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代教會，使徒腳蹤土耳其秘境 12 日 

土耳其以神秘多元的景觀著稱，從博斯普魯斯海峽、黑海，達達尼爾海峽，愛琴海到地中海；

從傳統到現代、村莊到都會、波濤海岸到奇岩洞穴，豐富的體驗將震撼您的感官。 

幾年來我們仔細傾聽團友的分享與心聲，時時調整行程，讓土耳其之旅去蕪存菁，適度減少

古跡參訪，增加當地特殊的人文景觀，讓您深刻體驗土耳其的神奇魅力。 

 

★前所未有的神秘旅境，陶醉小亞細亞的美好時光： 

歐亞兩洲擦出的火花，綻放古老的帝國，滿大街小巷慵懶的貓咪狗兒，世界的首都伊斯坦堡，

童話妙境卡帕多奇亞，不可思議聖域之地帕穆嘉麗這些美麗詞彙世界古文明古羅馬之最以弗

所，全蘊含在土耳其的夢境 

   

★以香料之名料理的古國佳餚： 



 
 

土耳其位歐亞之交，突厥民族遍佈全世界，料理涵蓋中亞，中東與地中海愛琴海特色。達人

精心安排在地特色料理，品嘗地道的風景美食。 

   

★聖經史地，使徒腳蹤：基督徒生命不可或缺的旅程 

啟示錄七教會走禱:領受我們 主耶穌親自啟示老約翰寫給教會的信   

使徒腳蹤：特羅亞，亞朔，以哥念，歌羅西, 別加 ,加帕多家….. 

  

  

★五星旅宿，像家一樣的尊寵您： 

 全程精選精品酒店，用心讓您看的到，更要住得到 



 
 

   

雅弗立克，5*Grand Temizel              安塔麗亞， 5*Rixos Downtown  

  

庫薩達斯，5* LE BLEU                   棉花堡，5* DOGA THERMAL 

  

伊斯坦堡，5*RAMADA TEKSTILKENT   卡帕多奇亞，5* Uchisar Kaya  連泊 2 晚 

★UNESCO 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1985-伊斯坦堡歷史城區* 

加拉達塔頂 360°景觀，伊斯坦堡位於土耳其西北部伊斯坦堡省，是東羅馬、拜占庭、鄂圖

曼三大帝國的首都，也是世界上唯一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 

保留了兩仟多年來豐富且多樣化的輝煌文化，最令人驚豔的文化資產包括：拜占庭帝國賽馬



 
 

場、西元 6 世紀的建築巨作聖索菲亞博物館，，，等。走在伊斯坦堡舊城區，從博物館、

市集、清真寺，都展現出歐亞交流的藝術刻痕，令人著迷。 

   

*1985-哥樂美奇岩區* 

位於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央的卡帕多奇亞，是一片奇石怪岩之地。 

歷經火山爆發、風化及雨水沖刷所刻劃出大地的線條，彷佛童話精靈的煙囪、奇岩中的魔幻

世界。哥樂美露天博物館，是歷來基督徒逃避迫害的潛心修道之所，洞穴教堂及濕壁畫是為

特色。凱馬克勒地下城別有洞天的地下生活機制，令人歎為觀止。 

   

*1988-巴穆卡麗(棉花堡)*       

 Hierapolis 希拉波立 Pamukkale 帕穆嘉麗, 又稱棉堡，Pamuk 意指棉花， Kale 是城堡

的意思。 

棉堡除了石灰質沉澱後層層迭起的自然景觀，也以溫泉聞名。雪白的千年石灰城堡，不曾存



 
 

在的雪花，再次體會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物景觀，偶然冉冉升起的溫泉煙霧，給遊客一股

虛幻漂渺的神秘色彩。 

   

*2015-以弗所古城*  

曾被史學家稱為【亞洲文化第一城】，更是新約聖經的重要場景，【啟示錄】中耶穌寫給七教

會的第一封信就是給以弗所 ，【使徒行傳 18-20 章】記載使徒保羅再此傳道訓練門徒超過 2

年，福音傳遍了整個小亞細亞（現今土耳其），保羅在此寫下【歌林多書】 

  

 

★土耳其航空現為星空聯盟成員之一，是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性航空聯盟，成員航

班、飛抵的國家均領先全球水準，累計哩程和積點方便多元，為您提供遍及全球的航空旅行

體驗！  



 
 

  

Distance 景點距離參考 

伊斯坦堡 -加里波利  322 KM (4H 38M) 

加里波利 –雅弗立克   166 KM (2H 28M) 

雅弗立克-別迦摩 62KM (51M) 

別迦摩-士每拿  111 KM (1H 29M) 

士每拿─席林潔  88Km (1H) 

席林潔─以弗所  7Km  (15M) 

以弗所─庫沙達西  21Km  (25M) 

庫沙達西─棉堡  184Km  (2H 35M) 

棉堡-紗達湖   101 KM (1H 26M)  

紗達湖─安塔麗亞  159 KM (2H 16M) 

安塔麗亞─阿斯班多斯羅馬劇場  47KM (42M) 



 
 

阿斯班多斯羅馬劇場─孔亞  264Km (3H 23M) 

棉堡 -以哥念（孔亞） 400 KM(4H40M) 

以哥念（孔亞）-蘇丹哈尼駱駝客棧   107km (1h 14m) 

蘇丹哈尼駱駝客棧–伊哈拉穀  94KM (1H13M) 

伊哈拉穀 ─卡帕多奇亞  82 Km (1H9M)  

每日行程 

第 1 天   出發地/伊斯坦堡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橫跨歐亞兩大陸的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 

參考航班   

TPE/IST  TK025  21:50/05:10+1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加里波立－特羅亞－亞朔－雅弗立克 

清晨導遊伊斯坦堡接機    參考航班  TPE/IST  TK025  21:10/05:10+1   約 6 點離開機

場前往享用早餐 開始今天行程 

景點安排： 

★搭渡輪橫渡達達尼爾海峽前往亞洲土耳其 

加里波利之戰（英文：Battle of Gallipoli），又稱達達尼爾戰役（Dardanelles Champagne），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加里波利（Gelibolu）半島的一場戰役。 

★特羅亞（徒 16:6-12）  

保羅在其第二次 傳道旅程中，在此領受異象前往馬其頓，在第三次傳道旅程中， 在此使少

年人猶推古復活，這正是當年保羅前往歐洲宣教的啟航點 



 
 

★特洛伊： 著名的電影道具木馬 是此城市的地標 

★古城亞朔 （徒 20：13-14）。 

從 56 年一月離開以弗所，保羅在 57 年四月尾來到米利都，在那裡與以弗所的長老作最後

一次的會面。路加只用了十六節就把這一段行程作了交代。親自踏上這一段古道，感受下保

羅這種顛沛流離.. 

★雅弗立克 Devil's Feast  雅弗立克的制高點 無敵的視野景觀  

夜宿雅弗立克 。 

早：當地風味餐  午：當地風味餐   晚：酒店自助餐    宿：5*Grand Temizel 

  

 第 3 天 雅弗立克－別迦摩－士每拿  

景點安排： 

★別迦摩：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別迦摩”：為亞西亞省省府，駐守當地的羅馬省長有“使劍的權柄”，操生殺大權。有昵

稱為「撒旦寶座」的宙斯祭壇 

★推雅推喇：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推雅推喇為古時亞西亞“郵政大道”的第一站，郵件往往在天未亮仍見晨星時，即由推雅推

喇分送到上述各地。主對他們說。那得勝的，我要把晨星賜給他（2：28 節），推雅推喇人

一聽便明白。 



 
 

★士每拿：啟示錄七教會之一，亞細亞的冠冕 

拜訪士每拿當地教會 或禱告中心 （St Polycarp Church） 

夜宿士每拿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宿：5*   

  

第 4 天 士每拿-以弗所-庫沙達西 

景點安排： 

★以弗所 (啟二:1-7) ：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小亞細亞文明古城▲以弗所是地中海東部保存最好的羅馬時代古城、最令人驚豔的聖經名城、

土耳其最重要的考古遺跡之一。今日我們將沿著▲羅馬大道，參觀各個重要建築：▲大市集、

▲赫丘力士之門、▲公共澡堂、▲圖書館、▲大劇場及可容納二萬四千人的大型露天劇場等。 

 ★使徒約翰之墓及教會遺址 

據考老約翰 2 次來到以弗所，第一次在 37-48 年，保護聖母瑪利亞離開巴勒斯坦,第 2 次為

95 年，在此寫福音書. 

夜宿愛琴海區最著名的度假勝地： 庫薩達西海濱自由活動 

Today Special：土耳其國產皮衣名牌★EMELDA 皮件 Outlet(約 45 分，自由參觀絕無強

制購物)，在這有專家解說如何鑒賞皮衣並欣賞皮衣展示走秀。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酒店自助餐   宿：5* LE BLEU 

   

第 5 天 庫沙達西-棉花堡 

景點安排： 

★撒狄: 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這個城市曾盛產黃金，是第一個發行圓形錢幣的地方，是小亞細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非拉鐵非： 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非拉鐵非（PHILADELPHIA）原文是“弟兄之愛”這被稱為“神的城”的地區，在目前全

土耳其是穆斯林的籠罩下，是少數能高舉耶穌基督名字的城 

★老底嘉古城 ：啟示錄七教會之一  

它位於兩條交通幹道的交會處，所以是商業以及後勤調度的重鎮。 

★希拉波立（西 4：13）， 棉花堡 

棉堡有種讓人體會到「失語」的美感經驗，超乎文字影像之上，迷離又真實的幻境。棉堡潔

白如棉花築成的堡壘，另一個美麗名字是「帕穆嘉麗 Pamukkale」！ 

 

夜宿棉花堡:安排入住棉花堡最好的溫泉酒店 享受泡湯溫泉疏緩旅途中的勞頓。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酒店自助餐   宿：5* DOGA THERMAL 



 
 

   

第 6 天 棉花堡-紗達湖-亞大利（安塔麗亞） 

 景點安排： 

★歌羅西  

使徒保羅曾在書信曾將老底嘉和附近的希拉波立及歌羅西同時提到(西 2:1;4:13-16)；而這

幾個城市也在商業貿易上息息相關。 

★紗達湖：是土耳其境內的火山口湖，清澈的湖水印著遠處的高山 

★安塔麗亞舊港區  

與伊斯坦堡並列土耳其最重要的觀光城市。午後時光我們留給老城區─由高聳的羅馬城牆保

護，老城狹窄蜿蜒的巷弄散發著恬適的氣息，木造建築展現傳統鄂圖曼風格。 

★杜登瀑布 

杜登瀑布，環境優美，暫離城市的喧擾，讓旅人的心空出一個空間享受這天地之間最悠閒的

氣氛。瀑布分上、下兩區，如萬馬奔騰般的強勁水勢注入安塔利亞灣 

Today Special：紗達湖的倒影向來就是過路旅人最愛的拍照景點，清澈的湖水印著遠處的

高山，更不能錯過在此享用美味的湖鱒。 

 夜宿安塔麗亞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宿：5* Rixos Downtown  



 
 

  

第 7 天 亞大利（安塔麗亞）- 以哥念（孔亞） 

景點安排： 

★別加 （徒 14：25），我們將參觀古羅馬浴室、市集大道、古市集廣場、跑馬場等 

★阿斯班多斯羅馬劇場 

阿斯班多斯：著名的古羅馬時期城市，有最為津津樂道的★古羅馬劇場和★古羅馬水道橋。

阿斯班多斯羅馬大劇場建於 161-181 年間，可容納二萬觀眾，規模龐大且是土耳其保護最

好的劇場，時至今日，仍經常在此舉辦各種國際知名的歌劇演出活動，可謂是貫穿古今的精

心傑作。 

夜宿以哥念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宿：5* Konya RIXOS 

  

第 8 天 以哥念－蘇丹哈尼駱駝客棧－伊哈拉谷－加帕多家  *連泊第 1 晚*    

景點安排： 

★蘇丹哈尼駱駝客棧  ：是保留下來的驛站中規模最大也最完整的驛站。 



 
 

★伊哈拉谷 

在基督信仰感召下，以苦行、靈修、清貧、服務為主旨而聚居的靈修社區。留下了很多彩繪

的石窟教堂。 

「加帕多家」，是早期信奉基督教最虔誠的地區之一。 

★Zelve mapping 投影秀 

這可不是簡單的投影秀，整個 Zelve 露天博物館就是大螢幕，由歷史學家監督製作的三十分

鐘 Mapping 秀您將看到卡帕多奇亞奇特地貌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也將看到赫梯人如何在這

裡生存、基督教傳教士們是如何鑿洞或者挖掘地下城生活、以及之後賽爾柱帝國時代、奧斯

曼帝國時代等不同時期的卡帕多奇亞。 

 

夜宿卡帕多其亞：入住精選類洞穴酒店，酒店依照當地岩石洞窟地貌而建，融合打造出舒適

的奇幻住宿空間，是卡帕多其亞獨樹一幟的「奇岩洞穴類精品酒店」！ 

 Today Special：★參觀土耳其珠寶的手工藝，欣賞土耳其豐富的文化色彩。(約 90 分，自

由參觀絕無強制購物)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酒店自助餐   宿：5* Uchisar Kaya 

   

第 9 天 加帕多家 *連泊第 2 晚*  



 
 

★關於熱氣球之旅 

卡帕多奇亞搭乘熱氣球是相當熱門受歡迎的活動，但熱氣球之旅不是每天都有，而且相當受

限於天候因素，當天氣不佳或風向不穩時，有可能會臨時取消，徒增困擾；且需要淩晨四點

多起床，並非所有的遊客體力皆能負荷。這就是儘管該項活動的精彩度甚高，而我們並未加

以包含而列為自費項目的緣故。 

我們建議您到了土耳其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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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安排： 

★哥樂美露天博物館 

哥樂美（Goreme）的意思就是“讓你看不到”。在基督教的歷史上，哥樂美的地位很崇高，

因為使徒保羅認為哥樂美環境適合訓練傳教士，所以選擇哥樂美設立神學院，於是在 4 至 9

世紀間成了小亞細亞的信仰中心。 

★凱馬克勒地下城 

7 世紀基督徒為了逃避拜占庭的迫害來到這裡，鑿穴而居，洞穴相連，縱深地下幾十米。看

似不起眼的入口裡面別有洞天，裡面有完善的糧倉、馬廄、臥室、廚房、通氣口等，成為名

副其實的地下城。走進地下城，就仿佛進入了一個複雜多孔的巨型乳酪，到處都是洞，房間

之間有很多的“窗戶”，小路繞來繞去，斑駁的痕跡無不訴說著當初逃避迫害生存的艱難。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能讓人相信我們信仰的神？ 

 

沿途卡帕多奇亞精華景點都會下車拍照 

如▲鴿子谷 ▲烏其沙穴居屋 ▲香菇岩▲駱駝岩 ……… 

 

Today Special：參觀★傳統手工地毯學校，知曉馳名於世的中東地毯是如何費工編織及其



 
 

質料的差距。(約 45 分，自由參觀絕無強制購物)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酒店自助餐   宿：5* Uchisar Kaya 

  

   

 第 10 天 加帕多家-伊斯坦堡 

早餐在酒店悠閒享受卡帕的美，隨後安排轉機前往  伊斯坦堡   

參考航班  

NAV/IST TK2007 11:50/13:20 

景點安排： 

★聖蘇菲亞大教堂 

梵諦岡聖彼得教堂完建之前，聖蘇菲亞大教堂一直是當代世上最宏偉的教堂，第五、六次的

大公會議也是在此召開。 

★地下水宮殿 

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景點，也是世界公認的“土耳其必看”之一，不少人認為這裡是世界



 
 

上最為迷人和浪漫的地方— 

★跑馬場 

拜占庭時代的跑馬場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矗立各項具歷史意義的石碑雕飾的休閒公園 

 夜宿:伊斯坦堡  

早餐：自理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宿：5*RAMADA PLAZA TEKSTILKENT 

  

第 11 天 伊斯坦堡 

景點安排： 

★ Galata Tower   基督塔   

加拉達塔，中世紀的熱那亞人稱之為基督塔，是一座中世紀石塔，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加

拉達區，恰在金角灣以北。它是該市最引人注目的標誌性建築之一，主宰伊斯坦堡的天際線。 

★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私人包船遊弋于歐亞交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觀賞臨水而建的精緻華麗皇宮、別墅、城堡，

可緬懷昔日奧圖曼帝國的榮耀與光輝。 

★柯拉教堂 

又稱卡裡耶博物館Kariye Muzei，建於5 世紀的柯拉教堂在奧斯曼帝國時代被改做清真寺，

是伊斯坦布爾城內僅次於索菲亞教堂的另一處拜占庭時代著名古跡。 

參觀一次卡裡耶博物館的馬賽克其實就讀了一次聖經， 



 
 

★搭乘纜車欣賞金角灣風光 

飽覽金角彎 Golden Horn 的 Pierre Loti 山因為有點偏僻，到的人也少，是個逃離伊斯坦堡

城市喧囂、風景最美，也最能好好放慢腳步享受美景的私房景點之一。 

 

晚上 22：00 左右隨導遊回到伊斯坦堡機場  

參考航班  IST/TPE TK024  01:45/18:00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宿：機上  

  

第 12 天 伊斯坦堡-溫暖的家 

參考航班 

IST/TPE TK024  01:45/18:00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x  宿：溫暖的家 

※ 本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實

際情形調整順序或更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