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航直飛》土耳其雙飛 9 日｜【機加酒】 

                                        ＋【45 美金加購當地行程】～輕鬆遊伊斯坦堡、卡帕多其亞雙城 

  

每日行程  

第 1

天 

航班時間僅為參考，以最終確定之使用航班為準  

台北 伊斯坦堡 Istanbul 

~期待已久的旅程即將開始~ 

今日齊聚於國際機場，安排搭乘土耳其航空直飛班機，飛往目的地: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 Istanbul（此曾為

東羅馬帝國之首都，古名為君士坦丁堡）。此天因長程飛行，故夜宿飛機上。 

餐 食：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旅 館： 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 Istanbul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自費行程：機場 果里美露天博物館 蘑菇岩 漫

遊紅河畔 飯店】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卡帕多奇亞【果里美露天博物館、蘑菇岩、漫遊紅河畔】 

午餐:土式陶甕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卡帕多奇亞地區簡介    

【卡帕多其亞】1985 年入選世界遺產：經過長年風化水蝕之特殊景觀-格萊梅山谷與其周圍地區，聳立著形

狀不一之岩石丘陵，在這些岩面上開鑿了上千個洞窟，大多是羅馬帝國統治下潛逃之基督修士所建之修院與

聖堂。此地亦能看見穴居式村莊和地下城鎮-這些歷史可追朔至西元四世紀時的傳統人類居地遺址。 

 

果里美露天博物館   (入內參觀)  

果里美（Göreme）在土耳其語意為「讓你看不見」，園區裡的教堂約莫有 30座之多，全是九世紀後為了躲

避阿拉伯軍隊的基督徒所開鑿的，以十字架形式、圓拱蓋教堂，至今仍保存完整的宗教壁畫，處處都是藝術

的傑作。 

 

蘑菇谷   (入內參觀)  

蘑菇岩(Pasabag)，因谷內岩石形狀像蘑菇而得名，裡面各式各樣的蘑菇造型，非常有特色。因二次大火山

爆發而形成的特殊地形，第一次為下方質地較軟的凝灰岩，第二次是上方質地堅硬的玄武岩，在經過自然界

日積月累的風化、侵蝕，下端凝灰岩變石柱，上端玄武岩如同高帽般，成為著名的"煙囪精靈"地形。 

 

漫遊紅河畔   (下車參觀)  

位於 Goreme北方的 Avanos 小鎮因為位於土耳其最長的紅河上游，所以土壤中富含鐵質非常適合製作陶

器，從西台帝國時期，此鎮便以陶器聞名，在這裡幾乎每一間紀念品店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五花八門的陶瓷



工藝品。除此之外紅河兩岸及小鎮中心，有麥當勞、星巴克還有各式的餐廳、商店，假日的午後這裡也成為

許多在地家庭外出走走的好地點，特別安排時間讓您在此放慢腳步，您可以選擇搭乘貢多拉小船遊覽紅河，

或是找間餐廳坐下來喝杯土耳其紅茶或咖啡，也可以體驗抽水煙，優閒的午后欣賞截然不同的街景風情，感

受沒有觀光客群聚、只有當地人生活其中的悠閒步調。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含土式陶甕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含飯店

內晚餐) 

旅 館： 卡帕多奇亞 5★RAMADA CAPPADOCIA 或 5★HILTON CAPPADOCIA 或 5★CROWNE PLAZA NEV

SEHIR 或同等級 

第 3

天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自費行程：飯店 鄂赫拉拉峽谷健行 地下城市 粉紅玫瑰谷 飯店】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鄂赫拉拉峽谷健行、地下城市、粉紅玫瑰谷】 

午餐：土式魚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鄂赫拉拉峽谷健行   (特別安排)  

在卡帕多奇亞健行也是一個近距離欣賞當地特殊景觀的熱門行程，鄂赫拉拉峽谷(Ihlara Vadisi) 非常適合徒步

旅行者。整個峽谷地勢險要，又擁有陡峭山壁作為屏障，這裏原來是拜占庭時期基督徒躲避羅馬人迫害的避

難處所，所以保存了百餘間彩繪的石窟教堂，遊客在此除了散步健行欣賞大自然美景外，還能穿梭於歷史時

空中享受芬多精。健行路線規劃，從南側入口進入後，經約 500個階梯，往下切入峽谷中，在延著峽谷步道

小小健行時間約 1.5 小時，看著草木繁盛，鳥鳴婉轉，徜徉在美麗的山谷溪水河畔，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滋

潤。中午特別安排在溪流旁的餐廳享用午餐。 

 

代林庫尤地下城   (入內參觀)  

代林庫尤地下城(Derinkuyu Underground City)是一個非常古老，也非常神秘的地下城市。西元一世紀到四世

紀，基督教徒被羅馬政權迫害而逃至此地，後來又有拜占庭帝國的宗教迫害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基督教徒為

了避難，開始在地下興建房屋。這座地下城深達 60公尺，大概有 20樓深，可以容納兩萬多人。裡面有各式

各樣的空間，像是教堂，學校，儲藏室，墳場等等，在洞穴裡穿梭的同時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無法想像數

百年前的人是如何開鑿這麼龐大且複雜的地底空間。 

 

玫瑰谷   (下車參觀)  

因為岩石的顏色為粉紅色，故稱為玫瑰谷 Kizif vadisi，它的名字直接生動著描述著這座山谷從遠處觀看的形

象。這座粉紅色的岩石峽谷，長時間經過流水、洪水和霜凍使這些岩石裂開，其較軟的部分被侵蝕掉，留下

一種奇異月球狀地貌，當夕陽灑在岩石上，帶著一種，淡的粉紅色，染成玫瑰色景色相當宜人美麗，被稱為

絕世美景! 

 

餐 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含土式魚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含飯店內晚

餐) 

旅 館： 卡帕多奇亞 5★RAMADA CAPPADOCIA 或 5★HILTON CAPPADOCIA 或 5★CROWNE PLAZA NEV



SEHIR 或同等級 

第 4

天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自費行程：飯店 熱氣球打卡點 烏其莎城堡探險 品酒之旅 地毯工

廠 飯店】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熱氣球打卡點、烏其莎城堡探險、品酒之旅、地毯工廠】 

午餐：土式比薩及烤肉串料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備註：熱氣球打卡點安排時間為清晨，若不參加則無法退費。因天候因素影響若當天無熱氣球升空，該點無退費

價值。 

熱氣球打卡點   (下車參觀)  

來到了卡帕多奇亞，當然不能錯過搭熱氣球的難得體驗！不過，其實在熱氣球籃子裡實在很難拍出網美照，

特別安排可以拍出美美熱氣球照又比較易達的取景點，一整條蜿蜒的平台都是妳的伸展台，推薦穿美美地來

這邊拍照打卡，隨著清晨的光線，天空與地面的顏色無時無刻都在改變，背景是各式繽紛的熱氣球們升空，

一定可以拍出很多令人稱羨的美照喔！備註：熱氣球打卡點安排時間為清晨，若不參加則無法退費。因天候

因素影響若當天無熱氣球升空，該點無退費價值。 

 

烏其莎城堡   (入內參觀)  

這個畫面經常出現在土耳其的明信片上，烏其莎城堡 Uçhisar castle 位於卡帕多奇亞的最高點，可以俯瞰整

個卡帕多奇亞高原，景色非常棒，非常推薦開車來這邊拍照和看風景，這裏是欣賞烏奇薩爾城鎮的最佳地

點。 

 

品酒之旅   (特別安排)  

卡帕多奇亞所在的中部地區是土耳其葡萄其中一個重要產地，承襲羅馬人優良的釀酒傳統，當地的釀酒史早

在 7000年前就已開始，直至今時今日土耳其的葡萄酒已達一定國際水準。Turasan是當地最出名的酒莊，

擁有專業的釀造技術與名氣，深受喜愛，他們的葡萄來自高於海拔 1,000 米的家族果園，存放葡萄酒的洞穴

全年溫度介乎攝氏 14 至 18 度之間，使酒質能保持清新爽口。酒莊出品種類繁多，有大家熟悉的葡萄種如 C

abernet Sauvignon、Merlot、Syrah ，也有許多風味優質的當地葡萄種，如 Kalecik Karası、Emir 等。 

 

土耳其地毯工廠   (入內參觀)  

早在奧斯曼帝國繁榮時期，擁有土耳其地毯曾成為財富和身分的象徵，歐洲對土耳其地毯評價很高，它們更

多用來裝飾桌子而不是地板。因為土耳其地毯很受青睞，土耳其以它在質量、最新技術和高產量方面強有力

的競爭力，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機織地毯生產國和供應國。傳統手工地毯工廠，展示馳名於世的中東地毯是

如何費工編織及其質料的知識。一塊小小的地毯便充分體現了伊斯蘭藝術文化的精華，它既繼承了土耳其的

古老傳統，又薈萃了民間藝術，是土耳其民間藝術的精華。 

 

餐 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含土式比薩及烤肉串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

含飯店內晚餐) 

旅 館： 卡帕多奇亞 5★RAMADA CAPPADOCIA 或 5★HILTON CAPPADOCIA 或 5★CROWNE PLAZA NEV

SEHIR 或同等級 



第 5

天 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伊斯坦堡 Istanbul 【自費行程：機場 托卡匹皇宮(含後宮) 傳統土式街

道風情~KARAKOY 區 飯店】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伊斯坦堡【托卡匹皇宮(含後宮)、傳統土式街道風情～KARAKOY區】 

午餐：皇宮餐廳土式料理 

晚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備註：托卡匹皇宮如遇周二休館，則調整其他時間參觀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1985 年入選世界遺產。伊斯坦堡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亦是該國的經濟、文化和歷史中心，它

坐落於土耳其西北部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之濱，位於馬爾馬拉海和黑海之間，不但是世界上唯一橫跨歐亞大陸

上的城市，更是拜占庭、鄂圖曼兩大帝國的首都，它曾是全世界政治、宗教及藝術的中心長達 2000年之

久。 

 

托卡匹皇宮   (入內參觀)  

鄂圖曼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後，蘇丹國王穆罕默德二世於西元 1462年下令在岬角上建造宮殿，西元 1467年

宮殿完工後，皇室立即遷入皇宮，此後成為歷代蘇丹國王的居所。直至西元 1856 年多爾瑪巴切新皇宮完工

後，皇室遷移至新皇宮，托卡匹皇宮才被關閉。西元 1924 年凱末爾下令將此宮闢為博物館，開放名眾參觀

至今日(托卡匹皇宮於每周二休館，若遇休館期間，則調整其他時間參觀)。 

 

蘇丹後宮（托卡匹皇宮）   (入內參觀)  

蘇丹後宮 Harem，華麗的裝飾磁磚、錯綜複雜的深宮內院，後宮佳麗的爭寵鬥爭曾經不停地在這裡輪番上

演。 

 

傳統土式街道風情～KARAKOY 區   (下車參觀)  

卡拉科伊 (Karaköy) 是新興海港區，有時髦的咖啡館、麵包店、家庭經營的商店。奧斯曼時代的建築物旁有

滿街頭藝術品、年輕的時裝設計工作室、精品店。伊斯坦堡現代藝術博物館靠近前貨運倉庫，展示當代土耳

其和國際藝術品。16 世紀的奇力克阿里帕夏建築群 (Kılıç Ali Paşa complex) 設有清真寺和溫泉浴場。 

 

餐 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自費行程含皇宮餐廳土式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旅 館： 伊斯坦堡 5★RAMADA PLAZA by WYNDHAM ISTANBUL TEKSTILKENT 或 5★TRYP by Wyndham I

stanbul 或 5★PULLMAN ISTANBUL 或同等級 

第 6

天 伊斯坦堡 Istanbul 【自費行程：飯店 聖索菲亞清真寺、藍色清真寺、古羅馬賽馬場、地下水宮、有頂大市

集 飯店】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伊斯坦堡舊城區【聖索菲亞清真寺、藍色清真寺、古羅馬賽馬場、地下水宮、有

頂大市集】 

午餐：土式特色料理 



晚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備註：有頂大市集如遇週日關閉，則調整其他時間參觀 

聖索菲亞清真寺   (入內參觀)  

這座圓頂的紅色大教堂有近一千五百年的漫長歷史，因其巨大的圓頂而聞名於世。最初的教堂建於西元 360

年，由君士坦丁二世下令建造，歷經火災與動亂，於西元 532年由查士丁尼一世下令重建，於 537年完工。

其建築堪稱是拜占庭時代的藝術傑作。但於西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鄂圖曼帝國征服，不久被改為清真

寺，並增建喚拜樓，為符合伊斯蘭教教義，教堂內部聖像裝飾被塗上灰泥，改採伊斯蘭式花草、幾何、阿拉

伯文圖形裝飾。 

西元 1934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國父凱默爾為提倡政教分離，將清真寺闢成博物館對外開放。在 2020年

時，總統艾爾多安又將其恢復為聖索菲亞清真寺，宣布開放給全世界的民眾免費進入參觀，又為聖索菲亞添

上一道歷史的印記。(入內清真寺有相關服裝規定，請入內前留意。若遇聖索菲亞臨時不開放觀光客入內參

觀，或因人潮過多無法入內參觀，將改安排入內參觀蘇萊曼清真寺作為替代，在此知悉)。 

 

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藍色清真寺）   (入內參觀)  

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位於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中，由於內部使用了數萬塊藍色磁磚，而又被稱為「藍色

清真寺」。它建於蘇丹艾哈邁德一世統治時的 1609年至 1616年間，由賽德夫哈爾‧穆罕默德所設計，他集

結了奧斯曼建築及拜占庭教堂 200多年來的精粹，參照鄰近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拜占庭特色，再加入傳統伊

斯蘭建築的特色，完美傳達了清真寺的龐大、莊嚴及壯麗。(若遇藍色清真寺臨時不開放觀光客入內參觀；將

改入內參觀蘇萊曼清真寺，在此知悉) 

 

古羅馬賽馬場遺址   (下車參觀)  

藍色清真寺的西側綠意盎然的公園，在君士坦丁大帝遷都伊斯坦堡後，被擴建為一座龐大的賽馬場，此賽馬

場是歷史悠久，也是與君士坦丁大帝等歷代君王息息相關之場所。現存三根古埃及紀念碑即是見證伊斯坦堡

興衰榮枯的最佳見證。 如今人們能夠看到的環形馬路，就是昔日賽馬場跑道的遺跡，而場地中央的方尖碑，

則是其唯一現存的見證。 

 

狄奧多西地下水宮殿   (入內參觀)  

狄奧多西地下水宮殿 Şerefiye Sarnıcı 建於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比 Yerebatan “Sarnıcı” 地下水宮殿古

老，建造時間在西元 428 至 443年間，共花 15 年時間建造，作為地下蓄水池功能，為當時市民日常飲用水

的來源之一。狄奧多西地下水宮殿的內部面積約為 45 公尺 x25公尺，高度 9公尺，總共有 32 根石柱支撐。

當初因為整修地上的政府機關才發現地下的水宮殿，經過整理後於 2018 年首度開放參觀。 

 

有頂大市集   (下車參觀)  

傳統大市集（Kapli Carsi）－土耳其文意即「有屋頂的市場」。在伊斯坦堡被鄂圖曼帝國征服後，蘇丹國王

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此市集，當初僅是一個小市集，後來繼續擴充加蓋成現在的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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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器製品和古董等琳瑯滿目的傳統紀念商品。走

在偌大的市集中，看得目不暇給的同時，也可體驗異國討價還價的樂趣，別有一番風情！(如頂大市集遇臨時

關閉，則改為參觀當地其他市集或商場替代，在此知悉) 

 

餐 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自費行程含土式特色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旅 館： 伊斯坦堡 5★RAMADA PLAZA by WYNDHAM ISTANBUL TEKSTILKENT 或 5★TRYP by Wyndham I



stanbul 或 5★PULLMAN ISTANBUL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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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伊斯坦堡 Istanbul 【自費行程：飯店 多爾瑪巴切皇宮 加拉達塔 塔克辛廣場 飯店】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伊斯坦堡新城區【多爾瑪巴切皇宮、加拉達塔、塔克辛廣場】 

午餐：土式特色料理 

晚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備註：多爾瑪巴切皇宮如遇周一休館，則調整其他時間參觀 

多爾瑪巴切宮   (入內參觀)  

有「博斯普魯斯皇后」美稱的多爾瑪巴切皇宮，乃末代鄂圖曼帝國向列強貸款興建的新皇宮，選擇落腳於新

城區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邊，佔地 25公頃擁有 43個大廳的她，皇宮設計以華麗繁複的巴洛克建築為主，加上

鄂圖曼的東方線條，615公尺的大理石立面在海峽邊壯觀氣勢，吸引遊人目光，讓她成為博斯普魯斯海峽旁

最耀眼的一顆明珠，宮內裝潢擺設更是的金碧輝煌可媲美英國的白金漢宮與法國的凡爾賽宮。 

 

加拉達塔   (入內參觀)  

加拉達塔高 67公尺，是新城區的地標，搭乘電梯登上觀景平台，便能 360度地將伊堡新舊城與金角灣、博

斯普魯斯海峽的美麗景觀一覽無遺。 

 

塔克辛廣場與獨立大道   (下車參觀)  

此為伊斯坦堡輕鬆時尚的一面，附近的伊斯提克路有巴黎的香榭大道之稱，巴洛克式與洛可可式風格的建築

沿著街道綿延矗立。在這裡，可以品嚐到各式土耳其小吃、選購時尚名品以及土耳其特色紀念商品；若想享

受悠閒的時光，於街邊啜飲土耳其咖啡，感受鼻腔內溫熱的咖啡香氣，這裡也是個好選擇。 

 

餐 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自費行程含土式特色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旅 館： 伊斯坦堡 5★RAMADA PLAZA by WYNDHAM ISTANBUL TEKSTILKENT 或 5★TRYP by Wyndham I

stanbul 或 5★PULLMAN ISTANBUL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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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伊斯坦堡 Istanbul 【自費行程：飯店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香料市集 土耳其文青區 Balat 購

物中心 機場】 

自費加購精選行程及餐食安排：伊斯坦堡【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香料市集、土耳其文青區 Balat、購物中心】 

午餐：正統土耳其烤肉老店土式料理 

晚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備註：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為公共船形式，假如有 10 人以上，即可包船。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包船暢遊博斯普魯斯海峽，暢遊歐亞兩洲綺麗的海岸風光 遊船穿梭於歐亞交界之海峽之間，沿途所

見盡是皇宮、碉堡及高級渡假別墅區，歐亞兩洲綺麗的海岸風光，可媲美巴黎塞納河遊船。 

 



埃及香料市集   (下車參觀)  

埃及香料市集建於 1664 年，因為地理位置靠近碼頭，所以成為香料最大的集散地，這是當地人會逛的市

集，廚房民生用品這邊都找得到喔! 

 

Balat 區   (下車參觀)  

巴拉特 (Balat) 是來到伊斯坦堡的文青們必去的小區，有狹窄的鵝卵石街道、色彩繽紛的房屋、時髦的咖啡

館、尖端的畫廊，旁邊是傳統鄰里的雜貨店。如此有特色的地方，讓熱愛拍照與老屋的旅人們愛不釋手，隨

手一擺，不需搔首弄姿，馬上就是一張有濃濃情調的照片。 

 

Istinye Park 購物中心   (特別安排)  

隨著土耳其的零售業正繁榮發展，來自歐洲的品牌店和超級購物商場陸續在伊斯坦堡登陸，這些品牌店和購

物商場各具特色，吸引著四方來客。 

Istinye Park 購物中心自 2007年開業起就備受遊客熱捧。這個大型商場有很多高端品牌（如 Gucci、Prada

和 Dior）當然也不乏一些大眾化品牌。IstinyePark 商場城市生活氣息濃厚，商場設有一個戶外購物區和一個

大型室內區，在戶外購物區有很多奢侈品牌店鋪。也有設置美食區，此外商場裡還有很多家不錯的餐廳。這

個商場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室內食品市場，這個美食市場極具土耳其傳統市場風格，為顧客提供新鮮可

口的美食。同時購物中心所在的地區是伊斯坦堡主要金融區之一，吸引了眾多精英和許多年輕有抱負的伊斯

坦堡人。 

 

餐 食：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自費行程含正統土耳其烤肉老店土式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旅 館： 機上 

第 9

天 

航班時間僅為參考，以最終確定之使用航班為準  

伊斯坦堡 台北 

告別美麗的土耳其，背起裝滿記憶的行囊，懷著依依不捨及滿載而歸的心情，前往國際機場準備搭機飛返台北。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願此次旅遊，能為您內心深處留下美好的回憶。也能讓您身心靈都有充飽電的感

覺，將這份旅程中產生的感動，帶回與親朋好友分享。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旅 館： 溫暖的家 

銷售資訊 (2022/08/08 17:15更新) 

備註 (2022/08/08 17:15更新) 

【機加酒自由行預定及取消作業費用規定】 

1. 本機加酒自由行同日需達最低成行人數 10人以上報名方可成行。 

2. 此行程預定流程為收到您的需求後，旅行社端進行後續機票與飯店訂購作業。如一經訂購確認後，會提供您 2個工作

天的確認時間。如收到您的確認後取消，則需酌收取消費用每位 NTD$5,000 元，煩請知悉。 

3. 班機、飯店以旅客支付訂金後，公司預定後回覆為準。 

4. 土耳其航空機票一經開立，取消則無退票價值(醫療原因亦然)，取消費將收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 

5. 飯店取消之手續費或罰金，依各個飯店回覆之金額為主。如為全程保證住房，欲取消行程，恕不另外退費。 

  

【土耳其航空機票相關作業說明】 



1. 此行程使用土耳其航空專案機票，無法依個人需求調整，敬請知悉！ 

2. 土耳其航空機票一經開立，取消則無退票價值(醫療原因亦然)，取消費將收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 

3.土耳其航空公司機場辦理登機作業，於起飛時間前１小時關櫃(超過辦理登機手續時間者將無法搭乘該航班)。請依說明

會資料之集合時間"準時"到機場集合，辦理登機作業。  

4.土耳其航空自 2017年 4 月 20 日起，不再提供下載個人電子機票票根；如旅客需報帳，請自行保留登機證。 

5.土耳其航空專案機票，也可以累積會員里程!! 

土耳其航空為星空聯盟的成員之一，凡為土耳其航空或星空聯盟的航空公司會員，搭乘土耳其航空均可累計哩程，行程累

計以艙等為準，請參考如下: 

https://www.turkishairlines.com/en-int/miles-and-smiles/program-partners/airlines/turkish-airlines/index.html 

 

【國人前往土耳其出入境須知】 

1.土耳其內政部宣布自 2022年 6月 1日起實施最新入境旅客無須再提出 72小時內之 PCR陰性報告或 48 小時內之抗原

快篩陰性報告。 

2.所有旅客在機場或飛機上均須戴口罩。 

＊＊＊土國政府視疫情變化隨時調整上述措施，有關旅客禁止入境土耳其之規定，土耳其政府視疫情隨時調整，國人務必

出發前向航空公司或相關政府網站，確認最新實施辦法。 

土耳其航空網站：https://www.turkishairlines.com/ 

  

【土耳其旅遊體驗分享】 

A) 卡帕多奇亞熱氣球行程： 

卡帕多奇亞的熱氣球之旅相當熱門且受到歡迎，實為難得的體驗，但熱氣球之旅不是每天都有，且受限於天候因素，當天

氣不佳或風向不穩定時，有可能會臨時取消，且需要凌晨四點左右起床，並非所有的遊客體力皆能負荷，我們建議到了土

耳其之後，在當地導遊清楚的解說下，視隔日天氣預測再決定參加與否。 

＊相關搭乘限制＊ 

1. 有懼高症或特殊疾病者不適宜。 

2. 年齡不得低於 6 歲，身高不得低於 120CM，且 16 歲以下孩童必須有成人陪同；若年齡高於 75歲以上，球公司會視您

個人狀況決定是否上球。 

3. 基於安全考量，禁止孕婦、全程使用輪椅者搭乘熱氣球。 

4. 若您存在健康問題，例如：近期經歷大型手術、懷孕、酗酒或吸毒，則不得搭乘熱氣球。 

5. 由於熱氣球無樓梯設備，若有行動不便者，需在預訂前如實告知，以便能給您最適合的建議，並做出相應安排(以安全

為優先)。我們盡力在可能和安全的情況下，確保貴賓能夠體驗熱氣球飛行，但基於安全考量，最終以熱氣球公司專業評

估為準。 

6. 熱氣球能否飛行係依據當地 Directorate General Of Civil Aviation(Turkey)所提供的風速數據來決定，詳情可參考以下

官方網站(每 30分鐘更新)：http://shm.kapadokya.edu.tr/?lang=2。 

B) 土耳其浴自費行程： 

因受限於欠缺規模較大的浴場、男女師傅人數落差，在操作上實有困難之處。加上以整體服務上部份略嫌草率，與客人想

像有落差，往往造成旅客對敝公司的誤解。有鑑於此，我們建議您如有意嚐試土耳其浴，到了當地住宿旅館再問明相關資

訊，“一般而言”，服務水準與旅館規模大小成正比，價格則極不一致。 

 

C) 卡帕多奇亞仿洞穴飯店說明： 

卡帕多奇亞在 1985年入選世界遺產，這座城市因為各種奇形怪狀的石灰岩柱而聞名，土耳其人稱這裡為「精靈的故

鄉」。過去他們善用當地地形或是依山壁來開鑿房間；但真正洞穴飯店數量十分稀少，房間多有潮濕問題。 

目前各大旅行社大多使用仿洞穴構造的洞穴飯店，原因在於設備較為現代化、不會有過多的粉塵；但因為仿洞穴房間冬暖

夏涼，您可能會遇到每一間仿洞穴房間大小不盡相同，但價錢卻都是一樣；或是房間內無空調設備，這是我們無法掌握

的。然而仿洞穴飯店屬土耳其特色飯店，無土耳其當地評鑑星等之分。 

 

 

http://shm.kapadokya.edu.tr/?lang=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