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土耳其9日·五星精品团（全程含餐+景点首道+洞穴酒店+自费体验热气球）

游览国家：土耳其

上下车地点：

13:00伊斯坦布尔机场出发(İstanbul)， 接机时间13:00

19:00伊斯坦布尔机场出发(İstanbul)， 接机时间19:00

新机场投入使用后，接机/送机机场默认ISL机场。

住宿：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全程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

伊斯坦布尔-番红花城-卡帕多奇亚-孔亚-棉花堡-库萨达斯-以弗所-席林斯小镇-艾瓦勒克-恰纳卡莱-特

洛伊古城-伊斯坦布尔

 第1天伊斯坦布尔  

    
 行程概述  

  

阿塔图克机场（IST机场）接机后（按照固定时间）送往酒店check in
。 可根据航班时间选择是否参加自费自选项目-【伊斯坦布尔半日游】（8人起订）（建
议提前预定），13:00前到达航班均有时间参加。 自费【伊斯坦布尔半日游】景点包含：
乘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览【塔克西姆广场】，步行于【Ortakoy
大街】，外观【多玛巴赫切新皇宫】拍照留念。

 

 上团地点  

  
13:00伊斯坦布尔机场出发(İstanbul)， 接机时间13:00
19:00伊斯坦布尔机场出发(İstanbul)， 接机时间19:00
新机场投入使用后，接机/送机机场默认ISL机场。

 

    
    



全天  

土耳其的接机：固定时间13:00和19：00 逾期不候，可以定额外的接机（30欧/人/
次），或者自行的士前往酒店（费用大概在25-30欧）
，另外因机场出关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建议客人预订到达时间为当天11:30之前
或17:30之前航班。
半日游项目：13:00接机后会直接从机场出发进行半日游的游览，其他到达客人可以
在酒店休息并使用晚餐（一般为晚上19:00，报房间号即可），此项目需要8人起订，
如届时人数不够可能会取消，建议参加的客人可以提前预定。
 
土耳其电子签申请说明：
 
2015年3月6日起，中国边检正式确认中国公民持土耳其电子签证前往土耳其，可凭有
效普通护照、电子签证打印件出境，不再需要查验申根或经合组织成员国签证、居
留了。土耳其电子签证申请步骤简直就是一直“下一步”的节奏，分分钟搞定签证。

步骤：
Step 1：访问土耳其电子签证官方网站： https://www.evisa.gov.tr/zh/
Step 2：左上角红背景标识“立即申请”
，进去填写个人信息。注意姓名不要写反。邮箱更是重中之重，如果填写错误将无
法收到电子签。
Step 3：填写信用卡信息，完成付款。同时你也会收到一封Email
，给你下载签证的链接，电子签即完成。

价格：
中国公民每人60美金签证费。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订单可以同时提交几个人的签证信息，
这样就可以只交一份1.5美元的手续费。如果是分别提交的话，每次提交都会收取1.5
美元的手续费。

注意：
1.入境土耳其时，应保证所持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在土耳其签证、居留证有效期或免
签入境停留期到期后仍有60天以上的有效期，否则将被拒绝入境。
2.入境时需要提供电子签打印件，请提前准备。
      

博斯普鲁斯海峡

 

伊斯坦布尔

 

多玛巴赫切新皇宫

 

 

  

[博斯普鲁斯海峡] 
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是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窄水道，与达达尼尔海峡和马
尔马拉海一起组成土耳其海峡（又叫黑海海峡），并将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隔开
的海峡。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亦是该国的经济、文化和历史中心，是古丝绸之路的途
经地，世界第五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该市最重要的景点仍是其历史城区，部分被列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多玛巴赫切新皇宫] 
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华丽的皇宫就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线上。华丽的建筑风格，
悠久的历史，使得多玛巴赫切新皇宫（Dolmabahçe Sarayi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闪亮的明珠，为世人瞩目。

 

    

https://www.evisa.gov.tr/zh/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酒店内（19:00之后到达酒店客人不含晚餐）  

    
 酒店住宿：伊斯坦布尔 TITANIC BUSINESS HOTEL或同级  

    
    

 第2天伊斯坦布尔 番红花城  

    
 行程概述  

  

于酒店享用早餐，随后参观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外观），后前往
【蓝色清真寺】;与其一墙之隔便是【古罗马竞技场】，青铜制的蛇柱及君士坦丁【奥拜
里斯克方尖碑】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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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享用午餐后，乘车往最美丽的山城--【番红花城】；【希德勒尔山】，登上山顶
俯瞰整座番红花城；番红花也是全世界最贵的香料，大家一定要喝杯当地特产土耳其茶
；晚上于民宿内享用风味晚餐后，入住酒店内休息。

 

    
    

全天  

      

圣索菲亚大教堂

 

蓝色清真寺

 

番红花城

  

  

[圣索菲亚大教堂] 
虽然伊斯坦布尔拥有很多重要的古迹，但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其创造性的建筑形式、丰富
的历史内涵、宗教价值以及非凡之美超越了其它遗迹。这座有着近1500年漫长历史的宗
教建筑，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于世，成为“改变了世界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
[蓝色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又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古典建筑师锡南(Sinan
)的得意门生穆罕默德·阿加(Mehmet Aga
)的代表作品，也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蓝色清真寺始建于1609年，因
清真寺内墙壁全部用蓝、白两色的依兹尼克磁砖装饰而得名。在优美的曲线形外观的衬
托下，蓝色清真寺那层叠的圆顶和六座细长的尖塔显得极为惹眼，被评为世界十大奇景
之一。
[番红花城]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番红花城那与尘世隔绝的气质，深深地烙印在每个曾经到访过
这里的旅人。差不多完整地保留了奥斯曼时期的建筑风格，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让这
座老城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你不但能在这座老城里找到山城的独特风光，还能在寻常巷
陌之间结交那些善良热情的当地人。漫步番红花城中，从来都不会缺少惊喜——
雕花的龙头、精美的壁炉，甚至是好客的村民，你的每一步都可能会遇见一个让你驻足
流连的画面。不要吝啬你的快门和微笑，因为这座老城无时无刻不在向世人展示她古朴
而迷人的魅力。仅仅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让你永远爱上这座光影之城。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当地特色餐  
    

 酒店住宿：番红花城 KADIOGLU SEHZADE特色民宿  



    
    

 第3天番红花城 卡帕多奇亚  

    
 行程概述  

  

酒店早餐后，车往【卡帕多奇亚】；途径【图兹盐湖】-土耳其最大盐湖。抵达后安排参
观【鸽子谷】，奇石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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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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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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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台阶较少，攀登时依然需要注意安全。晚上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  

      

卡帕多奇亚

 

图兹盐湖

 

鸽子谷

  

  

[卡帕多奇亚] 
它距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约２６０公里（车程约3小时）它曾被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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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兹盐湖] 
面积硕大而平整，表面覆盖浅水，反射率高，尤其是在雨后，湖面像镜子一样，反射着
好似不是地球上的、美丽得令人窒息的天空景色。
[鸽子谷] 
鸽子谷的岩石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鸽子洞，据说古代人用来收集鸽子粪作肥料。山谷之
上两颗年头不久的枝叉众多的树上，一棵挂满了蓝眼睛，另一棵则是当地最著名的陶器
制品。这里是留影的好地点。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卡帕多奇亚 ARTUIM CAVE洞穴酒店 或同级  
    
    

 第4天卡帕多奇亚  

    
 行程概述  



  

早餐后游览【古罗密（Goreme）的天然博物馆】（Goreme Open Air Museum
）；继而参观【阿瓦诺斯陶瓷镇】，这是当地著名的民族陶瓷产地，前往陶瓷店观看陶
瓷制作工艺过程；最后前往【精灵烟囱】参观；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今日贵宾自费可
乘坐热气球：热气球随风飞向卡帕多奇亚的山谷，进行一次神奇的空中之旅，高空欣赏
世界上唯一的卡帕多奇亚的精灵烟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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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  

热气球项目预定较为火热，建议客人提前预定
（提前预定不代表一定能起飞），如遇天气或热气球公司取消状况，会全额退款。
      

古美（GOREME）露天博物馆

 

精灵烟囱

 
 

  

[古美（GOREME）露天博物馆] 
可分三部分：天然博物馆（Goreme Open Air Museum）、Goreme市及Goreme
山谷。古罗密露天博物馆（Goreme
）是土耳其最著名的旅游点之一，此处最大的特点是平地上有着许多形状奇特的小山峰
拔地而起，有的成了圆锥形，有的则成了圆柱形和蘑菇形，有的上罩圆锥形石块，像是
头上带了顶帽子，千奇百怪。造成这地区奇特的地理环境，始于公元6世纪时期基督徒为
了躲避穆斯林的迫害而逃到这个地方，并于地下建房屋、教堂，经过十多个世纪的风化
和天然侵蚀，形成一种非常显著的笋状石柱和烟囱状的石岩，并环绕着古老的村庄和一
系列的山脉，蔚为壮观。特殊的人为与自然相配合的现象，成为了一奇妙的建筑世界，
所以一般人称为“奇石区”。
[精灵烟囱] 
当你看到瞠目结舌的精灵烟囱，内心会产生无法描述的震撼，大大小小的烟囱状的石山
突兀而来，一个跟着一个撞进眼帘；这片世上绝无独有的一片庞大的怪石群。让人流连
忘返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卡帕多奇亚 ARTUIM CAVE洞穴酒店 或同级  
    
    

 第5天卡帕多奇亚 孔亚 棉花堡  

    
 行程概述  

  
酒店早餐后退房，驱车前往位于土耳其中部的著名宗教圣地【孔亚】；下午抵达后参观
修建于13世纪末【梅夫拉纳博物馆】；继往位于土耳其Denizli市西南部的棉花堡(
Pamukkale)；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  

      

孔亚

 

梅夫拉纳博物馆

  

  

[孔亚] 
它是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伊斯兰教神秘教派的始创地，创教者名梅良纳。他
是十五世纪的伟大诗人及哲学家、教育家，他在土耳其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
[梅夫拉纳博物馆] 
这里有埋葬他的墓地及衣冠冢，旁边有其它圣贤的腊像，还有专门介绍旋转舞的区域及
旋转舞者起舞的蜡像。这座博物馆的外观以其铺满绿色瓷砖的华丽尖塔而令人侧目，成
为孔亚的地标。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棉花堡COLOSSAE THERMAL 或同级  
    
    

 第6天棉花堡 库萨达斯  

    
 行程概述  

  

于酒店享用早餐；前往参观【棉花堡】；继往游览【HIERAPOLIS
古城遗址】午餐后前往【库萨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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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  

      

HIERAPOLIS古城遗址

 

棉花堡

  

  

[HIERAPOLIS古城遗址] 
它于公元前190年期间建造的，在公元2至3世纪发展至鼎盛时期，成为古罗马浴场的中心，
曾经一片繁荣。遗址中不可错过的地方是一半月形的古剧场，建于2世纪，是当时的云石
雕刻，手工精细。
[棉花堡] 
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奇妙景观。棉花堡的地下温泉水不断从地底涌出，含有丰富矿物
质如石灰等，经过长年累月，石灰质聚结形成棉花状之岩石，层层叠叠,构成自然壮观的
岩石群和水池。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库萨达斯CHARISMA DELUXE HOTEL 或同级  

    
    

 第7天库萨达斯 以弗所 席林斯小镇 艾瓦勒克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游览库萨达斯的主要景点―――【以费所古城遗址】。再前往【SIRINCE
席林斯小镇】，这是位于塞尔柱郊区山间的小村落，以出产水果酒闻名，然后安排客人
品尝国内难得一见的各种水果酒；继往海滨城市艾瓦勒克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  

      

以弗所（埃菲斯）古城遗址

 

库萨达斯

  

  

[以弗所（埃菲斯）古城遗址] 
为土耳其目前保存最好也是最大的露天遗址。建于公元前七世纪，曾是罗马小亚细亚的
首都，曾经为利底亚人、波斯人统治，亚历山大征服后成为古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首府，
兴建了剧场、赛跑场和竞技场。相传圣母玛利亚选择在以弗所（艾菲斯）旁边的夜莺山
安度晚年。
[库萨达斯] 
是位于土耳其爱琴海海岸的滨海度假城市，距离土耳其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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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面积小如鸟又被称为“
鸟岛”。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艾瓦勒克HALIC PARK HOTEL或同级酒店  
    
    

 第8天艾瓦勒克 恰纳卡莱 特洛伊古城 伊斯坦布尔  

    
 行程概述  



  

于酒店享用早餐，车往【恰纳卡莱】――
奥斯曼帝国用以控制海峡的原苏丹尼耶堡，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将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连
为一体，也是亚欧分界线之一，这里还拥有曾经的加利波利的战场，著名的特洛伊古城
近在咫尺，之后前往参观【特洛伊木马古城】。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神秘而迷人的【
古城阿斯索斯】，著名的历史遗迹【小岛 BOZACAADA
】和【芒特艾达】的迷人自然风光。恰纳卡莱小城呈长线状，拥有1200多米海岸线并延
伸到达达尼尔海峡中，它连接着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根据土耳其文化旅游部的报告，
恰纳卡莱省大约有175个考古遗迹、34个自然景点和5个历史景点。这里是自古以来的战
略要道，众多文明在这里交汇，很多历史故事曾在这里发生，也为这个土耳其的西部海
岸城市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之后搭乘渡轮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伊斯坦布尔。
晚餐后夜宿伊斯坦布尔。

 

    
    

全天  

      

特洛伊遗址

 

特洛伊古城

  

  

[特洛伊遗址] 
特洛伊城遗址位于恰纳莱南部，北临达达尼尔海峡，坐落在平缓的城堡山脚下。这里山
峦青翠、流水潺潺，柑桔树和橄榄树漫山遍野，红瓦白墙的农舍点缀其间，是土耳其爱
琴海地区典型的农村风光。特洛伊以其四千多年的历史，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
址之一。
用科学的话来说，它的存在是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重要最实质的证明。
特洛伊于公元前13世纪遭到来自希腊的斯巴达人和亚该亚人的围攻，这一史实故事由荷
马写进史诗而流传千古。
[特洛伊古城] 
著名的木马屠城记，就是描述这个城市。该城最早记载于荷马诗篇中，现仍有一只巨大
的木马作为纪念。城内保留了不同年代的特洛伊城，从挖掘出来的文物可知，古城经过
多次修建，是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古迹。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伊斯坦布尔 TITANIC BUSINESS OR LIONEL 或同级  
    
    

 第9天伊斯坦布尔  

    
 行程概述  

  早餐，自由活动或送机。 送机时间： 07:00酒店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机场 14:00酒店出发
前往伊斯坦布尔机场 结束旅程。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5晚由旅游协会认可的标准五星级酒店的双人标准间，2晚洞穴1.
酒店，1晚民宿（番红花城没有星级酒店）

每日三餐，早餐于酒店内用西式/2.
美式自助早餐（如遇早班机无法安排酒店早餐，早餐费不退）;

午餐以当地餐为主，除伊斯坦布尔外其他城市晚餐在酒店享用

为主。

全程用车3.
行程内景点大门票（除外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4.
全程中文导游5.
每人每天1瓶矿泉水6.
儿童价特殊说明：2位成人带一位6岁以下小孩同住双人间，小7.
孩不占床可享受65折优惠价。小孩占床则与成人同价。一位成

人带一位小孩，小孩与成人同价。

自理费用

司机、导游小费（每人每天5美金）1.
司导每天工作10小时，超时需付超时费110美金/小时2.
国际、国内段机票和机场费3.
签证费，及有关的其他认证费、借票费等4.
酒店内除房费外的一切个人消费和意外损失费，如电话（报5.
）费、洗衣费、mini-bar
消费和房间服务小费等一切个人费用。另外酒店需要客人自

己垫付酒店杂费押金 ，请注意通知团组成员。

导游司机超时费用6.
团队用餐规定外的酒水饮料消费7.
自费项目、和个人娱乐自选项目消费8.
旅行平安、医药、行李、财产等保险费9.
邀请函费用、公务活动安排费用及业务活动的专业翻译费用10.
或因为公务活动地点产生的超公里费用

行程外的一切其他费用11.
客人临时变更行程而产生的额外费用12.
因交通延阻、罢工、台风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及其他因客人13.



自身原因所引致的行程变动及造成的额外费用及损失

如遇汇率异常变化而产生的费用14.

用餐说明

早餐于酒店内用西式/●

美式自助早餐; （如遇早班机无法安排酒店早餐，早餐费不退）
午餐以当地风味餐为主，晚餐在酒店享用为主，伊斯坦布尔晚餐在当●

地餐厅享用

交通说明

奔驰系列用车12/16/27/44座，会根据人数调整用车●

推荐活动参考 （需自费）

自费项目说明
景点门票
土耳其浴（约1小时）（2岁
以下/高血压/低血压/惊恐症/
哮喘或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客
人不建议参加）

70美金/人

土耳其之夜（不含餐，含无
限酒水和零食）(声响较大）

70美金/人
伊斯坦布尔半日游（博斯普
鲁斯海峡游船+烤肉午餐+塔
克西姆广场观光+Ortakoy
大街）8人起订

80美金/
人（儿童半价，2岁以下免费
）

伊斯坦布尔一日游（圣索菲
亚大教堂入内+博斯普鲁斯海
峡游船+烤肉午餐+金角湾观
光+洛蒂山+ 咖啡馆+多玛巴
赫切新皇宫(外观)+塔克西姆
广场+商业步行街观光）

150美金/
人（儿童半价，2岁以下免费
）

卡帕多奇亚 热气球（飞行时
间约45分钟-1个小时）（1.1
米以下/恐高/高血压/低血压/
惊恐症或其他心血管疾病的
客人不建议参加）-火热！
建议提前预定
（提前预定不代表一定能起
飞），如遇天气或热气球公
司取消状况，全额退款。

250美金/人

卡帕多奇亚 旋转舞 60美金/人



吉普车SAFARI
(4人起)（1.1米以下/恐高/
高血压/低血压/
惊恐症或其他心血管疾病的
客人不建议参加）

85美金/人

棉花堡
滑翔伞（飞行时间约10-15分
钟）（1.1米以下/恐高/
高血压/低血压/
惊恐症或其他心血管疾病的
客人不建议参加）

160美金/人

司机及导游小费
司机及导游小费（由导游一
并收取）

共5美金/人/天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以自愿为原则，导游不得强制客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