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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7N 9天7 晚

2-night unique
Cappadocia cave hotel
All 5 Star hotel

TOUR CODE: LTR09A

9天7晚 炫动土耳其之旅

第⼀天 吉隆坡 - 伊斯坦布尔 - 波鲁 (机上⽤餐)
集合于吉隆坡国际机场，搭乘阿联酋航空客机前往伊斯坦布尔, 抵达后，前往波鲁夜宿。
注：乘搭阿联酋航空需经转迪拜。*⾏程天数有可能因乘搭的航班时间会有所变动。
第⼆天 波鲁 - 安卡拉 - 卡帕多西亚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前往⼟⽿其⾸都安卡拉。参观阿塔图尔克陵墓（⼟⽿其国⽗纪念馆），也就是⼟⽿其共和国⾸任总
统“⼟⽿其之⽗”穆斯塔法凯末尔安他突的⻓眠之处。然后前往卡帕多西亚，它独特的地质⻛貌是 由⻛雪、太
阳和⾬⽔经年累⽉所雕塑成。探索当地最⼤的地下城之 ⼀，据说早在赫提特时期时就已存在。

第三天 卡帕多西亚 (早餐/午餐/晚餐)
在卡帕多西亚享受⼀天的⾏程。在⻦⾕与乌其希萨尔城堡脚下拍照留念。随后参观地毯⼚和展厅，观看地毯
编织演⽰，了解⼟⽿其地毯的编织艺术。接着游览拥有 29 座岩⽯教堂的歌利美露天博物馆， 馆内的⼏座教堂
可追溯⾄公元六世纪时期。之后前往古⽼的乡村乌其希萨尔, 村⾥的⼩屋都是在巨⼤的岩⽯中琢出来的空间。
如果时间允许，您可参观村⾥的⼀家住所，体验⽯窟⽣活。之后，前往当地特⾊珠宝店，在那⾥您可以购买
到天然宝⽯经⼿⼯制作的精美珠宝。晚上观赏肚⽪舞秀和⺠俗舞蹈表演。

第四天 卡帕多西亚–科尼亚–棉花堡 (早餐/午餐/晚餐)
途经塞尔丘克⼟⽿其⼈的古都科尼亚前往棉花堡，参观 13 世纪商贸旅⼈所居住的苏丹哈尼卡拉番驿馆。继续
前往棉花堡。晚餐后，可⾃费享受温泉浴，洗尽⼀天的疲劳。
*季节特惠：六⽉份可在科尼亚体验采摘樱桃。九⽉中旬⾄⼗⽉中旬可在卡帕多西亚体验采摘葡萄。

第五天 棉花堡 –塞尔席克 –库撒达西 (早餐/午餐/晚餐)
今天游览希拉波利斯古城，然后探索世界⽂化遗产——⾃然奇观棉花堡， 富含钙质的温泉经年累⽉流下⼭坡的
过程中，⻤斧神⼯地造就了⽩⾊的梯 ⽥地形和⽔池。前往塞尔席克，探索现如今最⼤的考古重镇 之⼀以弗所
的丰蕴。在此能看到摄⽒图书馆、哈德安神庙、⼤理⽯街 和阿格拉等历 史古迹。参观圣⺟玛利亚故居，传说
是在耶稣基督被钉上⼗字架死后，圣 ⺟玛利亚在伊兹⽶尔的夜莺⼭上建了⼀座⼩屋，并在此度过余⽣。

第六天 库撒达西 –波格蒙 –卡那卡勒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游览⼟⽿其⽪⾰展厅。之后，前往古⽼的波格蒙城，游览建在城 市最⾼点的建筑杰作——卫城。随后
沿着海岸线驱⻋往卡那卡勒。
第七天 卡那卡勒 –伊斯坦布尔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畅游特洛伊古城遗址。这⾥您将会⼀睹巨⼤特洛伊⽊⻢的复制品，鲜活地让⼈想象着古代的特洛伊战
争。 之后返回到伊斯坦布尔，在有着 500 年历史的⼤集市购物, 这⾥有 4000 多个摊位和商店，售卖⽪⾰品、
珠宝、⼿⼯艺品、陶瓷、⼟⽿其咖啡和其它⼟产。 接下来前往昆卡⽪⻥市场区享⽤晚餐，结束⼀天的⾏程。
*季节特惠：五⽉份⾥可在⾦⻆湾品尝当地美⻝烤⻥三明治。

第⼋天 伊斯坦布尔 - 吉隆坡 (早餐/午餐/机上⽤餐)
早餐后，游览有独特的六座尖塔的阿梅特苏丹清真寺，⼜称蓝⾊清真寺；下⼀站是古时烈⽕战⻋赛的康斯坦
迪诺伯希波竞技场。观赏竞技场内著名的残留废墟, 如 3 根圆柱和喷泉。接着，游览奥斯曼帝国曾经的中⼼，
托普卡帕宫。过后搭乘游船畅游博斯普鲁斯海峡，感受悠游于亚欧两⼤陆的独特体验。之后若时间允许⾃由
活动⾄集合时间，送往机场搭乘 客机回返吉隆坡。
*季节特惠：四⽉份可在盖⻬公园、埃⽶尔冈公园或者苏丹艾哈迈德（⽼城区）观赏郁⾦⾹
第九天 抵达吉隆坡 (机上⽤餐)
备注: ⾏程若更改，需受公司的条款与细则所约束。顾客尤其需注意以下事项：
在公司⽆法控制的情况下，⾏程可能更改。指定城市的住宿需视客房供应情况⽽定。
⾏程顺序可能更改。 不同团体可能合并成⼀团。若有更改不被接受，需遵守条款与细则中的退款规定。

更新于2022年9⽉1⽇

土耳其
行程特色

独家体验 季节特惠包括：
顶级住宿
全程当地五星级酒店
四⽉份可在伊斯坦布尔观赏郁⾦⾹，
2 晚具有当地特⾊的卡帕多西亚岩洞酒店
五⽉份可在⾦⻆灣品尝当地美⻝烤⻥三明治，
六⽉份可在科尼亚体验采摘樱桃，
包含膳⻝
九⽉中旬⾄⼗⽉中旬可在卡帕多西亚体验采摘葡萄
7 份早餐，7 份午餐，6 份晚餐
旅游巴⼠上享⽤免费WiFi
伊斯坦布尔
卡帕多西亚
棉花堡
库撒达西
蓝⾊清真寺
地下城
希拉波利斯古城
⼟⽿其⽪⾰展厅
康斯坦迪诺伯希波竞技场 歌利美露天博物馆
棉花堡
托普卡帕宫
波格蒙城
乌其希萨尔
⼤集市
塞尔席克
卫城
⻦⾕
昆卡⽪⻥市场
以弗所
乌其希萨尔城堡
特洛伊
博斯普鲁斯海峡
圣⺟玛利亚故居
地毯⼚和展厅
特洛伊古迹古城遗址
当地特⾊珠宝店
安卡拉
科尼亚
特洛伊⽊⻢
肚⽪舞和⺠俗舞蹈表演
阿塔图尔克陵墓
苏丹哈尼卡拉番驿馆
酒店住宿：
• 1 晚 波鲁 Bolu
- Hamptom by Hilton or similar
• 2 晚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 Fosil Cave Hotel or similar
• 1 晚 棉花堡 Pamukkale
- (New Wing) Lycus Hotel or similar
• 1 晚 库撒达西 Kusadasi
- Marina Hotel or similar
• 1 晚 卡那卡勒 Canakkale
- Hamptom by Hilton or similar
• 1 晚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 Vialand Palace Hotel or similar

推荐加点⾏程：
✔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 热⽓球 （预计时间为1⼩时）*最少2⼈
包含：往返接送从酒店出发和证书
贴⼠：卡帕多西亚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地点之⼀与热⽓球。
壮观的⻛景让乘客在独特的岩⽯上拥有最令⼈叹为观⽌的景⾊之⼀编队。
升空时段通常在⽇出时起⻜，由于天⽓原因有可能会延迟起⻜。
✔ 越野吉普⻋体验（预计时间为2⼩时）*最少4⼈
包含：往返接送，享受卡帕多西亚的⻛景与吉普⻋
带您前往难以到达的地⽅体验冒险乐趣和沿途地形景观旅⾏！
✔ 传统⼟⽿其浴（预计时间为1⼩时）*最少2⼈
包含：传统⼟⽿其浴套餐 *⼥⼠需⾃⾏携带泳装
体验⼟⽿其浴包括洗发和擦洗，享受放松和恢复活⼒！

Our Office
Unit 32A-2, Jalan Metro Pudu,
Fraser Business Park, Off Jalan Yew,
55100 Kuala Lumpur

Let's chat with us now

603 9207 5222 / 5288
WA 6017 288 5288

全年季节
春天 ⬜
3 ~ 5 ⽉份
秋天 ⬜
9 ~ 11⽉份

夏天 ⬜
⽉份
冬天 ⬜
12 ~ 2⽉份
6~8

时差
时差慢⻢来西亚时间5⼩时
货币
⼟⽿其⾥拉 : (TRY)
美⾦ : (USD)

备注: ⾏程若更改，需受公司的条款与细则所约束
ChansWorld5288
www.ChansWorld.com.my
tours@chansworld.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