駱駝商隊旅館 

 安排「棉花堡」入住溫泉酒店，團友可於酒店室內溫泉泳池 

   享用天然溫泉浴。 

 全程提供礦泉水（每人每日一支） 

 19 人或以上保証安排 46 座旅遊車；19 人以下保証安排 27 座旅遊車。 

圖片只供參考 

棉花堡 

MED-NT-15-028 
巴格門古城 

圖片只供參考 

全包 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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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薩達斯~以弗所古城~土產店~皮革店~棉花堡【世界文化遺產】（包入場）【特別安排入住溫泉酒店】   

Kusadasi ~Ephesus~ Leather Shop~Pamukkale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餐後乘專車前往遊覽土耳其境內著名的羅馬古城「以弗所」。古城為羅馬時

期的商業及宗教重鎮，兼為羅馬帝國於亞細亞省之首都，現仍保存著許多十分完整的遺蹟，如：行政

中心區、音樂廳、神殿、浴場、圖書館、市集及容納二萬五千人之羅馬劇場，城市建築規模之大，實

令人嘆為觀止。遊畢，驅車前往皮革店，店內有不同的皮革款式，團友可自由選購心愛的皮革。午餐

於當地餐廳。餐後乘專車前往參觀世界級自然景點「棉花堡」。團友可於指定範圍內的梯田水池漫步

或拍照。棉花堡之地下溫泉水不斷從地底湧出，含有豐富礦物質如石灰等，經過長年累月，石灰質聚

結而成棉花狀之岩石，層層疊疊，構成自然壯觀之岩石群和水池，因而得名。由於泉水蘊含大量礦物

質，有治療高血壓、風濕症和皮膚病的效用。團友或可於棉花堡旁之古羅馬城「希拉波皇斯」，感受

這個鬼斧神功之天然奇景。新華旅遊特別安排團友入住溫泉式酒店，並於酒店餐廳享用豐富自助餐。

餐後團友可自由於酒店之室內溫泉泳池享用具健康療效之天然溫泉水，定能令您疲累盡消。 

5. 棉花堡~駱駝商隊旅館~途經康雅（古代土耳其斯諾皇朝的首都）~加柏都斯亞~地下城市（包入場）

Pamukkale~Caravanserai~ Konya~Cappadocia~Underground City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餐後特別安排參觀「駱駝商隊旅館」；於古時，駱駝商隊之貿易稅收為國家之重要收益，故每個國家保護此等駱駝商隊均不

遺餘力，故設立此「駱駝商隊旅館」，免費為商旅於漫長之旅途中，提供安全而舒適之一個中途站。午餐於途中市內餐廳。途經古代土耳其斯諾皇 朝

的首都康雅。康雅是位於安那托利高原中央的重要古都，現今已發展成重要工業城市。康雅最具特色之處，就是它被譽為回教苦行派之家；在古代這

教派的主要作用是把（安那托利）土耳其的基督教徒感染。由於苦行派傳揚的是寬容、寬恕、開導及教化，因此它對於當時的人有極大的影響力。在

康雅，每年都會舉行一個苦行派的節日，教徒會穿起長袍，跳出輕盈舞步，藉此與神結合為一。稍後，前往奇石林著名的「地下城市」，地下城市為基

督教徒所建造，有房屋、大廳、廚房、飯廳的遺跡；此外，還有倉庫、換氣用的通風孔和逃避襲擊的逃生道，是一所地下迷宮。晚上返回酒店休息。 

6. 加柏都斯亞~仙境煙窗~石中教堂~地氈村~「洞穴夜總會」正宗「肚皮舞」及「民族舞」表演 

Cappadocia~Fairy Chimneys~Open Air Museum ~Carpet Village~Cappadocia By Night（Belly Dance Show）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團友可自費乘坐熱氣球升空活動，欣賞奇妙的奇石林風光，令您畢生難忘。有興趣參加之團友，請盡早與領隊聯絡。）餐

後乘專車前往奇石林怪石區，飽覽如金字塔型，圓錐型、似被扭轉的黏土狀的山，以及像在塔尖戴上帽子的岩山，此岩山被當地居民稱為「仙境煙窗」

遊畢前往石中教堂，參觀七世紀時阿拉伯人的統治下，基督徒由於受到宗教迫害，便逃到此處建築岩窟教堂避難以及堅守自己的信仰。午餐於當地餐廳

享用阿拉伯式自助午餐。餐後前往地氈村，參觀土耳其最著名之手工藝「土耳其地氈」，「土耳其地氈」以其織結法而聞名，而編織過程全都以人手製

造，色彩繽紛，手工精巧。遊罷乘車返回酒店餐廳享用豐富自助晚餐。餐後安排於極具特色之「洞穴夜總會」，欣賞土耳其正宗『肚皮舞』及『民族

舞』，一面品嚐各式飲品、地道美酒及地道小食之餘，更可隨興之所至，與各國不同遊客載歌載舞，讓您狂歡一個晚上。 

7. 加柏都斯亞~鹽湖~土耳其國父紀念館~安哥拉 Cappadocia~Saltlake~Antikabir~Ankara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餐後乘車沿途可見土耳其第二大的湖~鹽湖。午餐於地道餐館。餐後乘專車前往參觀「土耳其國父紀念館」一睹土耳其人心

目中最尊崇之英雄人物。土耳其國夫父「阿塔土克」推動鄂圖曼帝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內結束而崩潰，他領導土耳其人成功避免國家被西方列強瓜

分，另一方面大力推動西化，並推行多項改革，建立起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晚餐於酒店享用。 

8. 安哥拉/布爾諾~博斯普魯斯海峽~伊斯坦堡~大市集  

Ankara/Bolu~ Bosphorus~Grand Bazaar~Istanbul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餐後乘專車橫跨博斯普魯斯海峽前往伊斯坦堡。午餐於市內餐廳。餐後前

往大市集購物。該市集已有五百多年歷史，內外商店超過三千多間，售賣之貨品包括皮革、地氈及

各式地道手工藝品等，琳瑯滿目。晚餐於當地中餐廳，享用豐富中式晚餐。 

9. 伊斯坦堡~杜柏奇皇宮（包入場及另包入館內欣賞全世界第二大巨型鑽石）~ 

自由活動：（自費）觀光船暢遊博斯普魯斯海峽新加坡 

    Istanbul~Topkapi Palace~Free for Leisure Optional：Bosphorus CruiseSingapore  
早餐於酒店享用自助餐。繼後參觀昔日蘇丹皇之住所～杜柏奇皇宮。皇宮現為博物館，館內收藏黃金甲胃及世界第二大巨型鑽石、金絲銀線構成

的王袍及中國瓷器等等，充滿波斯風情及中國色彩，團友定可大開眼界。餐後團友可自費由領隊代安排，乘觀光船，暢遊橫跨歐亞兩大洲之博斯

普魯斯海峽，海峽扼守於馬爾馬拉海入口，橫跨歐亞兩洲的「歐亞大橋」。欣賞峽岸風光，兩洲居民生活情景，感受土耳其水鄉風情。於指定時間

集合後乘專車前往機場，乘新加坡航空公司客機經新加坡返香港。 

10. 香港 Hong Kong  貴賓於是日中午安抵香港。 

 
 
 

 
 

備註： 
1. 2 月 26 日起生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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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單人房附加費』以電腦為準，詳情請向櫃檯職員查詢﹝有關費用如有需要將顯示於旅行團收據上﹞。 
4. 以上團費及行程均以報名為準，如有任何更改，恕不另行通告。  

5. 以上行程次序如有變動，以當地接待單位為準。 

6. 機票有效期：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回程日期須於出發前訂妥，出票後不得更改）。 

7. 如停留一晚（伊斯坦堡）或（新加坡），附加費為 HK$1000（大小同價）及有關稅項，如停留（伊斯坦堡）或（新加坡）多於一晚或停留兩站須繳付附加費 HK$2000 停留機位與

否，最終均按航空公司確認為準確。如未能停留尾站之團友，必須跟團返港，亦不得因此而退出或取消團隊。 

8. 如停留地點包括新加坡，須再另繳附新加坡機場稅 HK$252（大小同價）。 

9. 兩歲或以下小童收費請向職員查詢。 

10. 國父紀念館如因活動舉行而不能入內，則取消該行程。 

11. 旅行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旅行團服務費只包括領隊、導遊及旅遊車司機及旅行社相關人員服務費﹚，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12. 如單人報名，客人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若出發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則退回已繳付的單人房附加費用。而報名組合人數為單數，出發前未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 

可代安排三人房或雙人房加床（須視乎酒店安排）。客人不可藉故退出、取消或更改日期。 

13. 團費不包簽證費，詳情請參閱簽證須知。 
14. *稅項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15. 「客人凡參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具備綜合旅遊保險。」 
16. 顧客如自行購買旅遊保險而無法於報名後三個工作天內提供旅遊保險證明副本備份，其訂位將被取消，已繳費用將不獲退回。 
17. 按防火及酒店條例規定，不接受 4 人共一房(最多只限 3 人)之安排，敬請留意。 
18. 如遇展覽會或其它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行程表所列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客人不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19. 旅遊車上之 Wifi 可能因應不同地區、速度及訊號而有所限制，如因突發情況或旅遊車特別調動而未能安排 Wifi，恕不另行通知。 

責任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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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資料只供參考，正確航班請以茶會時公佈為準。 

第一天 香港/新加坡 SQ871 1955/2345 航程：約 3 小時 40 分鐘

第二天 新加坡/伊斯坦堡 SQ490 0145/0725 航程：約 10 小時 50 分鐘

第九天 伊斯坦堡/新加坡 SQ491 1325/0545+1 航程：約 10 小時 15 分鐘

第十天 新加坡/香港 SQ890 0735/1120 航程：約 3 小時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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