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天 7 晚 土耳其精华之旅 + 哈萨克斯坦
伊斯但堡 + 安卡拉 + 卡帕多细亚 + 科尼亚 + 棉花堡 + 塞尔丘克 + 以弗所 +
库沙达瑟 + 帕加马 + 恰纳卡萊 + 阿拉木图

Tour Code: 10THK/KC

行程特点
哈萨克斯坦国航，Air Astana 为此团的首选航班。
2 晚住宿于卡帕多细亚当地 5 星级洞穴酒店
行程包括多个土耳其的主要城市。
行程将带您参观多处主要景点。
在游玩土耳其的期间，膳食全包。
赠送土耳其神秘礼物。
行程包括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
土耳其旅游巴士备有免费 WIFI。
每人一天一支 500ml 矿泉水。

Winner of World Airlines Awards for Best
Airline Central Asia and India for 6
consecutive years (2012 to 2017)

地图

包括



Air Astana 航空往返经济客舱团体机票
7 晚当地 4 到 5 星级酒店住宿 + 由 Air Astana 所
安排的半日房（第 9 天）
膳食：8 个早餐 + 7 个午餐 + 7 个晚餐
行程内所注明的交通及观光景点
每人 1 件不超过 20 公斤行李托运
机场税及燃油附加费 （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领队、司机、导游小费
代理证收费








不包括






个人费用，餐饮时所饮用的饮料如汽水及酒类
旅游保险
行李超重费
行旅搬运费和小费
阿拉木图 STPC 酒店不提供加床服务或 3 人
间 ，因此需补上单间差价 +RM 400/一人/一天

条件与细则









行程以英语进行。
行程的先後次序安排均以當地接待單位或导游的编排为準，顾客不得异议。
行程里的任何景点，如遇节日、假期或特殊情況下关闭或休息，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有权调整该行程
或替换景点。
本公司有权视乎當時情形更改酒店，如遇展览会或特殊情況下，將由临近的城市的同等级酒店代替。
成团人数为 15 位成人以上，本社将会安排马来西亚领队服务。
旺季需附加额外费用。
行程的地点距离仅供参考。
行程如有变动或不相同之处均以英语版本为准。

Tour Code: 10THK/KC

Tour Code: 10THK/KC
第一天

吉隆坡



阿拉木图



伊斯但堡

(--/--/--)

Tour Code: 10THK/KC
第六天

库沙达瑟 (200KM) 帕加马 (200KM) 恰纳卡萊

(早/午/晚)

吉隆坡 / 阿拉木图
Air Astana KC 936
Dep: 1055
Arr: 1655
阿拉木图 / 伊斯但堡 Air Astana KC 911
Dep: 1755
Arr: 2055
集合于吉隆坡国际机场，由领队接待，并办理登机手续,启程飞往伊斯但堡，途径阿拉木图。抵达伊斯坦堡阿塔图
尔克机场后，由当地导游接待，并送往酒店休息。

今早，观赏精彩的土耳其皮革时装秀后。前往恰纳卡萊，沿途参观帕加马古迹，医神神殿。午餐后，续程前往恰纳
卡萊。抵达后，参观位于恰纳卡莱市区海边的特洛伊木马，此木马的造型与好莱坞大片《特洛伊》里的木马是相同
的。晚餐及夜宿于恰纳卡萊。

第二天

第七天

伊斯但堡 (430KM) 安卡拉 (300KM) 卡帕多细亚

(早/午/晚)

早餐後，出发前往安卡拉。参观阿塔土尔克国父纪念馆，本馆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所建的纪念馆。
午餐后，前往卡帕多细亚，途中到土耳其第二大的湖泊，盐湖拍照留念。晚餐及夜宿于卡帕多西亚。
第三天

卡帕多细亚

恰纳卡萊 (50KM) 盖利博卢 (250KM) 伊斯但堡

(早/午/晚)

早餐后，在盖利博卢海峡乘搭渡轮，穿越土耳其的亚洲区域。续程前往伊斯但堡。之后，参观托普卡帕宫，鄂图曼
帝国 的皇室居住地。参观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极盛时代的代表建筑物，圣索菲亚大教堂。参观蓝色清真寺，是该城
市最大的清真寺。前往参观千年前遗留下来的古罗马竞技场。夜宿于伊斯但堡。

(早/午/晚)

今天，参观惊人的卡尔达地下城，曾是当年基督徒为 了躲避迫害而建的地下城。下来，驱车前往阿瓦诺斯陶器村，
鸽子谷，蘑菇谷及骆驼石。续程参观 Pasabag 山谷和乌奇沙城堡拍照留念。随后，参观格雷梅露天博物馆，位于陡
峭的山谷之中，是在自然地貌的基础上修建的建筑群，浓缩了卡帕多西亚的自然、历史和人文，汇集了三十多个大
大小小不同特色的石窟教堂。前往 Salkim Tepesi，体验奥斯曼传统服装及拍照留念。午餐后，参观地毯制作厂，了
解当地传统地毯编织技术。享用晚餐，同时欣赏民族舞表演及肚皮舞表演。夜宿于卡帕多西亚。

圣索菲亚大教堂
第八天

卡帕多细亚
第四天

卡帕多细亚 (240KM) 科尼亚 (400KM) 帕莫卡萊

(早/午/晚)

早餐后，前往科尼亚。抵达后，到拥有 700 年历史的古老客栈拍拍照，这个客栈都是 13 世纪時所建立的，用來提供
军队及丝路商旅休息之用。接着，参观梅吾拉那博物馆。梅吾拉那是当地的著名伊斯兰教派中最杰出的哲学家之
一，并创立了著名的旋转祈祷舞。午餐后驱车前往帕莫卡萊，参观纺织店。晚餐及夜宿于卡帕多西亚。
第五天

帕莫卡萊 (190KM) 塞尔丘克 (5KM) 以弗所 (20KM) 库沙达瑟

(早/午/晚)

早餐后，开始我们的帕莫卡萊市区观光，参观建于西元前 190 年的古罗马疗养中心的希耶拉波利斯古城。随后，
前往经历千百年钙化沉淀，形成层层 相叠的白色天然阶梯棉花堡。午餐后，驱车前往塞尔丘克，参观，橄榄油化
妆品店。下午，前去参观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圣地，以弗所古城。参观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特米斯神庙，继
续前往库萨达斯。晚餐及夜宿于库萨达瑟。

伊斯但堡 / 阿拉木图

(早/午/晚)

伊斯但堡 / 阿拉木图 Air Astana KC912 Dep: 2155 Arr: 0605+1
今早，我們將船游博斯普鲁斯海峡，欣赏运河两岸独特的建筑物及当地人的生活，游客们将有机会看到于 1453 年所
建的如梅利堡垒和安纳托利亚堡垒。如今是是间博物馆， 展示鄂图曼时代的珠宝、陶瓷品、等等。午餐后前往参观
香料市集和已有 550 年历史的大市集。这里有超过 4000 家店铺，收买的产品应有尽有。晚餐后，送往机场，乘搭卡
塔尔航班前往阿拉木图。
第九天

阿拉木图 / 吉隆坡

(早/午/晚)

阿拉木图 / 吉隆坡 Air Astana KC935 Dep: 2330 Arr: 0940+1
抵达阿拉木图国际机场由当地导游接机，送往酒店（由 Air Astana 所安排的半天房）。必须于中午退房，下来的时
间可供您自由活动。如有兴趣的话，您可以自费参加价值 US$ 95（RM 400）阿拉木图半天市区游 (包括午餐和晚
餐)。傍晚，出发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吉隆坡。
阿拉木图半天市区游 - 自费参加价值每人 US$ 95（RM 400）
吃过午饭后，先参观角砥山，可以在这里欣赏到阿拉木图全景。继续参观独立广场和黄金烈士纪念碑。接着，参观
国家博物馆，外观中央清真寺。参观 28 勇士纪念公园、升天主教座堂和 28 勇士纪念碑。最后，前往参观 Rahat 巧
克力店。
备注：
1.以上的自费活动成团人数为 10 位大人以上。
2.必须预先订购及付清该费用。
第十天 抵达吉隆坡

(--/--/--)

带着愉快的心情，抵达 KLIA 国际机场。

棉花堡
最后确认的行程将以旅行团抵达各地后由接待社安排为准

最后确认的行程将以旅行团抵达各地后由接待社安排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