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精品】漫行土耳其9日·五星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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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anbul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机场代码IST），根据航班时间接机，送往酒店check in。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或特色洞穴酒店

导游：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

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切什梅-伊兹密尔-以弗所-棉花堡-苏丹哈纳-卡帕多奇亚-安卡拉-伊斯坦布尔

 第1天伊斯坦布尔  

    
 行程概述   

  
Istanbul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机场代码IST），根据航班时间接机，送往酒店
check in
。您也可以选择我方的博布鲁斯海峡游船（自费），率先体验爱琴海两岸欧亚风情。

  

 上团地点   

  Istanbul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机场代码IST），根据航班时间接机，送往酒店
check in。

  

    
    

全天  

      

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
（机场代码IST）

 

伊斯坦布尔风光1

 

伊斯坦布尔风光2

  

  
[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机场代码IST）] 
[伊斯坦布尔风光1] 
[伊斯坦布尔风光2] 

 

    
    

 餐饮：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无  
    



 酒店住宿：伊斯坦布尔五星酒店  
    
    

 第2天伊斯坦布尔 布尔萨  

    
 行程概述   

  

早上8点30从酒店出发，导游带领游览【圣索菲亚清真寺】/【蓝色清真寺】/
【地下水宫】之后，驱车前往土耳其西北部城市-布尔萨，这里是许多著名的土耳其食品
的发源地，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驿站。【朱马勒克兹克小镇】（Cumalikizik
）是布尔萨的一个保存完好的奥斯曼风格小镇，于2014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
延续着700多年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特点。游览结束后入住布尔萨酒店休息。

  

    
    

全天  

      

圣索菲亚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

 

耶莱巴坦地下水宫

  

  

[圣索菲亚清真寺] 
土耳其政府于2020年7月10日废除了原先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博物馆的决定，重新恢复
其宗教身份为圣索菲亚清真寺。虽然伊斯坦布尔拥有很多重要的古迹，但圣索菲亚大教
堂（现为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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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莱巴坦地下水宫] 
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附近的【耶莱巴坦地下水宫】，给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
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处地下结构是查士丁尼在532年修建的，作为伊斯坦布尔现存
最大的拜占庭时期蓄水池，地下水宫在修建的过程中使用了336根圆柱，其中很多圆柱都
来自于荒废的寺庙，而且还饰有精美的雕刻。水宫的对称性和极为宏伟的建筑相当令人
震撼，洞穴一般的深度让这里成为了夏天避暑的绝佳场所。现在，地下水宫已经成为了
伊斯坦布尔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布尔萨五星酒店  
    
    



 第3天布尔萨 切什梅 伊兹密尔  

    
 行程概述   

  
早餐后出发前往【切什梅小镇】-具有爱琴海风情的海边小城，【切什梅城堡】是小镇中
的标志性景点，也是制高点，城堡中设有博物馆，展示着切什梅各时期的文物。城堡的
最高处是观看爱琴海落日的最佳位置。之后前往伊兹密尔酒店入住休息。

  

    
    

全天  

      

守望爱琴海的古老遗迹——切什梅城堡

 

切什梅小镇

  

  

[守望爱琴海的古老遗迹——切什梅城堡] 
1508年，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建造了这个城堡，这个城堡符合奥斯曼建筑的所有特
征。城堡里面有个博物馆，从切什梅Ildırı
村挖掘出来的文物就展示在这个博物馆里。这个历史建筑还是切什梅国际音乐节（每年7
月2日-7日）的举办地。登上城堡顶端，视野变得极其开阔，美景尽收眼底。那独具特色
的红瓦屋顶建筑，就是典型的奥斯曼风格民居。不远处，便是《荷马史诗》里描述的“
像葡萄紫一样”的爱琴海了。
[切什梅小镇] 
切什梅是伊兹密尔以西的一座半岛小镇，整个小镇被湛蓝清澈的蓝色海洋包围，是热闹
的爱琴海海滨传统的度假胜地，被誉为地球上的天堂，清澈的海水、金色的沙滩、悠闲
的海湾、丰富的温泉、富饶的海产……海风中飘来浓浓的希腊浪漫味道。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伊兹密尔五星酒店  
    
    

 第4天伊兹密尔 以弗所 棉花堡  

    
 行程概述   

  
早餐后出发前往【以弗所古城遗址】游览，这里曾经被古罗马人统治，遗址也未被完全
开发，但是仍能从现有的部分窥探出当时的繁荣昌盛。接着我们前往棉花堡游览【希拉
波利斯古城遗迹】，土耳其人称棉花堡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地不仅有上千年的天然温
泉，更有这种古怪的好似棉花一样的山丘。游览结束后前往棉花堡的温泉酒店休息。

  

    
    



全天  

      

以弗所古城

 

HIERAPOLIS古城遗址

 

棉花堡

  

  

[以弗所古城] 
以弗所古城又称“艾菲索斯”
，位于爱琴海畔。作为罗马小亚细亚的都城，以弗所这座城市曾经活力四射，拥有超过2
5万名居民。当时的以弗所是如此重要和富裕，阿尔芯弥斯神庙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庙
宇，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如今的以弗所古城，映入眼帘的是它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的
凄然。从无以伦比的繁华，到今日的颓垣断壁，以弗所都经历过了。此刻，只有古城中
的断壁残垣向来访者述说着几千年前的故事，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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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堡五星酒店  
    
    

 第5天棉花堡 苏丹哈纳 卡帕多奇亚  

    
 行程概述   

  
早餐后驱车前往卡帕多奇亚，中途到达现存于土耳其最宏伟的驿站--【苏丹哈纳】，稍
作休息后前往卡帕多奇亚，入住洞穴酒店。（注：当天车程较长，可提前备好餐食及备
用充电宝等）

  

    
    

全天  

      

卡帕多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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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pide肉酱饼） 晚餐：当地特色餐  
    

 酒店住宿：卡帕多奇亚洞穴酒店  
    
    

 第6天卡帕多奇亚  

    
 行程概述   

  
今日行程比如舒缓：卡帕多奇亚一日游：【格雷梅露天博物馆】（Goreme Open Air
Museum）/【格雷梅小镇】/
【精灵烟囱】，在格雷梅小镇上漫步，在可媲美月球表面的地貌中感受异域风光；下午
的时间也可以选择自费乘坐四驱车ATV、骑马、徒步等活动，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全天  

今日贵宾可乘坐热气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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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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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多奇亚

 

格雷梅露天博物馆

 

精灵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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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梅露天博物馆] 
可分三部分：格雷梅露天博物馆（Goreme Open Air Museum）、Goreme市及Goreme
山谷。格雷梅露天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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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罐牛肉） 晚餐：当地特色餐  
    

 酒店住宿：卡帕多奇亚洞穴酒店  
    
    

 第7天卡帕多奇亚 安卡拉  

    
 行程概述   

  
今日早餐后游览格雷梅特有的【鸽子谷】和【乌奇希萨尔城堡】，之后开车途径【图兹
盐湖】，前往安卡拉-土耳其首都，也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到达后游览【国父纪念馆
】，之后前往酒店休息。

  

    
    

全天  

      

图兹盐湖

 

鸽子谷

 

卡莫尔纪念馆（ANITKA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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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莫尔纪念馆（ANITKABIR）] 
土耳其国父卡莫尔纪念馆建于安卡拉市，为了纪念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凯末尔而建。纪
念馆被气势雄伟的回廊所环绕，在这里可以看到阿塔图尔克的肖像画，各国政要曾经赠
送的礼物，以及阿塔图尔克生前用过的物品等。 陵墓高居城市上方，由大量大理石建成，
让人肃而起敬。站在阿塔图尔克墓所处的山丘上，可以看到安卡拉的全貌。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土耳其烤肉） 晚餐：酒店内  
    

 酒店住宿：安卡拉五星酒店  
    
    

 第8天安卡拉 伊斯坦布尔  

    
 行程概述   

  
早餐后开车前往伊斯坦布尔，到达后游览【托普卡帕宫】，结束后可以选择感受当地民
俗风情-大巴扎【香料市场】或选择乘坐【博布鲁斯海峡游船】（自费项目）一览美丽的
欧亚大路两侧风光，之后结束行程，前往酒店入住。

  

    
    

全天  

      

香料集市

 

博斯普鲁斯海峡

  

  

[香料集市] 
香料集市和耶尼清真寺摊贩连成一气，这座L
形的建筑里摊贩卖的都是家庭用品及民生食材，从锅碗瓢盆、水晶杯、各式香料、各种
土耳其奶酪、蜂蜜、面包、水果、干果、衣饰等等，应有尽有，如果想买各种土耳其特
产或纪念品，这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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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当地特色餐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伊斯坦布尔五星酒店  
    
    

 第9天伊斯坦布尔  

    
 行程概述   

  早餐后根据航班时间退房（最晚退房时间12:00，行李可以免费寄存），结束行程，按照
航班时间送机。结束旅程。

  

    
    

全天  

以上行程导游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顺序的调整。本网页内所标注的下团时间均为参
考时间，实际抵达时间会因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如天气，堵车，交通意外，节日赛事，
骚乱罢工等有晚点可能，还请您见谅。您如有后续行 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
往其他城市，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预留3小时以上的空余时间，以免行程延迟受阻为
您带来不便。 由于您没有预留足够的空余时间而导致的自行安排行程有所损失，我
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餐饮：早餐：酒店内 午餐：无 晚餐：无  
    

 酒店住宿：无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6晚由旅游协会认可的标准五星级酒店的双人标准间，2晚洞穴酒店

2.行程所列餐食，早餐于酒店内用西式/
美式自助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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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程用车（奔驰系列小巴/中巴/大巴，当地中巴）

4.行程内景点大门票

5.全程中文导游

6.每人每天1瓶矿泉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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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司机、导游小费（7人以下：10美金/人/天，7人以上：5美金/人/天）

2.司导每天工作10小时，超时需付超时费110美金/小时

3.国际、国内段机票和机场费

4.签证费，及有关的其他认证费、借票费等

5.酒店内除房费外的一切个人消费和意外损失费，如电话（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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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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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客人临时变更行程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11.因交通延阻、罢工、台风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及其他因客人自身原因所引致的行程变动及造成的
额外费用及损失

12.单间差：500欧/人全程

出行特别说明

打印并携带电子签证纸及护照1.
护照首页扫描件（存在电子邮箱即可），以防境外丢失2.
当地上网卡（可以在淘宝上购买）3.
购买并携带转换插头，当地转化插头样式为：欧标两孔圆插头。4.
围巾要带（清真寺要戴围巾包头进去，没有也可借戴景点门外免费的头巾）；墨镜、伞、浴巾、5.
防晒根据实际出发季节及个人而带
土耳其官方货币为里拉，多数地方消费可使用欧元和美金，但购买景点门票只能使用里拉6.
土耳其ATM机取现需手续费，汇率不可控，建议携带欧元或者美金，到当地兑换里拉7.
土耳其日夜温差较大，注意带够衣服穿，很容易着凉8.
土耳其绝大多数酒店都需要自备牙刷牙膏和剃须刀，记得自己准备好9.

自费项目说明：

行程自费项目
（已提前报名客人不代表一定报名成功，提前报名我方会提前预约位置，增加成功几率。）【部分
项目不适合1.1 米以下/恐高/哮喘/高血压/低血压/惊恐症或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客人参加】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价格



博布鲁斯海峡游船
乘坐游船感受欧亚大陆两侧各异风光，时长9
0分钟（15人起包船）

55美金/人（非包船价格）

伊斯坦布尔一日游（含船
票、午餐、单程缆车）

景点包含：乘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欣赏亚
洲和欧洲两岸风光，品尝美味的土耳其烤肉
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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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后游览美丽的金角湾，乘坐缆车登上洛蒂山
瞰整个伊斯坦布尔城区，在山上的咖啡馆自
费品尝地道的土耳其咖啡。（2人起成团）

160欧/人（需提前预定）

土耳其浴（约 1 小时） 当地特色沐浴方式，一般为男女分开 65美金/人
卡帕肚皮舞之夜（不含餐
）

特色的肚皮舞表演-卡帕多奇亚 55美金/人

卡帕多奇亚-热气球
时长45分钟-1小时，包含证书和香槟庆祝。
（最晚可在发团前2天提前预定）

4-10月价格230美金/
人，提前预定190欧元/人

Zelve峡谷灯光秀
在卡帕多奇亚的峡谷中的视觉盛宴，历史爱
好者的首选！（不定期）

55美金/人

吉普车越野
JEEP SAFARI 体验越野车的速度与激情（4人起订） 80美金/人

ATV越野
ATV SAFARI 单人驾驶的快乐与速度（1人即可预定） 70美金/人

老爷车越野 经典复古车新项目（4人起订） 80美金/人

卡帕多奇亚 旋转舞
土耳其的托钵僧旋转舞，一刻不停地转，说
是舞蹈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但又很像一种虔
成的苦修，舞者沉醉其中。

50美金/人

滑翔伞-棉花堡 飞行时间10-15分钟，具体时长由风速决定 125美金/人

棉花堡-热气球
时长45分钟-1小时，包含证书和香槟庆祝。
（最晚可在发团前2天提前预定）

4-10月价格200美金/
人，提前预定160欧元/人

司机及导游小费

司机及导游小费（由导游一并收取） 7人以下：10美金/人/天，7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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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