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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原居地原居地原居地 ���� 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 

 Home City ���� Istanbul 是日乘搭豪華客機飛往土耳其第一大海港城市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Depart from home city for Istanbul,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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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 

Istanbul 土耳其獨特地理橫跨亞洲與歐洲兩岸，是一座揉合著東西方藝術、文化精華之橋樑；並且氣候宜人、地貌奇特。航機於是日抵達伊斯坦布爾，接璣及送往酒店。晚餐自備。 住宿︰Hilton Istanbul Esentepe或同級 

Turkey, country that occupies a unique geographic position, 
lying partly in Asia and partly in Europe and has acted as a 
bridge with mix of cultures.  Upon arrival at airport, transfer to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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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 ���� 開塞利開塞利開塞利開塞利 ~ 卡帕卡帕卡帕卡帕多奇亞多奇亞多奇亞多奇亞 

Istanbul ���� Kayseri ~ Cappadocia 
 自助式早餐後，遊覽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因內部運用了藍色瓷磚裝飾又稱為藍色清真寺，是伊斯坦布爾的地標建築。之後前往聖聖聖聖索菲亞大教堂索菲亞大教堂索菲亞大教堂索菲亞大教堂，作為世界上十大令人嚮往的教堂之一，聖索非亞教堂是伊斯蘭清真寺的設計範本。接著遊覽地下水宮地下水宮地下水宮地下水宮，這裡曾是拜占庭和奧斯曼時期皇宮的地下蓄水池。好萊塢電影《007 大破天幕危機》和成龍的《特務迷城》都曾在這裏取景。午餐自備。稍後前往大巴紮大巴紮大巴紮大巴紮閒逛。土耳其語是“有棚頂的市場”。大巴紮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整個伊斯坦布爾的城市中心。如果沒來過這裏，你就不能說你來過土耳其。之後前往機場，搭乘飛機飛往開塞利，抵達後乘車前往卡帕多奇卡帕多奇卡帕多奇卡帕多奇亞亞亞亞。晚餐於當地餐廳。入住酒店休息。 住宿：Hotel Yunak Evleri Cappadocia或同級  (早、晚餐) 

After breakfast, visit Sultan Ahmet Camii is definitely a must- 
see in the city. Next, we proceed to the most renowned 
Hagia Sophia Grand Mosque and the Basilica Cistern. Then, 
visit the Grand Bazaar for shopping. Late afternoon fly to 
Kayseri and transfer to Cappadocia.  (B/D) 

首首首首 10101010 名交訂報名名交訂報名名交訂報名名交訂報名((((每房每房每房每房))))，，，，    最高優惠最高優惠最高優惠最高優惠可達可達可達可達    $$$$333300000000    ( 2( 2( 2( 2 人人人人 1 1 1 1 房計房計房計房計 ) ) ) )    
暢遊暢遊暢遊暢遊：：：：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開塞利開塞利開塞利開塞利、、、、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孔亞孔亞孔亞孔亞、、、、安塔利亞安塔利亞安塔利亞安塔利亞、、、、                            代尼茲代尼茲代尼茲代尼茲利利利利、、、、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伊伊伊伊茲密爾茲密爾茲密爾茲密爾    
Visiting : Istanbul, Kayseri, Cappadocia,  Konya, Antalya,  Denizli, Kusadasi, 
                Izmir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TWIN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    

CHILD 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單人房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費費費費    
SGL SUPP

稅金稅金稅金稅金 + + + +燃油附加費燃油附加費燃油附加費燃油附加費    
TAXES + FUEL 

SUR-CHARGE 淡季 

LOW 
202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11 月月月月 12、、、、26 日日日日；；；；12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    2999 2699 淡季 

LOW 

202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07、、、、28 日日日日；；；；2 月月月月 11、、、、25 日日日日    
2023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1、、、、25 日日日日；；；；4 月月月月 08、、、、22 日日日日    3399 3099

999 869 起起起起    
•  上列費用由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維多利亞維多利亞維多利亞維多利亞、、、、卡加利卡加利卡加利卡加利、、、、愛民頓愛民頓愛民頓愛民頓出發出發出發出發，以加幣每位計算。Tour fares are for Vancouver departure in Canadian Dollar 
•  成人收費按二人一房計。Adult tour fares based on twin sharing 
•  小童收費適用於 2 至 11 歲與 2 成人同房，不另加床。Child 2-11yrs sharing twin room with 2 adults without extra bed
•  費用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Tour pric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    ((((出發前預繳出發前預繳出發前預繳出發前預繳))))    
Local Guide & Driver Gratuity (Pre-collected)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TotalTotalTotalTotal $$$$101010100000 per person per person per person per person     

PERFECT  
COMPLEMENT  ★  國或英語國或英語國或英語國或英語專專專專業當地導遊業當地導遊業當地導遊業當地導遊全程服務全程服務全程服務全程服務    ★  住住住住宿五星宿五星宿五星宿五星    ~ 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  住宿特色住宿特色住宿特色住宿特色    ~ 卡帕多奇亞洞穴卡帕多奇亞洞穴卡帕多奇亞洞穴卡帕多奇亞洞穴酒酒酒酒店店店店、、、、    棉花堡高級溫泉酒店棉花堡高級溫泉酒店棉花堡高級溫泉酒店棉花堡高級溫泉酒店 ★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全球十大美景之全球十大美景之全球十大美景之全球十大美景之一一一一，，，，    卡帕多卡帕多卡帕多卡帕多奇亞奇亞奇亞奇亞    ★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棉花堡奇特風光棉花堡奇特風光棉花堡奇特風光棉花堡奇特風光    ★  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海海海海濱濱濱濱感受浪漫感受浪漫感受浪漫感受浪漫愛琴海愛琴海愛琴海愛琴海     ★  Service of a professional Mandarin or 
     English speaking local guide throughout 
     the trip ★  5-star hotel in Istanbul  ★  Unique Cave hotel in Cappadocia,  

Thermal hotel in Pamukkale ★  Cappadocia : one of the 10 most 
beautiful attractions in the world  ★  Pamukkale : its unique scenery  ★  Kusadasi : lovely seaside of Aegean 

 

伊斯坦布爾
Istanbul 

蘇丹阿赫邁特清真寺 
Sultan Ahmet Camii Beach 

精心安排精心安排精心安排精心安排         乘乘乘乘搭搭搭搭兩程航機兩程航機兩程航機兩程航機，，，，舒適快捷舒適快捷舒適快捷舒適快捷    ～～～～    伊斯坦布爾至卡怕多奇亞伊斯坦布爾至卡怕多奇亞伊斯坦布爾至卡怕多奇亞伊斯坦布爾至卡怕多奇亞((((開塞利開塞利開塞利開塞利)))) 。。。。由於路段崎嶇由於路段崎嶇由於路段崎嶇由於路段崎嶇曲折曲折曲折曲折，，，，一般行車一般行車一般行車一般行車需需需需時兩時兩時兩時兩天天天天    才能到達才能到達才能到達才能到達。。。。((((票值連稅票值連稅票值連稅票值連稅，，，，約約約約$$$$400400400400))))        ～～～～    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伊茲密爾伊茲密爾伊茲密爾伊茲密爾))))至伊斯坦布爾至伊斯坦布爾至伊斯坦布爾至伊斯坦布爾。。。。    車車車車程程程程連午膳時間連午膳時間連午膳時間連午膳時間，，，，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888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票值連稅票值連稅票值連稅票值連稅，，，，約約約約$400$400$400$400))))     Unique Features 
 

2 domestic flights；comfort and ease ～～～～Istanbul to Kayseri  ���� value around $400 
It takes 2 days if by road as the surface uneven 
with many turns 
 ～～～～Izmir to Istanbul  ���� value around $400 
It takes about 8 hours with lunch and rest stops if 
by road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配搭配搭配搭配搭 

團費己包團費己包團費己包團費己包$$$$888800000000 

温温温温馨提示馨提示馨提示馨提示 :   :   :   :          ～～～～    內陸航班每人之寄艙行李，總重量不超過 15 kg(超重收費，每 5 kg約 US$8-12，按所乘之個別航空公司規定為準)。 
 ～ 為免行李超重收費，建議儲存在伊斯坦布爾之住宿酒店內，待回程時提取。 
  
Tips : ～  Check-in luggage allowance on domestic air sectors not 
more than 15 kg per person. 
(Excess luggage charges approx. US$8-12 per 5 kg, subject 
to individual carrier policy)  ～ To avoid the above charge,  suggest to leave the 
overweight  luggage at Istanbul and collect it upon return. 
 

四人四人四人四人保證保證保證保證成行成行成行成行    

Party of Four；；；； 
Definite departure 六六六六人可自選出發曰期人可自選出發曰期人可自選出發曰期人可自選出發曰期 

Party of Six；；；；  
Free selection of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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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
Cappadocia  自助式早餐後，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格雷梅露格雷梅露格雷梅露格雷梅露天博物館天博物館天博物館天博物館，這裡彙集了不同特色的石窟教石窟教石窟教石窟教堂堂堂堂，刻有色彩斑斕的壁畫，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之後外觀鴿子谷鴿子谷鴿子谷鴿子谷，幽美的山谷間到處都是大塊的岩石，岩石上佈滿密密麻麻的鴿子洞。山谷之上的古樹，掛滿了深受土耳其人喜愛的護身符“藍眼睛藍眼睛藍眼睛藍眼睛”。接下來遊覽凱馬克利地下城凱馬克利地下城凱馬克利地下城凱馬克利地下城，它以迷宮一般的隧道而著稱，是在卡帕多奇亞已經發現的地下城中最大的，也是最具人氣，被稱為“精靈的世界”。午餐品嚐卡帕多奇亞區內特色美食，瓦罐牛肉瓦罐牛肉瓦罐牛肉瓦罐牛肉。晚餐於當地餐廳。 住宿：Hotel Yunak Evleri Cappadocia或同級  (早、午、晚餐) 

After breakfast, we will explore Goreme Open Air Museum, 
known as 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Cappadocia. Then 
to visit Pigeon Valley from outside, and final stop is Kaymakli 
Underground City for its’ stalls, stables, stores, refectories, 
churches, wineries, kitchens and the other sections. Typical 
lunch with Crock Pot Beef.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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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卡帕多奇亞  ~ 孔亞孔亞孔亞孔亞  ~ 安塔安塔安塔安塔利亞利亞利亞利亞  

Cappadocia ~ Konya ~ Antalya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孔亞孔亞孔亞孔亞，遊覽這裡的地標梅梅梅梅夫拉那博物館夫拉那博物館夫拉那博物館夫拉那博物館，這座博物館的外觀以其鋪滿綠色瓷磚的華麗尖塔而令人側目。接著參觀蘇丹驛站蘇丹驛站蘇丹驛站蘇丹驛站，這是土耳其境內十分宏偉的一座驛站。自古是安納托利亞地區商旅必經之地，亦為絲路的中繼站。午餐於當地餐廳，享用孔亞肉餅孔亞肉餅孔亞肉餅孔亞肉餅。餐後，前往迄今為止世界上保存最為完整的古羅馬劇場遺址之一阿斯番阿斯番阿斯番阿斯番多斯古劇場多斯古劇場多斯古劇場多斯古劇場。晚餐於當地餐廳。 住宿：Hotel the Marmara 或同級(早、午、晚餐) 
After breakfast transfer to Konya. Tour includes it’s landmark 
Mevlana Museum and Sultan Han caravanserai which is an 
important point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Lunch in Konya to 
enjoy a Turkish style meatloaf. Then continue to visit the 
Aspendos Ancient Theatre.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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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塔利亞安塔利亞安塔利亞安塔利亞 ~ 代尼茲利代尼茲利代尼茲利代尼茲利 

Antalya ~ Denizli 自助式早餐後，自由活動。您可以在安塔利安塔利安塔利安塔利亞亞亞亞市區閒逛。下午前往棉花堡棉花堡棉花堡棉花堡，棉花堡是遠近聞名的溫泉度假勝地，此地不僅有上千年的天然溫泉，更有好似棉花一樣的山丘。之後參觀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它位於棉花堡附近，是古希臘著名的聖城，公元前 2 世紀所建。目前這片遺跡存留著古希臘劇場、教堂、浴池等大的遺跡，再現古希臘人民的日常生活場景。午餐及晚餐於當地餐廳。 住宿：Hotel Lycus River Thermal或同級  (早、午、晚餐) 
After breakfast, free time in this morning to feel the city 
Antalya. Afternoon, visit Pamukkale, meaning "cotton castle" 
in Turkish, refers to the surface of the shimmering, 
snow-white limestone, shaped over millennia by calcite-rich 
springs. Later, transfer to admire the ruins of Hierapolis.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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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尼茲利代尼茲利代尼茲利代尼茲利 ~ 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
Denizli ~ Kusadasi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遊覽具有希臘風情的希林斯小鎮希林斯小鎮希林斯小鎮希林斯小鎮，漫步於村莊的後街小巷之中，可以看見希臘風格的白色房 屋，藍色窗戶和地上被磨得光滑的古老青石板路。家家戶戶的屋前門外都種滿了各種鮮花。午餐及晚餐於當地餐廳。晚間入住庫薩達斯海邊酒店，沉醉美麗愛琴海愛琴海愛琴海愛琴海濱中。 住宿：Ramada Hotel & Suites Kusadasi或同級  (早、午、晚餐) 

After breakfast transfer to Kusadasi. Then, visit Sirince 
where you will see the lush greenery of the natural setting of 
Şirince is complemented beautifully by the two-storey 
architecture of the buildings in the village.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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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庫薩達斯 ~ 伊茲密爾伊茲密爾伊茲密爾伊茲密爾 ���� 伊斯伊斯伊斯伊斯坦布爾坦布爾坦布爾坦布爾 

Kusadasi ~ Izmir ���� Istanbul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伊茲密爾伊茲密爾伊茲密爾伊茲密爾機場，搭乘內陸段航班飛往伊斯坦布爾。抵達後午餐於當地餐廳。餐後安排船遊博斯普魯斯海博斯普魯斯海博斯普魯斯海博斯普魯斯海峽峽峽峽，欣賞海峽兩岸美景。將伊斯坦布爾一分為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又被叫作伊斯坦布爾海峽。航行於此，可以縱覽兩岸的名勝古跡，欣賞海天一色的壯麗美景。晚餐於中國餐館。餐後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住宿：Hilton Istanbul Esentepe或同級  (早、午、晚餐) 
After breakfast proceed to the airport and fly to Istanbul. 
After lunch take a boat excursion of the Bosphorus. 
Afterwards, transfer to hotel.  (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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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布爾 ���� 原居地原居地原居地原居地  

Istanbul ����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於酒店。餐後專車前往機場飛返原居地。 (早餐) 
At designated time, we will transfer you to airport and wish 
you a pleasant homeward flight. (B) 
 
 如返回原居地國家仍需要如返回原居地國家仍需要如返回原居地國家仍需要如返回原居地國家仍需要 COVID-19病毒陰性病毒陰性病毒陰性病毒陰性證證證證明明明明，，，，將會安排在行程第八日將會安排在行程第八日將會安排在行程第八日將會安排在行程第八日，，，，於伊斯坦布爾前往於伊斯坦布爾前往於伊斯坦布爾前往於伊斯坦布爾前往檢檢檢檢測測測測。。。。
( 費用另付費用另付費用另付費用另付) 
A COVID-19 virus test will be arranged at additional cost 
on Day 8 in Istanbul if your home city still required a 
negative result upon re-entry. 
 
 11115555 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人或以上，，，，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專業專業專業專業隨團領隊隨團領隊隨團領隊隨團領隊。。。。    服務費服務費服務費服務費每位共每位共每位共每位共 US$80  

A professional Tour Escort will be provided 
for group size over 15 persons.  
Service fee US$80 per person     

 
• 有關責任問題 及旅遊細則，請參閱 

 【翠明假期 2022歐洲彩頁】旅行團章程。 
•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Charming Holidays 2022 
Europe color brochure. 特特特特 約約約約 旅旅旅旅 行行行行 社社社社 

 
 
 
 
 
 
 
 
 
 
 
 
 
 

BPCPA Travel Agent / Wholesaler License # 2668, # 29122 

D.O.I.   September 30, 2022 

聖索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 
Grand Mosque 

地下水宮
Basilica Cistern 

格雷梅露天博物館 
Goreme Open Air Museum 

梅夫拉那博物館
Mevlana Museum 

棉花堡
Pamukkale 

尼希林斯小鎮斯 
Sirince 

庫薩達斯
Kusadasi 

希拉波利斯古城遺址
Hierapolis ruins 

博斯普魯斯海峽 
Bospho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