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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韓國經典6日遊 $299.00

台灣環島七日遊 $199.00

神奇印度世界文化遺產6日遊 $2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4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6日風情遊 $99.00

日本關東關西美食溫泉6日豪華遊 $24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6天精華遊 $99.00

泉城濟南，東岳泰山7日遊 $99.00

七彩浪漫雲南香格裏拉8天 $99.00

詩畫江南，長江三峽11日遊 $2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7天 $99.00

奇山秀水桂林6天 $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8天遊 $49.00

舞動北京5天 $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8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語：
Türkiye Cumhuriyeti）是一個
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國土包
括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半島、以
及巴爾幹半島的東色雷斯地
區。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東
南與敘利亞、伊拉克接壤，西
臨愛琴海，並與希臘以及保加
利亞接壤，東部與喬治亞、亞
美尼亞、亞塞拜然和伊朗接
壤。土耳其的科研成果集中在
農業、林業、核科技、礦業、醫
療、生物科技資訊科技業及國
防。

全國人口：7千8百多萬，Is-
tanbul 伊斯坦堡就佔 1 千 3 百
多萬。土耳其人約佔70-75%，
庫爾德人佔18%，其他少數民
族約佔7-12%。

其氣候屬地中海氣候，南部
和西部氣候溫和，夏季乾熱，
冬季多雨：黑海沿岸，涼爽濕
潤；內陸、東北、東南則冬季寒
冷，夏季乾熱。

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

土耳其-伊斯坦堡是依
山傍海的歷史城巿和港口，兩
千多年前希臘人所建，稱為拜
占庭，在隨後漫長的歷史中，
曾先後被羅馬、拜占庭、鄂圖
曼帝國設為首都，一度改名君
士坦丁堡，十五世紀時正式改
名伊斯坦堡至今。兩千多年
來，它與歐亞大陸的政治、宗
教、藝術的發展息息相關，被
視為人類極為寶貴的歷史文
化遺產。

伊斯坦堡，擁有豐富多
彩的文物古蹟及建築瑰寶：有
六根尖塔及三十多個圓頂的
優美建築－藍色清真寺、古希
臘兢技場、埃及方尖碑、世界
上唯一由教堂改為清真寺的
宏偉建築－聖索菲亞大教堂
等..還有伊斯坦堡的室內巿集
大巴扎，也是觀光客能近身體
驗當地民俗民情 的最好去處，
古玩、金飾、銀器、地毯、服飾
和其他手工藝品等，包羅萬
象，應有盡有。

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土
耳其語：Sultanahmet Camii）是
土耳其的國家清真寺，也是土
耳其最大城市及奧斯曼帝國
首都伊斯坦堡的清真寺古蹟。

如同其他清真寺一樣，蘇
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包含一個
創建者的陵墓、一所梅德雷斯
（伊斯蘭學校）及一所收容所。
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成為伊
斯坦堡其中一個最受旅客歡
迎的觀光勝地。

藍色清真寺，它是由建築設
計師阿合麥特在 1609--1616
年間所建造完成，巨大的圓頂
周圍有六根 尖塔，屬世界之
最。清真寺內墻壁全部用藍、
白兩色的依茲尼克（Iznik）磁
磚裝飾，透過彩色 玻璃射入的
光線，反射在蘭色的瓷磚之
上，放出奇幻迷離的色彩，於
是人們叫它“藍色清真寺”。藍
色……神秘的藍色！

藍色清真寺擠得水洩不通
的遊客人潮天天如此！看見藍
色清真寺外面仍很多虔誠教
徒先洗滌，然後才進去朝拜。
而女性必須套上頭巾才能進
入，大數自己帶來，沒有帶頭
巾來的遊客，藍寺入口會為她
們準備，出口處還出就行。

參觀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
鄂圖曼帝國美侖美奐的托卡

比皇宮，規模宏大，富麗堂皇！
珍藏展示廳，收藏歷代豐富的
金銀珠寶鑽石，它們的數量、
份量和設計，讓每位遊客看到
目瞪口呆！
世界上唯一由教堂改為清真
寺的宏偉建築－聖索菲亞大
教堂

主廳的教堂圓拱頂上層的
走廊，圍繞著中間耶穌基督壁
畫，遊人的目光重點落在教堂
中央的幾幅壁畫之上，它們當
年在伊斯蘭教徒入主聖蘇菲
亞時給人封了；還好是只給封
了而不是被徹底破壞，否則大
家也沒有機會到此一遊！經過
歷史的變化，誰人會料到千多
年前基督教裝飾的大教堂，後
來發現伊斯蘭的蓮花形裝飾
在教堂內出現？而如今又變成
博物館呢？以前的教堂，後來
的清真寺，現在再被改成一間
博物館，每日湧入一羣又一羣
來自世界各地，懷有不同唏噓
的心境的遊客觀看歷史。

地下宮殿

位於蘇菲亞大教堂附近地下
宮殿，是公元六世紀拜占庭時
代，由石柱支撐著磚製的拱頂
的貯水池。導遊帶着大家沿樓
梯一級一級而下，開始看不清
楚東西，慢慢眼前呈現是陰暗
淒冷的地窖，是336 根粗大並
排的石柱底部浸泡在地下水
池之中暗暗的地窖。深沉特殊
的燈光營造一種神秘的氣氛，
更令地下宮殿處處深透著幾
分秘異。

沿着潮溼的步道一步一
步的走到盡頭，看到兩根與眾
不同的石柱：是石柱根部雕刻
成蛇髮女妖梅杜莎（Medusa）
的倒轉頭像：傳說希臘神話中
梅杜莎，誰看到她的眼睛就會
變成石像，所以受到智慧女神
雅典娜（Athena）的詛咒，把她
收服在地下宮殿石柱下面的。

伊斯坦堡/（Istanbul）：室內大
市集（Grand Bazaar）

伊斯坦堡的「大巴扎」曾
經是世界最大的室內市集，一
個最受旅客歡迎的觀光勝地
集貿市場，「大巴扎」內有各式
各樣的店舖，從金飾店、紀念
品店、服裝店、鐘錶店、地毯店
以至食店都一應俱全。

一走進去，「嘩」！七彩繽
紛的店商招牌，頓時眼花繚
亂！忽然，看到不遠處，閃閃發
光的霓虹燈寫下「周潤發的
店」，那邊又一個「成龍的店」
的招牌，他們用明星做活招
牌，梃有趣的，而且，現代少數
的年輕店員都會以簡單華語
交談。他們看到會中文的遊客
就一直說：「我在學漢語、我在
學漢語。」盡量會把握機會和
他們交談，多多練習。

土耳其的手工藝價錢公
道，如小錢包、手鐲、項鍊、小
蝶子、小盤子等，東西價格公
道，觀光客們無不盡情的購
買。食品方面就不便宜了，如
糕餅、香料、魚子、花茶等等，
要多方考慮才能下手。

很吸引人的土耳其手工
枱燈和吊燈，用五彩小圓珠
子、菱角玻璃片，設計圖案，用
沾士塗在玻璃燈上，創造出來
多姿多彩的燈式，蘊含迷人的
色彩，具有特色，頗為遊客喜
歡 。

土耳其工匠和藝術家展
示了他們的藝術傳統的氣韻，
建築、木材、金屬加工、陶瓷、
玻璃製造、音樂、詩歌、紡織
品、珠寶等等創意方面，表露
無遺。土耳其獨特的藝術風
格，可視為東方和西方之間的
文化橋樑，土耳其人並珍視為
這個東西方的傳統風格融合
在一起也是土耳其藝術家和
工匠的創作資產。

土耳其烤肉全球很有
名，它分為轉烤、串烤和阿達
納烤肉等。到了土耳其，見到
了真正的土耳其烤肉。壯觀的
烤肉柱、串滿肉塊，四溢的香
氣充滿了大街小巷、商場、無
處不在。已成當地街頭一種習
慣味道，令人回味無窮，流連
忘返。土耳其烤肉和希臘烤肉
大同小異，至於沙拉就大有不
同，希臘沙拉，如番茄、黃瓜、
洋蔥、羊乳酪是切塊狀配醋和
橄欖做成，是一道很好的沙
拉。土耳其沙拉與埃及沙拉相
似，食材切得小小碎碎再配上
不少的檸檬汁做成，是很好的
開胃菜。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歷
經了羅馬帝國和鄂圖曼土耳
其帝國的輝煌世代，依然風華
絕代，土耳其發揮作用以保護
千年中生長這塊瑰寶，不遺餘
力，土耳其文化充滿神秘感和
力量，通過這個悠久歷史的城
市漫步，在人們生命的旅程
中，揮灑出另一頁頁精采的篇
章！無不一 一緊緊吸引……您
的目光。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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