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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航空】直航往返，夜機出發，凌晨機回程，多出 1.5天旅遊時間 

內陸航班由【奇石林】前往【伊斯坦堡】，減省 7 小時車程 

入住特色【奇石林洞穴酒店】及【棉花堡溫泉酒店】，體驗經典土耳

其文化 

【達達尼海峽】乘船橫跨亞洲和歐洲的分界線 

「奇石林」四驅車穿越洞穴之城 

「棉花堡」鬼斧神工溫泉區 

「特洛伊古城遺址」木馬屠城記 

傳統土耳其肚皮舞表演 

土耳其 T U R K E Y 全包行程# 
+ 膳食 

古城遺蹟‧岩洞堡穴‧日出四驅車‧棉花堡溫泉‧5 星 HILTON 

 
【伊斯坦堡‧加歷奇‧古薩達斯‧棉花堡‧奇石林】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生效 

異國滋味 

優質直航 

重本增遊 

節省車程 

連泊 2晚 

特別體驗 

土式陶甕料理、串燒烤肉餐及海鮮餐 

IST9

B 

天 



   

 

   

  

  

IST9：9月 1日至 12月 31日生效 SIGHT-SEEING 

歷史文化 

《木馬屠城記》遺址 「特洛伊古城」 

重本增遊 

4000多年的歷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經過 9次建城，

傳奇故事《木馬屠城記》中的特洛伊城遺址，被滅屠城之

後因大地震而長埋大地之下，後來才被考古學家發掘出，

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遺址之一。可參觀城內最大的建

築「雅典娜神廟」。仿製《木馬屠城記》的巨型木馬，更

可進入木馬內參觀，眺望整個特洛伊平原。 

 

古羅馬亞洲首都 「巴格門古城」 
乘來回約 10 分鐘纜車登上坐落在山頂上之古城，可以遠

望附近的景色。古城保有依山而建的巨型石劇場，是世界

最斜的大劇場及號稱世界第二大之圖書館，藏書量達 20

萬冊之多，是古希臘最繁盛的古城之一 。 

世界 5 大教堂 「聖蘇菲亞大教堂」 千年奇幻穴居 「凱瑪克利地下城」 
當年基督徒為了逃避阿拉伯人追趕而遷往地下，建成了可

容納 5000人的地下城市。內有房屋、大廳、廚房、飯廳、

教堂、祭壇、倉庫等，甚至有葡萄酒儲存區、牲畜豢養區

等，令人大開眼界，感受造城者的智慧。地下的通道十分

狹窄，只能供一人通過，而且不時會有分叉路，就如地下

迷宮一樣。 

教堂興建時是一座天主教教堂，後來改為清真寺，現時被

改建為博物館，是世上唯一受基督教與伊斯蘭文化影響的

博物館。寺內大圓頂半徑長達 30 米，是世界最大的圓頂

之一。寺內掛了目前伊斯蘭世界保有面積最大的圓框書

法，8 個圓框分別寫上了阿拉、穆罕默德等重要領袖的名

字。 

世界最大最古老巴扎之一 「大巴札」 
超過 50 條室內街道和 4000 多間商鋪，遊客可以貨比三

家，更可以殺殺價嬴得心水價格。土耳其旅遊的必去清單

之一，許多遊客慕名而來買當地特色伴手禮。 

常見必買: 玫瑰水、地毯、天然橄欖商品、蘋果茶、土耳

其紅茶、馬賽克燈、香料、圍巾、馬賽克拼貼陶瓷商品等。 

土耳其最美清真寺 「藍廟」 
土耳其的國家清真寺、重要的禮拜場所，而且它是全球唯

一一座擁有 6座宣禮塔之清真寺。寺內的牆和穹頂一共用

了 21,043 塊以藍色為主的伊茲尼克磁磚打造，使整個清

真寺內都充滿了藍色，所以被稱為「藍色清真寺」。 

 溫馨提示：廟內請勿使用閃光燈拍照或拍攝禱告中的

教徒，服飾以端莊為主及入寺前請脫鞋，女士需自備頭巾

配帶。 



   

 

   

     

伊斯坦堡 5星【Hilton Bomonti】 
 

ACCOMMODATIONS & MEALS 

嚴選住宿 

IST9：9月 1日至 12月 31日生效 

地道美饌 
 

重本增遊 

重本增遊 

乘坐約 1.5小時四驅車輕鬆穿越奇石林(4人 1車) 

奇石林由數百萬年前的火山運動再經過風化侵蝕形成的奇特山谷，被譽為地

球上最像月亮的地方，是著名電影《星球大戰》的取景地之一。 

＊貼心安排：洞穴內欣賞正宗肚皮舞及民族舞表演，品嚐地道美酒小食。 

酒店面向奇石林，在房間也可坐擁世界文化遺產美景。由於酒店是按照洞穴

形狀而修建，所以每間房間的大小和形狀都是獨一無二。 

www.hilton.com/en/ 

奇石林四驅車之旅 自然文化雙世產 

棉花堡高 160 米，長 2700 米，泉水長期在攝氏 36-38 度，共有 17 個溫泉

池。高鈣的泉水歷經長年的礦物沉澱，形成一層層白色石灰岩層。看起來軟

像綿花，踩下去就會發現是很硬的石灰岩層。遊客可以赤腳浸泡於溫泉，於

指定範圍的梯田中漫步及拍照。 

＊溫馨提示：為了保護棉花堡，遊客進場內必需脫鞋赤腳進入，可究前帶防

水袋裝鞋。另外建議帶備防曬、太陽眼鏡、帽子及潤唇膏。 

貼心安排當晚入住溫泉酒店，享受棉花堡聞名於世的溫泉，消除疲勞 

Richmond Pamukkale Therma/Pam Thermal Pamukkale 

5星【棉花堡】溫泉酒店 

棉花堡 自然文化雙世產 

將新鮮雞/牛/蔬菜裝入陶罐，將整個陶甕

一起放入烤爐，原汁美味都封存在罐中。上

菜時，對準中間接縫處用力敲下去，便可馬

上品嚐。 

連泊 2晚【奇石林】洞穴酒店 
Uchisar Kaya Cappadocia/Hera Cave Suites/Exedra Hotel 

國際品牌 

 

Testi Kebab 

陶甕燉肉 旋轉串燒烤肉 

土耳其 

海鮮料理 
將羊肉、牛肉或雞肉，一片片垂直插在會旋

轉的烤串上，像一圓柱體般在爐上燒烤，用

刀把肉割下來享用。而作為一個回教國家，

所以不會用豬肉做材料。 

土耳其位於愛琴海及地中海沿岸，海資源

極其豐富，可以吃到各種海鮮料理，常見的

鮮魚有烤鱒魚及鱸魚，及青口等貝類。 

Doner Kebab 沙威瑪 

Hilton Istanbul Bomonti 所有客房均採典雅裝潢，可透過落地窗欣賞市景

全景或伊斯坦堡海峽全景，公共區域可使用免費 WiFi。 

酒店內的 Eforea-Spa 榮獲世界奢華 SPA 大獎，設有室內泳池、桑拿、土耳

其浴、健身中心、蒸汽室、理療室以及私人 SPA設施等用。 

酒店毗鄰歷史悠久的波蒙提啤酒廠，為新的文化娛樂中心，距離購物區和 

City's Mall僅需步行 15分鐘。 



   

 

   

  
ITINERARY IST9：9月 1日至 12月 31日生效 

(備註 2,5,7,12) 

(備註 2,3,4,6) 

酒店 

香港     伊斯坦堡 (土耳其） 

Hong Kong    Istanbul (Turkey)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伊斯坦堡 ~ 藍廟 寺內大部分建築採用了藍色的伊茲尼克磚塊，因而得名，其中六個尖塔的回教清真寺在

全世界上屬非常罕見 (註:廟內請勿使用閃光燈拍照或拍攝禱告中的教徒，服飾以端莊為主及入寺前請脫鞋，女士需自備頭巾

配帶) ~ ＊聖蘇菲亞大教堂 世界第五大教堂，融合基督教與回教兩大宗教東西方建築精神 (備註12)  

~ 埃傑阿巴德 (車程約4小時) ~ ＊乘船橫跨達達尼海峽    連同觀光巴士登船，於內海橫跨歐亞分界

線至土耳其西岸，全程約30分鐘，沿途可於甲板上欣賞拍攝兩岸景色 ~ 加歷奇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風味料理 晚餐  酒店晚餐 

Istanbul ~ Blue Mosque ~ Hagia Sophia Museum ~ Eceabat ~ Ferry cross Dardanelles Strait ~ Canakkale 

加歷奇 ~ ＊特洛伊古城    《木馬屠城記》遺址，逾 4000多年歷史  

~ ＊巴格門古城及纜車    (車程約 3 小時) 乘坐來回約 10分鐘的纜車，登上位於高山上的衛城，擁有世界

最斜的大劇場，是古希臘最繁盛的古城之一 (註：若遇纜車氣候不佳或維修時，則改以接駁車前往)  

~ 土耳其糖果屋 著名土耳其軟糖是以澱粉與砂糖製成的甜點，從前只有皇室貴族才能享用，軟糯可口  

~ 古薩達斯 (車程約 2.5 小時) 愛琴海沿岸 

Canakkale ~ Troy ~ Cable Car to Pergamon ~ Candy Shop ~ Kusadasi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酒店晚餐 

古薩達斯 ~ ＊以弗所古城    使徒聖保羅曾在此傳道並寫下聖經中之《以弗所書》，據說約翰及聖母瑪

麗亞曾居住於此，是世界最大古希臘羅馬遺跡及早期基督教中心之一 ~ ＊阿特米斯神殿遺址 世界七大奇

蹟之一，可容立 2.5萬人，建築時間總長達 120年 ~ 皮革店專門店 土耳其盛產羊皮，是全球第六大皮革出

口國 ~ ＊棉花堡    (車程約 3 小時) 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因外觀雪白而得名。泉水在富有碳酸鹽礦物的梯

田流動，遊客可於指定範圍一嘗溫泉足浴樂趣 ~ ＊希拉波里斯古城    融合古希臘、古羅馬、猶太人等文

化元素，西元前 190年由貝加孟王國所建立的度假中心，當時包含神殿、劇院、市集、浴場等  

~ 入住溫泉酒店享用設施 #請自備泳衣 

Kusadasi ~ Ephesus ~ Artemision ~ Leather Shop ~ Pamukkale ~ Hierapolis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  酒店晚餐 

棉花堡 ~ 絲路駱駝商旅驛館 (車程約 4.5 小時) 土耳其是絲綢之路的終點，驛站為當時商隊及駱駝補給

和休息處 ~ 加柏都斯亞“奇石林”  (車程約 3 小時) 幾百萬年前火山爆發冷卻後遺下的自然奇觀  

~ 鴿子谷 幾千萬年前火山爆發後從地上冒起的小石山，熔岩凝固而形成 

~ 獵人谷 百萬年的風化岩石，據說因為有水源，吸引動物來喝水，故大量的獵人在此聚居狩獵，因而得名 

Pamukkale ~ Caravanserai ~ Cappadocia ~ Pigeon Valley ~ Hunting Valley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地道午餐 晚餐  西式晚餐 

加柏都斯亞 ~ ＊奇石林四驅車之旅 乘坐約 1.5小時四驅車穿越古代基督徒為逃避阿拉伯人追趕，藏

身奇石林生活洞穴居所遺址 (備註 8,9) ~ ＊奇石林地下城市 基督徒為了逃避阿拉伯人而建成可容納 5000

人的地下城市 ~ ＊歌樂美露天博物館．洞穴教堂    世界文化遺產，教堂內禁止拍照。西元十世紀前

基督教為了堅持信仰集中，在此興建多達 400座以上名為博物館的教堂  

~ ＊烏其撒．仙境煙窗 (車程約 3 小時) 熔岩切削成的幾百座像金字塔般的尖岩山  

~ 三姊妹岩 猶如孿生姊妹的三個香菇頭仙境煙窗 ~ 地氈文化村 西藏、土耳其和波斯地氈為世界三大名氈，參觀獨

特人手織結法，體驗傳統文化 ~ ＊土耳其肚皮舞及民族舞表演(包飲品)(備註 11) 

Cappadocia ~ 4WD Safari ~ Underground City ~ Goreme Open Air Museum ~ Elmali Church ~ Uchisar Castle  

~ Fairy Chimney ~ Three Beauties ~ Carpet Village ~ Belly Dance Show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土耳其陶甕燉肉料理 晚餐  酒店西式晚餐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加歷奇 5星】 

 

Kolin Hotel 

Canakkale 

或 

Parion Hotel 

或 

Grand Hotel Temizel 

【古薩達斯 5星】 
 

Le Bleu Hotel 

Kusadasi  

或 

Ramada Hotel & 

Suites  

或 

Grand Belish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免費大堂及房間 

【棉花堡 5星】 
溫泉酒店 

 

Pam Therma 

Pamukkale 

或 

Richmond 

Pamukkale Thermal 

免費大堂及房間 

特別安排 

連泊 2晚 
【加柏都斯亞】 
奇石林洞穴酒店 

 

Hera Cave Suites 

或 

Uchisar Kaya 

Cappadocia  

或 

Exedra Hotel 

免費大堂及房間 

(備註 15) 



   

 

   

  

  

ITINERARY IST9：9月 1日至 12月 31日生效 

牌照號碼:350217 IST9(SEP-1)-ITX2020 製表日期: 29 MAY 2020 

(備註 2,5,7,12) 

(備註 2,3,4,6) 

酒店 

【伊斯坦堡 5星】 

 

Hilton Bomonti 

或 

Crown Plaza Hotel 

特別安排 

免費大堂及房間 

加柏都斯亞      伊斯坦堡 內陸航班減省 7小時車程 ~ 塔克西姆廣場 一個大型購物旅遊休閒區，

同時為土耳其球迷心中的聖地，每逢國家足球隊在比賽獲勝，便有上萬名球迷聚集在塔廣場慶祝遊行。區內更有

全球最短地鐵站，只需 1.5 分鐘便完成這條只有 600 米的鐵路 ~ 伊斯提克拉商店街 伊斯坦堡最多潮流

商店集中地，只供唯一軌道電車或步行，特色商店及餐廳林立，盡情購物 

Cappadocia     Istanbul ~ Taksim Square ~ Istiklal Avenue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輕便早餐盒 午餐  地道旋轉串燒烤肉 晚餐  中式晚餐 

伊斯坦堡 ~ ＊地下水宮殿 在西元 6世紀動用了 7,000名奴隸興建，實際是地下儲水池。宮內最著名「美

杜莎頭像之柱」的美杜莎蛇髮女妖，因受到女神雅典娜詛咒，凡直視她雙眼的人都會被石化，所以現存的頭像是

倒著放避免人們直視 ~ ＊杜柏奇皇宮 全球最大宮殿博物館之一，建於 1466-78年間，並作為奧斯曼帝國蘇

丹的居住和行政總部 400多年 ~ 君士坦丁堡競技場 曾是君士坦丁堡的舊競技場，廣場於 3世紀時興建，

現已是風景優美的城市公園，可欣賞舊君士坦丁堡的美麗風光 ~ 伊斯坦堡大巴札 (備註 10)  

~ 伊斯坦堡     香港 

Istanbul ~ Basilica Underground ~ Topkapi Palace ~ Hippodrome ~ Grand Bazaar     Hong Kong 

早餐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中式午餐 晚餐  土耳其海鮮料理 

DAY7 

DAY8 

     Hong Kong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航班上 

香港 DAY9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如投保【環球尊尚計劃】更能獨享專有「更改姓名、改期、轉團或保留團費三個月」額外保障；而於紅色旅遊警示下，更可獲取消或縮短行程之額外保障。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建議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

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如有任何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將有機會入住另一酒店，不能與客人入住同一酒店，敬請留意。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店代替。 

由於每樓層房間供應有限，因此同團或同組合的客人有可能被安排於不同樓層，以酒店最

終安排為準。 

4)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如餐食未能滿足閤下的要求，將會以素餐代替，敬請留意。 

6)  如報名時為單人或單數組合，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A) 單人報名，客人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敝社將於出發前三日確認，如最終未能

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B)  3 人或以上之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安排與同性別團友夾房 或 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

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敝社將於出發前三

日確認，如最終未能安排，不得藉故退出。 

7)  酒店晚餐將以西式 3 道菜或自助餐供應，視乎酒店當天安排為準，敬請留意。 

8) 【奇石林四驅車之旅】４人一車，故有可能同一組客人會被安排乘坐不同車輛，客人不可藉

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見諒。 

9)  奇石林區地型乃天然形成，路面較為凹凸不平，乘坐四驅車的過程中有機會造成搖晃及震

盪，客人可自行選擇參加與否。如不參加之客人將視作自動放棄而相關的費用不會退還，客

人可於酒店休息，敬請留意。 

10) 【伊斯坦堡大巴札】如遇上休息或假期，將改為前往香料市集取替。 

11) 如遇伊斯蘭教齋戒月(Ramadan)，在此期間會取消肚皮舞表演及部份餐廳不設酒精飲品供

應，敬請留意。 

12) 如遇以上旅遊景點、參觀博物館、寺廟等節目休息或維修或臨時關閉，行程/景點將改為外

觀拍照或以其他景點取替，一切以旅團集合/當地接待為準。 

13)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及正常情況作預計，車程只供參考。 

14) 洞穴酒店為天然石洞開鑿而成，因建築限制酒店均不設電梯及空調，已安排行李搬運服務，

敬請留意。 

15)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16)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

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在參與 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

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內容及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

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 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17)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18)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參閱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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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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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費請參閱報名表背頁旅遊細則及

責任事項。  

  

【土耳其航空・內陸航班】 

【土耳其航空・伊斯坦堡來回】 

香港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香港 

 

TK71 23:05    06:15 +1 

TK70 02:00    17:00 

伊斯坦堡 

到達時間約 10:35-14:30 

加柏都斯亞 

起飛時間約 09:00-13:00 

  

【土耳其】旅遊資訊 

簽證簡介 
1) 持香港特區護照、澳門特區護照：不需辦理簽證 

2) 持 BNO 護照：需辦理電子簽證 

3) 持外國護照：需根據個別情況而定  

★辦理簽證所需之申請資格、文件、費用及批證期詳

情，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wwpkg.com.hk 

天氣及時差 月份 

9-12月 

天氣(平均氣溫) 

攝氏 18 ~ 31 度 

＊土耳其當地時間慢香港 5 小時  

＊因土耳其佔地廣闊，不同地方溫度差異較大，敬請注意 

   

 

   

ITINERARY 

【溫馨提示】 

 如出發前感到身體不適，敬請出發前徵詢家庭醫生意見是否適合 

外遊，以免在旅途中未能獲得適當治療而影響旅程 

 証件必須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計) 

 當地活動工作人員或公共設施收取之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服務費約美金$1-10，請客人自行考量 

# 每人每天建議服務費為 HKD150，包括領隊服務費、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及 

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並不包括行程內其他服務收費。 

【A】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 
購買「縱橫旅安心」(環球基本計劃及環球尊尚計劃)之客戶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 
現金賠償：首 5 小時延誤可獲 HK$300，其後每滿 10 小時延誤可獲 HK$700，最高可獲
HK$2,000。 

【B】如遇天氣影響以致更改原定住宿(不論是否因航班延誤而引起)： 
＞如被安排入住鄰近酒店，有關住宿費用須由客人先自付，之後由本社代為向保險公司申
請索償。 
上限為: ‧「環球基本計劃」: HK$10,000 ‧「環球尊尚計劃」: HK$40,000 
＞如被安排入住非酒店類型之免費休息區(如體育館、學校、社區中心等)，本社會向原定
酒店爭取退款，之後再作通知。 
‧若更改住宿是因航班延誤而引起，僅可獲以上 A)或 B)其中一項賠償。 
‧客人須先自付有關住宿費，之後由本社代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當地之交通安排由本
社負責。 

【C】如遇天氣影響以致取消景點： 
＞如涉及門票，則退回相關費用，恕不設任何補償。可否前往其他景點代替，則視乎當地
情況為準。 
‧如有購買「縱橫旅安心」(環球基本計劃及環球尊尚計劃)，可由本社代為向保險公司申
請索償。 
‧請保留額外酒店住宿及交通費用之收據，以便向保險公司申索。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保單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如有任何爭議，一概以英文
為準。 
‧天氣影響情況下，會以客人安全為首要重點。如安排上未能滿足客人情況下，懇請客人
諒解。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更改原定住宿或取消景點之安排 

https://wwpkg.com.hk/tch/services/travel-insurance.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