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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我是 祥景国旅
很荣幸为您服务，
希望接下来的旅⾏能
带给你⼀段美好的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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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C a ta l og/ C a ta l og

002 品牌介绍

004 ⾏程介绍

005 ⾏程特⾊

006 ⾏程概览

009 第 1 天 北京 → 伊斯坦布尔 → 伊兹密尔 → 阿拉恰特 → 库

萨达斯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伊兹密尔机场 → 阿拉恰特 → 库萨达斯

014 第 2 天 以弗所 → 棉花堡

以弗所古城遗址 → 棉花堡温泉池 → 赫拉波利斯遗址

018 第 3 天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博物馆 → 安塔利亚卡莱伊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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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第 4 天 ⻄戴 → 卡帕多奇亚

阿波罗神庙 → 格雷梅村

024 第 5 天 卡帕多奇亚 → 格雷梅

热⽓球体验 → 鸽⼦⾕ → 精灵烟囱

027 第 6 天 科尼亚(孔亚) → 安卡拉

图兹湖 → 安卡拉城堡

030 第 7 天 番红花城

奥斯曼古镇番红花城 → 希德尔⽴克⼭丘

033 第 8 天 伊斯坦布尔

博斯普鲁斯海峡 → ⼤巴扎(伊斯坦布尔)

036 第 9 天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蓝⾊清真寺 → 圣索菲亚⼤教堂 → 君⼠坦丁纪念柱

040 第 10 天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巴扎集市

042 第 11 天 伊斯坦布尔 → 北京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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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绍 / In tr o/ In tr o

INTROINTROINTROINTRO
⽹红必打卡：

阿拉恰特：独特的地中海城镇，⽯

头房⼦，狭窄的街道，著名的阿拉

恰特游艇码头以其建筑，葡萄园和

⻛⻋⽽闻名！

图兹盐湖：⼟⽿其的天空之境，境

内陆最⼤的咸⽔湖，⾯积和⽔深随

季节变换⽽变化，湖⾯波平如镜，

⽩⾊的盐带环绕着湖岸，在阳光照

耀下像⼀条美丽的镶钻⽪带。

卡帕多奇亚：被美国《国家地理》

杂志社评选为⼗⼤地球美景之⼀。卡帕多奇亚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焕发着慑⼈

魂魄的美，令⽆数旅⾏者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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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 / Fea tur e/ Fea tur e

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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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览 / P r evi ew/ P r evi ew

PREVIEWPREVIEWPREVIEWPREVIEW
⽇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11  天

1 01 0月2 02 0日，周⽇

北京 → 伊斯坦布尔 → 伊兹密尔 → 阿拉恰
特 → 库萨达斯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

1航站楼 → 伊兹密尔机场 → 阿拉恰特 → 库萨达斯

第 22  天

1 01 0月2 12 1日，周⼀

以弗所 → 棉花堡

以弗所古城遗址 → 棉花堡温泉池 → 赫拉波利斯遗址

第 33  天

1 01 0月2 22 2日，周⼆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博物馆 → 安塔利亚卡莱伊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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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44  天

1 01 0月2 32 3日，周三

⻄戴 → 卡帕多奇亚

阿波罗神庙 → 格雷梅村

第 55  天

1 01 0月2 42 4日，周四

卡帕多奇亚 → 格雷梅

热⽓球体验 → 鸽⼦⾕ → 精灵烟囱

第 66  天

1 01 0月2 52 5日，周五

科尼亚(孔亚) → 安卡拉

图兹湖 → 安卡拉城堡

第 77  天

1 01 0月2 62 6日，周六

番红花城

奥斯曼古镇番红花城 → 希德尔⽴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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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88  天

1 01 0月2 72 7日，周⽇

伊斯坦布尔

博斯普鲁斯海峡 → ⼤巴扎(伊斯坦布尔)

第 99  天

1 01 0月2 82 8日，周⼀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蓝⾊清真寺 → 圣索菲亚⼤教堂 → 君⼠坦丁

纪念柱

第 1010  天

1 01 0月2 92 9日，周⼆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巴扎集市

第 1111  天

1 01 0月3 03 0日，周三

伊斯坦布尔 → 北京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北京⾸都国际机场3

号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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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1010月2020日，周⽇

DAY 1DAY 1DAY 1DAY 1

北京 → 伊斯坦布尔 → 伊兹密尔 → 阿拉恰特 → 库萨达斯
1.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 2.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3. 伊兹密尔机

场 → 4. 阿拉恰特 → 5. 库萨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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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北京⾸都国际机场三字代码：PEK，四字代码：ZBAA。

北京⾸都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东北侧六环内，距离市区中⼼的⻋程⼤约30公⾥，是全中国最重

要、规模最⼤、运输最繁忙的⼤型国际航空港。作为中国第⼀国⻔，这⾥也是全世界设施及服务

最先进的机场之⼀，拥有⼗分⾼效、细致的航空服务。

机场⽬前共有三座航站楼，航站楼间有免费的摆渡⻋可以⽅便中转。⽽各航站楼内部，也有便捷

的设施帮助旅客出⾏，Wifi覆盖、咨询问讯处、休息区、购物区、商务中⼼、⼉童游乐区、⾏李寄

存与搬运、特殊旅客便利设施等⼀应俱全，可以满⾜⼀般旅客所有的出⾏需求。

 今⽇概览

所在城市：北京 → 伊斯坦布尔 → 伊兹密尔 → 阿拉恰特 → 库萨达斯

⾏程安排： 1.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 2.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3. 伊兹密尔机场 → 4. 阿拉恰特 → 5. 库萨达斯

定制师备注：北京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 阿拉恰特（约1个⼩时左右）-库撒达斯

（约1-2⼩时左右）

国际航班参考：CZ679 PEKIST 0010/0535 ⻜⾏时间：约10⼩时30分钟

国内航班参考：TK2312 ISTADB 0800/0910

餐：航班早餐 – 当地午餐 – 酒店晚餐 / 宿：库萨达斯

Ins打卡点：纵横交错的⼩巷⾥整洁的桌椅摆设，⼩清新的蓝⽩，像极希腊。⼈⽂与

⾃然完美融合的稀缺资源，⽤镜头留下永恒唯⼀的“符号”与经典

今⽇亮点：

�【阿拉恰特】：建筑为⽯头房⼦，窗户颜⾊绚丽多彩，街道与⼈⾏道狭窄，中⼼

有超过100年的奥斯曼帝国房屋。奥斯曼⻛格和希腊⻛格相融合， 2005年，由于该

镇建筑物保存良好，被宣布为历史遗迹。

【库萨达斯】：是位于⼟⽿其爱琴海海岸的滨海度假城市，距离⼟⽿其⻄部著名港

市伊兹密尔（İzmir）95公⾥。它是⼟⽿其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旅游业是当地最

主要的⽀柱产业。在古代，库萨达斯曾经是艾费斯城中富⼈们度假的胜地，同时它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也是⼀座⾮常有名的贸易港⼝。kusadasi是⼀个优美的港⼝

⼩镇，因⾯积⼩如⻦⼜被称为“⻦岛”。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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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航站楼为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东

航空、上海航空、四川航空，以及星空联

盟、寰宇⼀家和⾮联盟的国外航空公司运营

航班。

到达⽅式： 【机场巴⼠】北京市区旅客可⽅便乘坐机场巴⼠

往返⾸都机场与⽅庄、⻄单、北京站、公主坟、中关村、上

地奥运村、⻄客站、回⻰观、通州、北京南站、亦庄、四惠

、王府井⾦宝街、望京的14条市区巴⼠线路。详细路线及票

价可参考：http://www.bcia.com.cn/traffic/airbus/tabl

e .shtml【地铁】地铁机场线共设4站，分别是东直⻔、三元

桥、3号航站楼、2号航站楼，三云桥站可换成10号线，东

直⻔站可换成2号线和13号线，单程每⼈25元。【出租⻋】

起步价13元（3公⾥以内），每公⾥2.3元，燃油费每运次1

元。从天安⻔附近打⻋到机场约32公⾥，花费100元。

⼩贴⼠： 【进境需向海关申报物品】1、动、植物及其产品，微⽣物、⽣物制品、⼈体组织、⾎液制品。2、居⺠旅客在境外获取

的总值超过⼈⺠币5000元(含 5000元，下同)的⾃⽤物品。3、⾮居⺠旅客拟留在中国境内的总值超过2000元的物品。4、酒精

饮料超过1500毫升(酒精含量12度以上)，或⾹烟超过400⽀，或雪茄超过100⽀，或烟丝超过500克。5、⼈⺠币现钞超过2000

0元，或外币现钞折合超过5000美元。6、分离运输⾏李，货物、货样、⼴告品。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都国际机场中⼼⼴场东侧

电话： 010-96158

⽹址： http://www.bcia.com.cn/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简介：IATA代码：IST；ICAO代码：LTBA。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落成于1924年，位于伊

斯坦布尔市欧洲部分的叶希尔柯伊，距离市

中⼼24公⾥。1980年，为纪念⼟⽿其共和国

的缔造者和⾸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

图尔克⽽改名为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提供

航班服务的航空公司有塞浦路斯⼟⽿其航空

公司，MNG航空货运航空公司，⼟⽿其航空

公司。此机场⼀共有三个航站楼，⼀号航站

楼起降⼟⽿其国内航班。

交通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Atatu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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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式： 轻轨：从市中⼼到机场有6站，⼤约五⼗分钟。运营时间为早上5:40⾄午夜1:40，平均每10分钟⼀班。 机场⼤巴：

在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和市区塔克⻄姆⼴场之间运⾏，每隔15到30分钟⼀班⻋，整个⻋程四⼗分钟左右。⽩天的价格是10⾥拉(

约合⼈⺠币29元)，夜间的价格为12.5⾥拉(约合⼈⺠币36.5元左右)。 出租：塔克⻄姆⼴场到机场⼤概35-50⾥拉左右，⽼城区

的中⼼到机场⼤概25⾥拉左右(约合⼈⺠币70元)。另外夜间加收50%的服务费。

⼩贴⼠：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免税店值得⼀逛，化妆品、巧克⼒、⾹烟都很值得购买。

地址： Yeşilköy Mahallesi, 34149 Bakırköy/İstanbul

电话： +90-212-463-300

⽹址： http://www.ataturkairport.com/

简介：伊兹密尔机场是以第⼀个⺠主选举出

来的⼟⽿其政治领袖和前任总理阿德楠-曼德

列斯（Adnan Menderes）命名的，位于市

中⼼以南18公⾥（11英⾥）。

伊兹密尔机场2007年的客运量为5236304⼈

次，其中3635414⼈为国内乘客，1600890

⼈为国外乘客。2007年伊兹密尔机场的客运

量位列⼟⽿其第三位，国外乘客⼈数列第

五，国内乘客⼈数列第⼆。

到达⽅式： 出租⻋

地址： Izmir Adnan Menderes Airport

开放时间： 24⼩时

简介：阿拉恰特，⼀个名不⻅经传的⼩镇，这个陌⽣的名字，⽹上也⼏乎搜不到关于它的信息，

位于⼟⽿其⻄部爱琴海畔。这⾥是近⼏年来才被⼈发掘出来的旅游胜地，现在这⾥是公认在欧洲

以外冲浪的最好地⽅。这个悠闲⼩镇，以欧洲游客居多。曾是希腊战乱时，难⺠逃⾄此地避难的

⼩镇，当希腊战事平息，难⺠们返回故乡，这座⼩镇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希腊⽓质.阿拉恰特整

个⼩镇都是希腊⻛格，⾮常美，在这⾥散散步，吹吹海⻛，欣赏古⽼的花⽯屋是⼀件⾮常惬意

交通

伊兹密尔机场
Izmir Adnan Menderes Airport

景点

阿拉恰特
Ala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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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瓣⽹友点评：

“这⾥的天空⻘岚，⻛吹过带来的都是爱琴海

的⽓息。这⾥的海，浅浅的，清可⻅底，可

以看到⼩⻥游来游去。海⽔从透明⾊⼀直变

幻到清蓝⾊，淡蓝⾊，浅蓝⾊，深蓝⾊，然

后才和天空融为⼀体。

到达⽅式： 阿拉恰特是没有机场的，⼀般从伊兹密尔转⻋去

阿拉恰特就在切什梅和伊兹密尔中间，去切什梅的⻋都会在

这⾥停⼀下。离伊兹密尔⼤概60公⾥左右，离切什梅⼤概就

10多公⾥左右。

⼩贴⼠： ⼩镇控酒店控蓝⾊控必来！ 阿拉恰特住宿都⽐较精致有特⾊，但是⽐较贵，如果想便宜可以住在4公⾥以外的海边或者

切什梅都可以。 刚到这会觉得⾃⼰来到地中海，穿上花裙⼦ 拍拍拍吧！！各种⼩店 买买买！

地址： alacati

开放时间： 四季皆宜

⻔票价格： 0.00

游玩时⻓： 1-2天

简介：库萨达斯（Kusadasi)，是⼀个优美的

港⼝⼩镇，因⾯积⼩如⻦⼜被称为“⻦岛”。

库萨达斯依岸⽽建，随地势起伏，下临海

湾，海湾内碧海银波，景⾊极其壮观。库萨

达斯以其美妙绝伦的海滩和休闲海滨⼤道最

为出名，成为了爱琴海地区、⼟⽿其乃⾄欧

洲最具吸引⼒的沿海滩度假胜地，每年的夏

天这⾥吸引着⽆数来⾃世界各地的游客。

到达⽅式： 的⼠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库萨达斯
Kusad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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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1010月2121日，周⼀

DAY 2DAY 2DAY 2DAY 2

以弗所 → 棉花堡
1.以弗所古城遗址 → 2. 棉花堡温泉池 → 3. 赫拉波利斯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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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① 以弗所Ephesus古城遗址，⻔票25

⾥拉，②古城⾥的露台屋Terrace House单

独售票，15⾥拉。⼀早去Ephesus古城遗

址，通常可以让旅馆⽼板骑摩托送你去，或

者⾛路去也只需要30分钟不到。古城遗址有

两个⼊⼝，多数⼈会选择从上层⻔the Upper

Gate进⼊，⼀路向下。

到达⽅式： 从塞尔丘克步⾏或乘坐⼩巴

地址： 以弗所古城遗址

⻔票价格： 40⾥拉

 今⽇概览

所在城市：以弗所 → 棉花堡

⾏程安排： 1.以弗所古城遗址 → 2. 棉花堡温泉池 → 3. 赫拉波利斯遗址

定制师备注：库萨达斯-席林斯⼩镇－棉花堡（⻋程约3⼩时）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酒店晚餐 /宿：棉花堡

Ins打卡点：⼀段段惊艳的残垣断壁，千年惊艳的时光，等待着摄影师们的艺术定

焦。

Ins打卡点：继往SERINCE【席林斯⼩镇】，Serince奥斯曼沙镇咖啡+软糖

再往位于⼟⽿其Denizli市⻄南部的【棉花堡】(Pamukkale)；

Ins打卡点：参观【棉花堡】(游览时间约1⼩时)；独特的地貌特征，有着丰富的温泉

资源，经历⼀万多年的钙化沉淀后，形成层层相叠的半圆形⽩⾊天然阶梯。⽇落中

的棉花堡被阳光点染出淡淡的⾊彩，岩⾯中的⽔波记录下天空变幻的奇异⾊彩。

景点

以弗所古城遗址
Ephesus Archaeological Efes Arkeoloji Müz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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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温泉底部的⽔是真正的罗⻢⼗⼤的遗

址，温泉⽔不断喷涌⽽出，⽔温常年保持在

35℃左右，⽔质⾮常清澈，最深的地⽅有4-

5⽶。温泉边有更⾐室，但是要⾃⼰携带浴

⼱。

⼟⽿其著名的棉花堡所在地帕穆克卡莱，是

由温泉⽔带来的⼀种碳酸钙组成的⽩⾊阶梯

状⽔池，是⼟⽿其最著名的景点之⼀。温泉

源⾃⼟⽿其⻄安纳托利亚的卡尔达吉⼭⼀

侧，⽔温37℃，从地下汩汩冒出，经过⼀系

列阶地象瀑布般落下，许多⼈在⾥⾯戏⽔。这些阶地均由⽩⾊物质组成。⼤约100个阶地中每⼀

个都有⼀个⽔塘。多数阶段地呈明亮的⽩⾊，但有⼀些阶地因⽔中含有矿物⽽呈淡⻩⾊或棕⾊。

温泉附近是建于公元前190年的赫拉波利斯城遗址。它成为古罗⻢时代⼼脏病、⽪肤病和⻛湿病

患者的⼀个著名矿泉疗养地，许多⼈认为它还对肌⾁和体⼒有益。

⼩贴⼠： 1.太阳下⼭后温泉⽔会凉很多，冬天游玩较冷。 2.可⾃备⼀个袋⼦放鞋⼦，由于光脚⾛路可能会⽐较疼，建议可以带⼀

双厚⼀些的袜⼦。 3.可以⾃带泳⾐，泡温泉的话在景区⻔⼝也有更⾐室和寄存东⻄的地⽅，可能需收取⼀定费⽤。 4.注意保护环

境，不要在景区内随便乱扔垃圾。

地址： Pammukale  Thermal Pools, Kale , 20190 Pamukkale/Deniz li Merkez/Deniz li ⼟⽿其

电话： +90-258-2714294

⽹址： http://www.pamukkale-turkey.com/cleopatras-pool.html#.XGPYldUzaUl

开放时间： 全天

简介：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是温泉顶部的古希腊城市，位于⼟⽿其⻄南部，靠近代尼兹利。

希拉波利斯和棉花堡是⼀处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遗产。这⾥的温泉⾃从公元前⼆世纪就⽤于疗

养，⼈们来此治疗他们的疾病，其中许多⼈，退休或死在这⾥。庞⼤的墓地充满了⽯棺，其中包

括⻢可奥勒留⽯棺。⽔⻋也是此地⼀景。

⼤浴池⽤巨⼤的⽯块建造，没有使⽤⽔泥，由各个开放或封闭的组成部分连接在⼀起。浴室的内

景点

棉花堡温泉池
Pamukkale Thermal Pools

景点

赫拉波利斯遗址
Hier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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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深壁龛，是图书馆，体育馆等封闭或开

放的空间。这个建筑群建于公元前2世纪，构

成了拱顶式建筑的典范。这个建筑群现在是

⼀个考古博物馆。

到达⽅式： 乘坐从伊兹密尔（Izmir）开往德尼兹利（Deni

z li）的列⻋，每天约有三列； 或者从伊斯坦布尔的Hydaer

pasa⽕⻋站乘坐宵⽕⻋前往德尼兹利（Deniz li），下午17:

35发⻋，第⼆天约9:00-10:00左右可达

地址： Hie rapolis, 20280 Pamukkale/Deniz li ⼟⽿其

电话： +90-258-2643971

⽹址： https://www.muze .gov.tr/tr

开放时间： 4⽉15⽇-10⽉2⽇8:00-21:00； 10⽉3⽇-4⽉14⽇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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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天
1010月2222日，周⼆

DAY 3DAY 3DAY 3DAY 3

安塔利亚
1.安塔利亚博物馆 → 2. 安塔利亚卡莱伊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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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藏品⾮常丰富，在城中⼼⻄⾯2公⾥

处，⾥⾯有⼩⼯艺品、⼩雕像，从⽯器时代

到铜器时代，再到迈锡尼⽂明，古典时期和

希腊时期，可谓⼀次时光旅⾏。

⼩贴⼠： 开放时间:周⼆⾄周⽇9am-7:30pm 价格:15⾥拉

地址： Konyaalti Cad. No:88, 07050 Antalya

⽹址： http://www.antalyamuzesi.gov.tr/en

开放时间： 周⼆⾄周⽇9:00-17:00

⻔票价格： 20TL

简介：卡莱伊奇⽼城是安塔利亚的市中⼼，也是各种酒店和旅⾏代理的集中地带。该地被共和国

⼤街（Cumhuriyet Cad）、阿塔图尔克⼤街（Ataturk Cad）和卡拉阿⾥奥卢公园（Karaalioglu

Park）所环绕。街区北部有很多宁静⼩巷，是最适宜旅⾏者游览的地⽅。

到达⽅式： 住在⽼城，步⾏即达

地址： Karanlik, Antalya

 今⽇概览

所在城市：安塔利亚

⾏程安排： 1.安塔利亚博物馆 → 2. 安塔利亚卡莱伊奇⽼城

定制师备注：帕姆卡莱棉花堡-安塔利亚（约5⼩时）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酒店晚餐 / 宿：安塔利亚

景点

安塔利亚博物馆
Antalya Museum

景点

安塔利亚卡莱伊奇⽼城
Kaleici Old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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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格： 免费

游玩时⻓： 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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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天
1010月2323日，周三

DAY 4DAY 4DAY 4DAY 4

⻄戴 → 卡帕多奇亚
1.阿波罗神庙 → 2. 格雷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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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公元2世纪建造的阿波罗神庙(Temple

of Apollo)，很多柱⼦都保存了下来，还矗⽴

在原先的位置上。到了晚上，聚光灯的光柱

把它们的形状戏剧性地投射到夜空中，可能

是你在⼟⽿其遇到的最浪漫感⼈的古代遗址

之⼀。

⼩贴⼠： 阿波罗神庙就位于⻄戴的海岸边，免费参观

⻔票价格： 免费

 今⽇概览

所在城市：⻄戴 → 卡帕多奇亚

⾏程安排： 1.阿波罗神庙 → 2. 格雷梅村

定制师备注：安塔利亚-⻄代古城（约1⼩时）-卡帕多奇亚（约6⼩时）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酒店晚餐 / 宿：卡帕多奇亚

Ins打卡点：继往地中海著名古城遗址-【⻄代古城】（约1⼩时）

Ins打卡点：【卡帕多奇亚】；三百万年前巨⼤的⽕⼭喷发形成了卡帕多奇亚独特的

喀斯特地貌，经过数万年的⻛⾬侵蚀形成了各种颜⾊圆锥形和蘑菇形的岩⽯，岩

洞，峡⾕。⼟⽿其的卡帕多奇亚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绝对是全球同类景观的翘楚，令

⽆数旅游者魂牵梦绕留流连忘返。⼤⾃然⻤斧神⼯给这⾥增添神秘的⾊彩。恍若天

外星球般神奇梦幻的地貌

抵后游览古美（Goreme）的【天然博物馆】（Goreme Open Air Museum）；

（约1⼩时）

景点

阿波罗神庙
Temple of  Apo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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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村⼦以罗⻢城堡建筑群为中⼼，四周

被天然的⽕⼭岩和仙⼈烟囱岩环抱，这是卡

帕多⻄亚地区最古⽼的村落之⼀。⼀些洞窟

旅店就坐落在这些⽕⼭岩⼩⼭上，从这⾥远

眺格雷梅村的罗⻢城堡，让⼈不禁感叹⼤⾃

然的⻤斧神⼯。

到达⽅式： 实际上当你乘坐⻓途汽⻋到达格雷梅的时候，你

就已经置身于格雷梅村之中了

⼩贴⼠：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价格:免费

地址： 50180 Göreme/Nevşehir Province Turkey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格雷梅村
Gorem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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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天
1010月2424日，周四

DAY 5DAY 5DAY 5DAY 5

卡帕多奇亚 → 格雷梅
1.热⽓球体验 → 2. 鸽⼦⾕ → 3. 精灵烟囱

24



简介：⾃费项⽬：凌晨5：00前往热⽓球站

乘坐热⽓球,随⻛⻜向卡帕多⻬亚的⼭⾕，进

⾏⼀次神奇的空中之旅，欣赏世界上唯⼀的

卡帕多⻬亚的精灵烟囱，仿佛置身于另⼀个

世界，在村庄、葡萄园，果园点缀的“⽉球表

⾯”上空徘徊⼤约1⼩时，最后在农夫的⽥地

中着陆。着陆后，给每⼈颁发⼀份证书，并

赠送⼀杯⾹槟庆祝这次成功的空中历险。

地址： -

简介：鸽⼦⾕靠近乌奇萨（Üçhisar），因沿途彩⾊的鸽舍⽽得名。这个⼭⾕⾥到处都是⽯头，

 今⽇概览

所在城市：卡帕多奇亚 → 格雷梅

⾏程安排： 1.热⽓球体验 → 2. 鸽⼦⾕ → 3. 精灵烟囱

定制师备注：卡帕多奇亚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酒店晚餐 /卡帕多奇亚洞⽳酒店

⽹红必打卡推荐：今⽇贵宾可选择⾃费乘坐热⽓球：清晨的霞光⾥，热⽓球随⻛⻜

向卡帕多奇亚的⼭⾕，⼀次神奇的空中之旅，带您⾼空欣赏世界上唯⼀的卡帕圣

地，精灵烟囱，仿佛置身于另⼀个世界，在村庄、葡萄园，果园点缀的“⽉球表

⾯”上空徘徊⼤约45分钟⾄1⼩时，最后在农夫的⽥地中着陆。着陆后当地给每⼈颁

发⼀份证书，并赠送⼀杯⾹槟庆祝这次成功的空中历险；

体验
热⽓球体验

景点

鸽⼦⾕
Pigeo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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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洞眼，⾛到跟前才

会发现原来都是鸽⼦洞。若在傍晚时来此，

有机会看到鸽⼦回巢的壮观场⾯。 这⾥有⼀

⽚观景台，可以看到许多肥肥的鸽⼦在地上

抢⻝物。旁边⼀般会有卖⾕⼦的⼈，不妨花

上1⾥拉左右买⼀把喂它们，但要⼩⼼被鸽⼦

疯抢哦。 除了可爱的鸽⼦，附近还有⼀棵挂

满⼟⽿其传统附身符“蓝眼睛”的树，很有意

思。此外，鸽⼦⾕内也有很多⽯洞房间和通

道可以探索，有点类似于乌奇萨要塞

到达⽅式： 位于格雷梅镇⼊⼝处，可步⾏到达。从卡帕多奇亚其他地⽅前往建议租ATV⾃驾

⼩贴⼠： 鸽⼦⼭⾕是个⼩景点，离仙⼈烟囱不远，附近的树上树枝挂满了⼟⽿其灯饰和传说中的恶魔眼。　

地址： Uçhisar, 50240 Uçhisar/Nevşehir, Merkez/Nevşehir

简介：所谓的卡帕多⻄亚“精灵烟囟”实际上

是⼀些特⼤号的圆锥形岩层，被慢慢⻛化的

岩⽯造就了世界上独⼀⽆⼆的旅游奇观，分

布在卡帕多⻄亚Göreme附近的众多地区。有

的像尖塔，有的像蘑菇，形态各异，⾮常有

趣。

到达⽅式： 建议⾃驾

地址： Merkez Ürgüp Merkez/Nevşehir，Turkey

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精灵烟囱
Fairy Chimn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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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天
1010月2525日，周五

DAY 6DAY 6DAY 6DAY 6

科尼亚(孔亚) → 安卡拉
1.图兹湖 → 2. 安卡拉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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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其天然盐湖，位于乾旱的中央⾼

原洼地，海拔925公尺(3,035呎)，⼀年⼤部

分时间湖⾯⾯积约1,500平⽅公⾥(580平⽅

哩)，深约900公尺(2,950呎)。正常情况下⻓

约80公⾥(50哩)，宽约50公⾥(30哩)，夏季

枯⽔期间，露出⼤⽚盐滩，可供采盐。

枯⽔期盐地在落⽇时反⾦光，我个⼈觉得⽐

有⽔时更漂亮，因为真的太少⻅。

到达⽅式： 开⻋⾃驾

⼩贴⼠： 有⼀个休息站，标着Tuz Golu。从孔亚⾛，⾛E90，按着Google  Map⾛，如果从安卡拉过来还是要⾛E90，要近些

。

开放时间： 24⼩时

⻔票价格： ⽆

简介：安卡拉城堡(Ankara Citadel)位于⼭顶上，作为⽬前安卡拉闲逛最有趣的⼀个地⽅，保存完

 今⽇概览

所在城市：科尼亚(孔亚) → 安卡拉

⾏程安排： 1.图兹湖 → 2. 安卡拉城堡

定制师备注：卡帕多奇亚-图兹盐湖-安卡拉 （⻋程约5⼩时）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酒店晚餐 /宿：安卡拉

Ins打卡点：【图兹盐湖】-⼟⽿其最⼤盐湖，美丽的天空之镜

景点

图兹湖
Tuz Golu

景点

安卡拉城堡
Hi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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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厚城墙久尔迷⼈的蜿蜒街道，依然可以

展现出它在公元9世纪时的⻛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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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天
1010月2626日，周六

DAY 7DAY 7DAY 7DAY 7

番红花城
1.奥斯曼古镇番红花城 → 2. 希德尔⽴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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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被联合国教科⽂组织确认为“世界遗

产”的奥斯曼古镇番红花城（Safranbolu），

也称为萨夫兰博卢，保留了整个奥斯曼时期

的古⽼城镇，并且经过了完美的修整，列⼊

了联合固教科⽂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有将

近1000栋保存完整的城市建筑群，是极具代

表性的⼟⽿其奥斯曼⻛格的建筑群“活化

⽯”，整个城市环境和⻛格也因此被完整的保

存了下来。

简介：这⾥是城区内⽐较好的眺望点，登上这座⼭丘后基本可以俯瞰整座番红花城。

到达⽅式： 步⾏，从Cinci Han南⾯的⼩路上⼀路爬上去就可以到达了。

⻔票价格： 1TL

 今⽇概览

所在城市：番红花城

⾏程安排： 1.奥斯曼古镇番红花城 → 2. 希德尔⽴克⼭丘

定制师备注：安卡拉-番红花城（⻋程约3⼩时）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中式晚餐 /宿：番红花城⺠宿

景点

奥斯曼古镇番红花城
Safranbolu

景点

希德尔⽴克⼭丘
Hidirlikltill

31



32



第 88  天
1010月2727日，周⽇

DAY 8DAY 8DAY 8DAY 8

伊斯坦布尔
1.博斯普鲁斯海峡 → 2. ⼤巴扎(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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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海峡）

是欧洲与亚洲之界。它⻓约30公⾥，最宽处

宽约3700⽶，最窄处宽约700⽶。它北连⿊

海，南通⻢尔⻢拉海，海峡中央有⼀股由⿊

海流向⻢尔⻢拉海的急流，⽔⾯底下⼜有⼀

股逆流把含盐的海⽔从⻢尔⻢拉海带到⿊

海。因⻥群季节性地通过海峡往返⿊海，故

渔业颇盛。海峡两岸树⽊葱郁，村庄、游览

胜地、华丽的住所和别墅星罗棋布。⼟⽿其

第⼀⼤城伊斯坦布尔即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

与⼩亚细亚半岛相望，是⿊海沿岸国家出海第⼀关⼝。该海峡是连接⿊海以及地中海的唯⼀航

道。

到达⽅式： 可选择乘坐T1⾄Eminonu站下⻋。

⼩贴⼠： 1、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建议买单程票，回来可选择坐公交⻋，因为沿途的⻛光很好看。（注意：在坐⻋的时候⼀定要问

清楚在哪⾥转⻋，因为到SULTANAHMEN或者TAKS IM都没有直达的公交。） 2、当地美⻝⾮常多，推荐Mado品尝冰淇淋。 3

、推荐邻⾥旅馆：酒店距离塔克⻄姆⼴场（Taksim Square）和独⽴⼤街（Istiklal Avenue）均有4公⾥之遥，并且奥尔塔科伊

区还坐落着诸多的餐馆、咖啡馆和商店。

地址： Bosporus, Istanbul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票价格： 免费，游船单程13⾥拉，往返20⾥拉

 今⽇概览

所在城市：伊斯坦布尔

⾏程安排： 1.博斯普鲁斯海峡 → 2. ⼤巴扎(伊斯坦布尔)

定制师备注：蕃红花城-伊斯坦布尔（约5⼩时）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当地晚餐 /伊斯坦布尔

Ins打卡点：乘下午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

Ins打卡点：游览⼤巴扎，独⽴⼤街

景点

博斯普鲁斯海峡
Strait of  Bosp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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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 建议1~2⼩时

简介：⼤巴扎建筑群是世界上最美，历史最

悠久的巴扎之⼀，经营历史⻓达600多年，

仅次于⼤⻢⼠⾰倭⻢亚清真寺旁的⼤巴扎。

同时这也是世界最⼤的室内巴扎，全⻓共达7

公⾥。巴扎内有20多个建于15世纪的⼤型拱

顶⾮常壮观，这些独⼀⽆⼆的历史价值使⼤

巴扎建筑群于2010年被列⼊世界⽂化遗产。

与其他巴扎纯商业⽤途不同的是，这⾥每年

阿舒拉节还会举办宗教纪念活动。

伊斯坦布尔⼤巴扎是世界上最⼤的室内市场

之⼀，仅出⼝就有26 个，拥有4000多家店铺。⼤巴扎⾥围⼱、⾐服、⾦饰、地毯、蓝眼 镜、苹

果茶、甜点、咖啡等各式各样的⼟⽿其当地特⾊产品应有尽 有。逛的时候⼀定要擦亮眼睛当⼼各

种引诱和陷阱。这是⼀个锻炼⾃⼰讨价还价本领的好地⽅。

到达⽅式： 搭乘TRAM在Beyazit站下；或者从⽼城区⾛过去两站路左右

⼩贴⼠： 营业时间：周⼀到周六 9:00-19:00。

地址： Beyazıt Mh.，34126 Fatih/İstanbul

电话： +90 212 519 1248

⽹址： http://www.grandbazaaristanbul.org/Grand_Bazaar_Istanbul.html

开放时间： 周⼀到周六 9:00-19:00

景点

⼤巴扎(伊斯坦布尔)
Grand Bazaar

35



第 99  天
1010月2828日，周⼀

DAY 9DAY 9DAY 9DAY 9

伊斯坦布尔
1.伊斯坦布尔蓝⾊清真寺 → 2. 圣索菲亚⼤教堂 → 3. 君⼠坦丁纪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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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蓝⾊清真寺可以称之为伊斯坦布尔的

地标式建筑，修建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势

恢宏、造型奢华独特。之所以称其为蓝⾊清

真寺是因为清真寺内部的墙体贴满了⼀种蓝

彩釉瓷砖。其实，它真正的名称应该是苏丹

艾哈迈德清真寺。这⾥也是伊斯坦布尔旧市

街的中⼼。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建于苏丹艾

哈迈德⼀世统治时的1609年⾄1616年。

在清真寺内部的基部及柱⼦上都砌上超过

20000块⼿⼯陶瓷砖瓦，全部出产⾃伊兹尼

克，砖瓦设计超过五⼗种郁⾦⾹款式。低处的砖瓦均是传统设计的，⾼处的砖瓦则是各种华丽的

花朵、⽔果及柏树款式。室内的装潢包括古兰经的经⽂，出⾃当代的书法家扎伊尔德·卡斯姆·古

巴⾥。

室内其中⼀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圣龛，圣龛由经过雕刻的⼤理⽯所造，圣龛右边有⼀个美轮美奂

的讲道坛，在星期五午间及宗教节⽇，阿訇会站在讲道坛上讲道。清真寺内被设计成⽆论多么拥

挤，任何⼈都能够看到及听到阿訇讲道。

 今⽇概览

所在城市：伊斯坦布尔

⾏程安排： 1.伊斯坦布尔蓝⾊清真寺 → 2. 圣索菲亚⼤教堂 → 3. 君⼠坦丁纪念柱

定制师备注：伊斯坦布尔

餐：酒店早餐 – 当地午餐 – ⾃理晚餐 /宿：伊斯坦布尔

Ins打卡点：抵后游览【蓝⾊清真寺】（约30-45分钟）；

参观世界七⼤奇景之⼀的【圣索菲亚⼤教堂】（外观），

再往参观曾经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城内的主要官邸【杜柏奇⽼皇宫】（约1⼩时），

托普卡普⽼皇宫每逢周⼆闭⻔维护，我们将据此调整⾏程！

下午⾃由活动。

景点

伊斯坦布尔蓝⾊清真寺
Sultan Ahmet Cam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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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式： 可选择搭乘T1在Sultanahmet站下⻋。

⼩贴⼠： 1、⼤家最好从跑⻢场⼀侧进⼊清真寺，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清真寺设计的完美。 2、游客需要从清真寺右侧的旁⻔进⼊

，正⻔只供祈祷的⼈进出。在清真寺内请保持安静和尊重。 3、每天会有3段时间供游客参观，请去正⻔查看当⽇的公告牌。周五

的时候参观时间可能会缩短。 4、在进⼊清真寺之前，需要脱掉鞋⼦并放⼊⼊⼝处提供的塑料袋（免费）。 5、⼥性在进⼊蓝⾊

清真寺时要戴头套。蓝⾊清真寺⼊⼝处可免费提供头套。不要遮住脸，遮盖物只是为了隐藏头发。 6、不要使⽤闪光摄影。因为

这是⼀个礼拜场所，避免盯着或拍摄那些正在祈祷的⼈。 7、在清真寺出⼝处，可以将⽤过的塑料袋放⼊指定的垃圾袋中，并将头

罩返还给值班⼈员。

地址： Sultan Ahmet Mahallesi Atmeydanı Cd. No:7 34122 Fatih/İstanbul ⼟⽿其

电话： +90-212-4584468

⽹址： http://www.bluemosque .co

开放时间： 从早上到傍晚(约8:00-18:00之间)会有3个时间段开放(因为每天五次的回教徒祈祷时间会对外关闭)，具体时间需要查

看⻔⼝的公告牌。另外，周五⼀般要到13:00才开始对游⼈开放。

⻔票价格： 参观蓝⾊清真寺是免费的，在出⼝有⼀个捐款箱，可以随意给点零钱。

游玩时⻓： 建议1~3⼩时

简介：圣索菲亚⼤教堂与蓝⾊清真寺隔街相

望，早期是拜占庭帝国的主教堂，后被⼟⽿

其⼈占领后改建成为清真寺，现为博物馆。

这是⼀座⼟⽿其著名的历史建筑，也是⼟⽿

其的象征之⼀。

1453年以前，⼀直是拜占庭帝国的主教堂，

此后被⼟⽿其⼈占领，改建成为清真寺。

这是⼀座⼟⽿其著名的历史建筑，始建于公

元325年。⽽后经过战乱损坏和⼀系列的重建

扩建形成了今天的圣索⾮亚⼤教堂的⾯貌。

它代表了拜占庭⽂化的典范，⼤教堂内的⻢赛克壁画可以让你了解当时的历史，领略拜占庭艺术

之美。

到达⽅式： 可选择搭乘T1在Sultanahmet站下⻋

⼩贴⼠： 圣索菲亚⼤教堂附近有蓝⾊清真寺和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可以⼀并参观。

地址： Yerebatan Cad. Sultanahmet Meydanı, İstanbul

电话： (90-212)5220989

⽹址： http://www.ayasofyamuzesi.gov.tr/

景点

圣索菲亚⼤教堂
Aya Sof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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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闭馆 4⽉15⽇-10⽉1⽇9:00-19:00，18:00停⽌售票 10⽉1⽇-4⽉15⽇9:00-17:00，16:00停⽌售票

⻔票价格： 成⼈30⾥拉（可⽤信⽤卡），6岁以下⼉童免费

游玩时⻓： 4⽉15⽇-10⽉25⽇9:00-19:00，10⽉25⽇-次年4⽉15⽇9:00-17:

简介：这是伊斯坦布尔最古⽼⽽神圣的纪念

碑之⼀，由君⼠坦丁⼤帝在公元330年为庆祝

君⼠坦丁堡成为罗⻢帝国⾸都⽽建⽴的。纪

念碑位于君⼠坦丁⼴场上，碑顶是君⼠坦丁

⼤帝的雕像。可惜，1106年的时候，顶部的

雕像失窃了。1779年，纪念碑⼜在⼀场⼤⽕

中被损坏。

到达⽅式： 乘坐有轨电⻋⾄Çemberlitaş站。

地址： Mollafenari Mh., Vez irhan Cd. 16-18, 34120 F

atih/İstanbul, ⼟⽿其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票价格： 免费

游玩时⻓： 建议0.5⼩时以内

景点

君⼠坦丁纪念柱
Column of  Const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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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0  天
1010月2929日，周⼆

DAY 10DAY 10DAY 10DAY 10

伊斯坦布尔
1.伊斯坦布尔⼤巴扎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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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伊斯坦布尔的⼤巴扎是世界上最⼤、

最古⽼的巴扎之⼀，仅出⼝就有26个，有⾄

少58条室内街道和4000多间商铺，规模宏

⼤。⼤巴扎由苏丹穆罕默德⼆世修建于1455

年到1461年，包括12个主要建筑物，拥有22

个⻔，主要出售⾸饰，陶瓷，⾹料，地毯等

物品，⾮常出名。许多摊位分类集中经营，

例如⽪⾐，⻩⾦⾸饰等等。⼤巴扎⾥围⼱、

⾐服、⾦饰、地毯、蓝眼镜、苹果茶、甜

点、咖啡等各式各样的⼟⽿其当地特⾊产品

应有尽有。逛的时候⼀定要擦亮眼睛当⼼各种引诱和陷阱。 这是⼀个锻炼⾃⼰讨价还价本领的好

地⽅。

到达⽅式： 搭乘TRAM在Beyazit站下；或者从⽼城区⾛过去两站路左右

⼩贴⼠： 浏览时间建议 整个⼤巴扎很⼤，最好⾄少安排三个⼩时过来逛逛。

地址： İstanbul Üniversitesi 42,Türkiye

⽹址： http://www.grandbazaaristanbul.org/Grand_Bazaar_Istanbul.html

开放时间： 周⼀到周六 9:00-19:00。

 今⽇概览

所在城市：伊斯坦布尔

⾏程安排： 1.伊斯坦布尔⼤巴扎集市

定制师备注：伊斯坦布尔

餐：酒店早餐 – ⾃理午餐 – ⾃理晚餐 /宿：伊斯坦布尔

全天⾃由活动，不含⻋导，留⾜⾃由时间，感受星⽉国

购物

伊斯坦布尔⼤巴扎集市
Grand Ba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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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1  天
1010月3030日，周三

DAY 11DAY 11DAY 11DAY 11

伊斯坦布尔 → 北京
1.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2.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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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Yeşilköy Mahallesi, 34149 Bakırköy/İstanbul

电话： +90-212-463-300

⽹址： http://www.ataturkairport.com/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都国际机场中⼼⼴场东侧

电话： 010-96158

⽹址： http://www.bcia.com.cn/

 今⽇概览

所在城市：伊斯坦布尔 → 北京

⾏程安排： 1.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 2.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定制师备注：伊斯坦布尔-北京

国际航班参考：CZ680 ISTPEK 0735 2150 ⻜⾏时间：约9⼩时15分钟

餐：航班餐

交通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
Atatu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T-1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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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旅途愉快。

祥景国旅 为您定制

扫码查看品牌主⻚

ENDENDENDEND



扫码查看指南书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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