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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 深度土耳其『滄海遺珠、黑海探秘』   

暢遊：伊斯坦堡、凡城、艾斯倫、里澤、特拉布宗、亞馬西亞、托卡特、 

開塞利、加濟安泰普、阿達納 

『閃亮推介』 
『拜占庭式建築典範』聖索菲亞博物館 

伊斯坦堡地標之一，參觀逾千年歷史的建築，讚嘆古代建築之美。 

『世上最古老市集』土耳其大市集 

漫步於最古老的有頂市集之一，超過 4000 間商店，令人目不暇給。 

『時光倒流 5000 年』千年古城凡城 

城牆上清晰的楔形文字早於公元前 3000 年由蘇美爾人創造。 

『黑海區的高地』里澤 

已成為土耳其及歐洲人的度假勝地，於布谷高原更有機會偶遇雲海。 

『懸崖上的隱世遺跡』蘇美拉修道院 

因位置隱蔽而躲過了奧斯曼帝國的改建，得以完整保存希臘的華麗風格。 

『歷史和自然完美結合』阿馬西亞  

有 7000 多年歷史，擁有豐富的歷史以及迷人的古雅房屋建築。 

『全世界最大的馬賽克博物館』加濟安泰普 

展示公元 2-4 世紀羅馬精美的馬賽克工藝，鎮館之寶乃『吉普賽女孩』 

『極致享受』 
乘坐內陸航班由伊斯坦堡往返凡城及阿達納，節省車程更多時間遊覽。 

全程安排 5 星級酒店，舒適之選。 

『精選美饌』 
安排多餐特色美食，並安排於午餐時享用土耳其茶 

凡城 ~ 特色鵝肉餐 

特拉布宗 ~ 地中海海鮮餐 

加濟安泰普 ~ 土耳其牛扒餐+果仁蜜餅傳統甜品 

 

 

 

 

土耳其菜，世界三大菜系之一。融合中亞、中東與地中海菜

精粹甚有特色。 

 

 

Tour Code: MTIB11 

新西蘭 

蘇美拉修道院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凡湖遊船 

阿馬西亞 

創新行程、市場罕有：走進土耳其極東之地-『凡城』，一訪
『凡湖』出塵景色及數千年歷史遺跡；沿著黑海區的『里澤』、
特拉布宗』，品味獨特的古城、麗水、雪山、雲海；於『加濟安
泰普』欣賞最鄂圖曼式的建築及工藝特色。 



第 1 天 香港  伊斯坦堡                                     
Hong Kong  Istanbul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土耳其航空飛往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 
第 2 天 伊斯坦堡 ~托普卡珀皇宮~ 藍廟 ~ 聖蘇菲亞博物館 ~ 
大市集                                                              
Istanbul ~Topkapi Palace~ Blue Mosque ~ St. Sophia    
Museum ~ Grand Bazaar                                                                            
航班到達後，專車前往市內觀光。 
托普卡珀皇宮：1465 至 1853 年間是鄂圖曼帝國蘇丹的官 
邸及主要居所。現時博物館佔地超過 40 萬平方公尺，亦是 
全世界最大的宮殿式博物館之一。 
藍廟：座落於聖蘇菲亞大教堂對面，是伊斯坦堡最大的圓頂
建築，亦是國內公認最漂亮的建築物之一 
聖蘇菲亞博物館：建於公元 532 年，大教堂現存位置曾經
存在過兩座被暴亂摧毀的教堂。現已改建為博物館，但其地
位於土耳其人心中仍然是舉足輕重。 
I大市集：由蘇丹默罕默德二世下令修建，於 1461 年完成，
佔地約 42000 尺室內市集，各式商店應有盡有。 
：5 星 HILTON BOMONTI 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伊斯坦堡  凡城 ~凡湖遊船~亞克塔瑪島~亞克塔瑪教

堂~卡吾士泰派古堡~霍沙普城堡                                                                                                             
Istanbul  Van~ Boat trip~ Akdamar Island~ Akdamar     
Cathedral~ Ancient Cavustepe Castle ~Hosap Kalesi                                                    
早餐後，乘坐內陸機前往凡城，並於凡城觀光。 
I凡城 : 有人類居住歷史最少可追溯到公元前 5000 年，座
落於凡湖東岸 
凡湖: 土耳其最大的內陸湖泊，由內姆魯特火山爆發形成，
於不同光線映照下呈現出深淺不同的藍。湖水反射遠方敍普
漢山(Mount Süphan)有如置身人間仙境。 
I亞克塔瑪島：凡湖上的小島，最有名的亞克塔瑪教堂(聖
十字教堂)成為了凡城的名信片。 
卡吾士泰派古堡：由哈依克人建造，於凡城東南方。 
霍沙普城堡：位於凡城東 60 公里處，城堡建於 1643 年奧
斯曼帝國時代，由當地一位庫爾德酋長修建 
：5 星 HILTON VAN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凡城~ 穆拉迪耶瀑布~艾斯倫~雙塔神學院 ~市區觀光                                                                                                                             
Van~Muradiye waterfalls~ Erzurum~ Cifte Minareli     
Medrese~ City tour                                                       
早餐後，將驅車前往艾斯倫。於穆拉迪耶瀑布稍作停留拍照 
I艾斯倫 : Erzurum一詞源於波斯語，意為羅馬人的地方。 
雙塔神學院：艾斯倫的標誌性建築。建於12世紀，那時這
裡還沒有遭受蒙古人的侵犯。建築正面是塞爾柱人崇尚和諧
的風格典範，大門兩側嵌板的位置大小相同，圖案不同。 
：5星RENAISSANCE POLAT ERZURUM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艾斯倫~里澤~愛德高原~布谷高原(偶遇雲海)~里澤城堡                                                             
Erzurum~ Rize ~ Ayder Yaylası~ Pokut Yaylası~Rize     
Castle                                                                                   
早餐後，乘車前往於黑海旁的里澤。 
I里澤：土耳其茶中以里澤最佳，全因此地得天獨厚鄰近黑
海，且地勢較高，非常適合茶葉生長。 
愛德高原：1987年被官方定為旅遊中心，風景秀美物產豐
富，尤以森林及瀑布聞名。 
布谷高原：山間的深谷常有雲霧縈繞，匯聚成壯麗雲海。 
里澤城堡：位於市中心西南方的小山上，可俯瞰里澤全市
景色。城堡大約建於公元5世紀的拜占庭時期。 
：5 星 RAMADA RIZE 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里澤~蘇美拉修道院~ 聖索菲亞教堂~特拉布宗                                                                      
Rize ~ Sumela Monastery ~ Hagia Sophia ~ Trabzon                                                                               
早餐後，沿黑海前往特拉布宗，將參觀蘇美拉修道院、聖索菲
亞教堂等。 
I特拉布宗：位於黑海東南岸，百年的石板街道盡頭，是有
著細長尖塔的清真寺。曾以其財富及美女聞名於世，後被奧
斯曼帝國攻陷。 
蘇美拉修道院：相傳建於公元4世紀，兩位希臘修道士於
聖母指引下找到該處並建立修道院。現時所見外觀相信是由
13世紀保存的面貌，相當部分壁畫保存完好且顏色鮮艷，上
落皆為石級。 
聖索菲亞教堂: 現在是聖索菲亞博物館,原為東正教教堂，
後改為清真寺，位於土耳其東北部特拉布宗，中世紀古城以
西2英里的黑海海岸附近。它是該地區遺留的不多的拜占庭
帝國遺跡之一，被認為是最精美的拜占庭建築之一 
：5 星 DOUBLE TREE BY HILTON 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特拉布宗~ 阿馬西亞~ 古城漫步~ 杜卡特                                                   
Trabzon ~ Amasya~ City tour~ Tokat~                                                                                      
早餐後，前往古色古香阿馬西亞，及後前往杜卡特。 
I阿馬西亞: 靠近黑海，古色古香的鄂圖曼式建築群，比蕃
紅花城更美景緻但更少遊客，是一個被譽為歷史與自然完美
結合的城市。 
I杜卡特：曾被塞爾柱帝統治，現時人口約十三萬人。 
：5 星 DEDEMAN 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杜卡特~市區觀光~波歷卡鐘乳石洞 ~開塞利~購物中心                                                                  
Tokat~city tour~ Ballica natural park ~ Kayseri~ Forum  
Kayseri Hunat                                                       
早餐後，進行區觀光及參觀波歷卡鐘乳石洞，及後驅車前往
開塞利，並於購物中心自油活動。 
波歷卡鐘乳石洞：於 2019 年被評為世界自然遺產。鐘乳
石洞由石灰石組成，洞穴面積約 6500 平方米。 
I開塞利：人口超百萬的城市，為土耳其第七大都市，開塞
利位於艾爾吉山山腳下，曾是卡帕多西亞首都，現時為商業
中心，市內保留了許多古跡。 
購物中心：包羅萬有的購物中心，有大量商店及餐廳。 
：5 星 RADISSON BLU 酒店或同級 
第 9 天 開塞利~開塞利城堡~庫順盧清真寺~加濟安泰普                                                                                                          
Kayseri~ Kayseri castle~ Kursunlu Camii~ Gaziantep                                                    
早餐後，於開塞利進行觀光，稍後前往加濟安泰普。 
開塞利城堡:最早文獻紀錄出現於公元 238-244 年銀幣上，
經歷羅馬、拜占庭及鄂圖曼帝國仍然保存得相當完整。 
庫順盧清真寺: 開塞利是鄂圖曼帝國首席設計師希南
(Mimar Sinan)的故鄉，該清真寺融合了經典鄂圖曼建築風
格，是希南送給故鄉一份情深的禮物。 
I加濟安泰普：保留了許多土耳其傳統飲食、手工藝文化 
：5 星 DIVAN 酒店或同級 
第 10/11 天 加濟安泰普~馬賽克博物館~安泰普城堡~阿達納~  
香港                                                                                                          
Gaziantep~ Zeugma Mosaic Museum~Gaziantep Kalesi  
~ Adana~ Hong Kong                                                     
早餐後，市區觀光並遊覽傳統市集，晚上乘土耳其航空由阿
達納經伊斯坦堡飛抵香港。 
馬賽克博物館: 世界最大的馬賽克博物館，館藏西元 2-4
世紀羅馬帝國時期創作的馬賽克壁畫、雕像、石柱等。 
安泰普城堡: 學者猜測城堡是由早期羅馬人建造，西元 6
世紀時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修復，現為抗戰勇士紀念館。 

 Day 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11 

早 --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當地餐廳 凡城鵝風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地中海海鮮餐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土耳其牛扒

餐+果仁蜜餅 

晚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機場自費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
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
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MED19-01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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