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TURKEY HISTORY & DISCOVERY TOUR 

16 Days  (Apr 18 ~ May 03, 2009) 

 

土耳其地處中東橫跨歐、亞兩洲，它是絲路的終點歐亞的跳板，面積為臺灣的 22 倍，北

臨黑海 Black Sea、南面地中海、西邊愛琴海及馬爾馬拉海 Marmara，使得土耳其有長達

6000 公里的海岸線，海岸佔彊界的百分之七十。 

 

 
MAP FOR TURKEY TOUR 

 

自古以來土耳其就一直是不同民族和文化的大熔爐，自紀元前 2000 年至紀元前 1400 年就

已經有西臺王國 Hitti Kingdom 孕育出的西臺文化 Hittites(西臺文化比希臘文明更早 2000

年)、紀元前 800 年的腓尼基人 Phrygian、紀元前 700 至 600 年的利底亞人 Lydians(據說是

金、銀幣創始者)、紀元前 334 年的亞歷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之後的希臘人到西

元 330 年羅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再經拜占庭帝國、蒙古人及突厥人入侵，西元 1299

年鄂圖曼帝國在土耳其建國，1453 年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並更名伊斯坦堡做

為鄂圖曼帝國新都，直到 1923 年 10 月 23 日建立土耳其共和國。 

 

土耳其的建築遺跡可上溯至西元前七千年，弗里吉亞帝國、波斯帝國、古希臘帝國、羅馬

帝國和拜占庭帝國都曾佔領此地。在某些地方，重要的遺址交疊存在，如全歐洲保存最好

的羅馬城市以弗所，同時也是阿特密斯神殿原址，如今只剩斷垣殘瓦。 

 

眾所周知的希臘羅馬古跡，有百分之七十位於現今土耳其地中海及愛琴海沿岸，多數觀光

客集中在伊斯坦堡和卡帕多起亞(Cappadocia)兩大景區，西方人則偏好愛琴海和地中海岸 

，至於東部土耳其對多數人來講就陌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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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土耳其國土呈長方形的東西走向(東、西 1500 公里，南、北 500 到 600 公里)，所謂東

部土耳其主要是指首都安卡拉 Ankara 以東的廣大區域。除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外，內陸地

區除了兩河流域(幼發拉底河和底格里斯河)外，大部分為磽确的山地不產農作，而以放牧

為主，也因此東部土耳其呈現著原始的風貌，也更展現出粗獷之美，除了希臘羅馬古跡外

這兒還有更久遠的希臺古文明、紀元前 69 年卡美琴尼文化 Kommagene 的發源地、以及拜

占廷時代的古蹟，至於景致方面有土耳其最大的湖泊 Lake Van、兩河流域的發源地、近年

證實確有聖經中諾亞方舟存在的土耳其第一高山大阿拉勒山 Great Ararat(海拔 5137 米)

等，使得東部土耳其有著讓人難以想像的風光。 

 

舊都伊斯坦堡是世界上唯一橫跨兩洲的城市，市中心在歐洲，郊區在亞洲。奧圖曼土耳其

帝國在二十世紀初瓦解後，不同文化被迫密切地在現代土耳其相遇。土耳其共和國的國父

凱末爾作了全面性的改革，土耳其的政治和宗教漸行漸遠，不再與大多數人信奉的伊斯蘭

教結合，女性擁有投票權，而阿拉伯文書寫系統在三個月內就被替換成羅馬字母。 

 

土耳其的乾淨，完全出乎我們的意料，沿岸土地非常肥沃，田裡播種的麥子不用照顧，就

自然結實，真是個充滿了陽光、海水、山丘、湖泊的世外桃源。 

 

     
到處是野花                                                                                                比人頭還大的雜草 

 

 

 

Day 1 - DEPART USA (Apr 18) 

 

We all meet at Chicago before flying to Istanbul.  

 

有關土耳其的 15 個世界第一 

 

1、伊斯坦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橫跨歐洲和亞洲兩個大陸的城市。在幾千年的歷史中，伊

斯坦堡曾經是三個大帝國的首都，即羅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鄂圖曼帝國。 

 

 2



2、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老的人類定居點就位於土耳其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其歷史可

追溯到西元前 6500 年。歷史上最早的風景油畫就是在恰塔霍裕克一間屋子的牆壁上發現

的，油畫描繪的是附近哈森(Hasandag)火山爆發時的場面。 

 

 
 

3、世界七大奇跡其中有兩個位於土耳其，分別是：距以弗所古城五分鐘車程的女神阿特

密斯神廟(The Temple of Artemis at Ephesus)和位於博多魯姆(Bodrum)的摩索拉斯國王陵墓

(Mausoleum)。 

 

4、1529 年土耳其人打到維也納時，把咖啡介紹到歐洲的。 

 

5、第一批硬幣於西元前七世紀末在古老的利西亞(Lycia)王國首都薩迪斯(Sardis)鑄造。 

 

6、“土耳其藍寶石＂(Turquoise，土耳其藍)一詞來源於“TURK＂，即“土耳其的＂，這

個詞來源於土耳其南海岸地中海美麗的顏色。 

 

 
 

7、第一個飛上天的人是土耳其人。17 世紀一個叫切來比(Celebi)的人利用兩個翅膀從加拉

達塔(Galata Tower)塔上從博斯普魯斯(Bosphorus)飛到烏斯庫達(Uskudar)著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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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土耳其人最先把他們著名的鬱金香介紹給荷蘭人，繼而引發了英國和荷蘭的鬱金香

熱。16 世紀從伊斯坦堡運往維也納的鬱金香球莖極受歡迎，到了 1634 年，荷蘭人把這稱

作“鬱金香狂潮＂。當時人們把錢投資到鬱金香就好比現代人投資股票。在 17 世紀的土

耳其，這是段充滿高雅氣息充滿意趣的歷史，被稱作“鬱金香時代＂。 

 

9、世界上最貴重的絲織地毯陳列在土耳其孔雅(Konya)的穆夫拉納(Mevlana)博物館。13 世

紀馬可波羅周遊世界的時候曾經來此地，他說過“世界上最好最漂亮的地毯只能在土耳其

找到＂。 

 

10、 有關基督出生的許多大事都發生在土耳其。聖約翰、聖保羅和聖彼得都曾經在安那

托利亞南部生活和祈禱。據傳說聖保羅在聖瑪麗受過刑罰以後把她帶到了以弗所，聖瑪麗

就在那兒的一座石屋(被稱為聖瑪麗小屋，位於夜鶯山)度過了她一生中最後的時光。直到

今天，仍然有很多基督徒到此朝聖。 

 

11、許多考古學家和研究聖經的學者都認為諾亞方舟停靠的地點就在土耳其東部的阿拉勒

山(Great Ararat)。 

 

 
 

12、新約聖經的啟示錄章節中提到的七所教堂都能在土耳其找到：以弗所(Ephesus)，士麥

那(Smyrna)，白加孟(Pergamum)，Thyatira，薩迪斯(Sardis)，費城(Philadelphia)和勞迪西亞 

(Laodicea)。 

 

 
 

13、 現被稱作聖彼得洞穴或者聖彼得教堂的這個洞穴，有人認為是彼得使徒走訪土耳其

南部的安提俄克(Antioch)期間進行佈道的地方。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基督教最早的祭神場所

 4



之一。1963 年，羅馬教皇把這個地方定位朝聖地，並再次承認其為世界第一大教堂。每

年 6 月 29，來自世界各國的基督徒都將參加在教堂舉行的特殊法事。 

 

14、安那托利亞(Anatolia)是許多歷史人物的出生地和許多傳說的發祥地，如荷馬，麥達斯

(Midas)國王，希羅多德(Herodotus)(歷史之父)以及使者聖保羅。 

 

15、聖尼古拉斯(St. Nicholas)就是今人所知地聖誕老人，他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戴姆雷

(Demre)邁拉(Myra)出生並在此生活。邁拉村著名的聖尼古拉斯教堂裏安放著據說就是聖誕

老人墳墓的石棺。 

 

      
聖誕老人 -聖尼古拉斯 St. Nicholas 

 

土耳其現今領土的所在地─小亞細亞，其古代歷史非常複雜，安納托利亞高原有人類居住

的遺跡可上溯至七千五百年前。以下為統治過這個地區的各民族： 

 

BC1900-1300: 從東歐來的西臺(HITTITE)建立了西臺王國。 

BC1200：特洛依戰爭發生，也就是木馬屠城記。 

BC1300-600：入侵這塊土地建立文明的有腓尼基人(PHEYGIA)、利底亞人(LYDIA)，這個 

時期叫泛希臘化時代(HELLENIC)。 

BC500：波斯的大流士大帝入侵統治此地。 

BC334：馬其頓王國的亞歷山大大帝統治此地。 

BC323-129：亞歷山大大帝去世後，帝國分裂成好幾個國家，這塊地方四分五裂。 

BC129：羅馬帝國在這裡建立一個省，成為羅馬帝國的一部份，首都為以弗所

(EPHESUS)。絲路以這裡為連接歐洲的橋樑。 

AC330：東西羅馬帝國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東西羅馬帝國徹底分裂。 

AC527-622：穆罕默德誕生，受天啟寫可蘭經。 

AC1071-1243：突厥塞爾柱(SELCUK)人在孔亞(KONYA)建羅姆蘇丹國，版圖包括土耳其、 

伊朗、伊拉克。塞爾柱人以建築及工藝聞名，並有著名的思想家梅烏拉納(旋轉舞的創始

者)。此帝國被蒙古人打敗。 

AC1288：另一支突厥集團在奧斯曼的領導下，於布爾莎附近建立鄂圖曼帝國，勢力日益

強大。 

AC1453：阿梅特二世率軍佔領君士坦丁堡並改名為伊斯坦堡，逐漸發展成當時歐洲的最

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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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520-1566：鄂圖曼帝國在蘇雷曼素檀的領導下，文治武功達最盛期，地跨歐、亞、非 

、地中海、紅海、印度洋皆在其管轄區。 

AC191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鄂圖曼帝國加入同盟國，對英、法宣戰。 

AC1918：同盟國戰敗，戰勝國欲瓜分土耳其。 

AC1923：凱末爾率領土耳其人抵抗外侮，宣布土耳其共和國正式成立。 

 

時代雜誌曾刊出這一千年(1000-1999)中最重要的二十件歷史大事，其中有關土耳其鄂圖曼 

帝國的就有兩項：1453 年土耳其人佔領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堡；1529 年土耳其人打

到維也納城門下，但攻城不克而返。 

 

第二件事顯示了一個中亞來的游牧民族有能力脫亞入歐，還差點征服了西歐的門口維也

納。對歐洲而言幸好土耳其此役戰敗，歐洲才得以保存其宗教、文化的完整。 

 

 

 

Day 2 – BURSA (Apr 19) 

 

Upon arrival at the Istanbul airport, we will take a ferry directly to Bursa, the Ottoman Empire's first 

capital.  We will check into the 5-star hotel and spa, the Kervansaray Termal to relax and, if you wish, 

you can bathe in the ancient Turkish baths next to the hotel (optional).  In the evening, we will meet 

the group for a welcome dinner.    

 

Bursa 布爾沙 

 

布爾莎是歷史名城，西元前六世紀即有人在此定居，先後受過羅馬及拜占庭帝國的統治，

也是鄂圖曼帝國的第一個首都(西元 1326~1426 年)。布爾莎也是古代絲路的終點。如今布

爾莎擁有兩百多萬人口，是土耳其第四大城市。從伊斯坦堡到布爾莎，巴士車程約四個小

時，途中還會乘渡輪橫渡馬爾馬拉海 (Sea of Marmara)。 

 

   
1973 年日本人建造的橫跨歐洲和亞洲的大橋                我們乘渡輪橫渡馬爾馬拉海 Marmara 

 6



Bursa 城是蓋在山丘上，很多建築的高低差很大，很多的路都是斜坡，其實不只是這裡， 

Istanbul 也是這樣，所以走的時候就會變得像在健行，南部的城市就好一點，高低差不明

顯。 

 

    
Bursa                                                                              蓋在山丘上的 Hotel Kervansaray Termal 

 

布爾沙是一座有數百年歷史的古都兼古絲路重鎮，聽過布爾沙這地方的人不多，市內有很

多鄂圖曼特色建築，城內保留著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早期建設的幾個較出名的景點，包括綠

綠陵 (Yesil Türbe)、綠色清真寺 (Yesil Camii) 和可俯瞰布爾沙的 Emir Sultan 清真寺，全部 

算不上是很突出的景點，但勝在原汁原味，沿途都沒有遊客區的修飾和滋擾。 

 

 

 

Day 3, 4 - IZMIR 伊茲米爾 / KUSADASI 庫沙達西 (Sardis/Ephesus 以弗所古城，過去聖約 

翰曾在此傳教 ) (Apr 20, 21) 

 

Early in the morning, we will drive to the Green Mosque and Tomb, built by Mehmet the first, for a 

quick 15 minute photo stop before we continue to Kusadasi 庫沙達西.  On the way we will drive to 

Sardis where money was first minted. We will see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synagogues (猶太教會堂) 

in Sardis as well as see the excavations, the gymnasium and the Artemis Temple.   In the evening, we 

will arrive at the check into the 5-star Korumar Hotel, which features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Aegean

愛琴海 seacoast.  Dinner will be at the hotel.   

 

The next day, we will drive to the incredible city of Ephesus and its colossal Greek Theater, which is 

still used for performances today.  The Marble Road, the Celsus Library, and the Temple of Diana are 

just a few of the things that we will be seeing here. We will also visit the house where the Virgin 

Mary lived her final days (以弗所附近的布勒布勒 (Bulbuldagi) 山上的聖母瑪麗亞晚年的故居 

). After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St. John brought her to Ephesus.   We will then return to the Korumar 

Hotel.   Dinner will be at th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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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沙 Bursa 建於 1491 年的 Koza Han 絲綢市場 

 

Green Ottoman Complex 綠色清真寺  

 

綠色清真寺(Yesil Camii；1419-1421)最早於 1413 年由蘇丹穆罕默德一世(Mehmet I)下令建造 

完成，年代比藍色清真寺還古老，不過因地震關係曾重建過。在這間清真寺之前蓋的清真

寺多少都受了波斯的影響，有「波斯風味」，而這綠清真寺算得上是純土耳其式的風格。 

 

           
Yeil Cami 綠清真寺外面的入口、正門及窗戶 

 

    
正門外面的淨水池，有別於其他的地方的大理石淨池，它是木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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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的裡面 

 

Yesil Turbe 綠陵 

 

綠色陵墓(Yesil Turbe)就在綠色清真寺後方，裡面擺放了蘇丹穆罕默德一世 Mehmet I 

(Çelebi)與他兒子的棺木，外面的瓷磚顏色也很特別。綠陵很大，因為維修而沒開。走下

臺階還有一個小公園。 

 

 
綠陵 Yeil Türbe (Green Tomb) 

 

綠色清真寺與綠色陵墓擺脫了受到波斯影響的賽爾柱克式風格，呈現新鄂圖曼式的建築風

格，是鄂圖曼帝國建築史上重要的里程碑。 

 

 

Sardis where money was first minted  

 

Sardis 薩迪斯，此城歷史回溯到公元前 12 世紀，是古老的利西亞(Lycia)王國首都。Sardis

很早就受到基督信仰的影響，成為<默示錄>一書所提的七教會之一。在拜占庭時期是主

教轄區中心。這間教會被神稱之爲 “Dead Church＂，指出他名存實亡的真相。從那些遺

留下來城市的遺跡中，看得出此地曾經也是一個富足的城市，其規模及設施可見其當年的

繁榮景象。參觀重點是一座體育館、一所猶太會堂和 Artemis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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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ymnasium 羅馬的體操學校 

 

   
The world's oldest synagogues 世界上最古老的猶太教會堂 

 

    
未完成的 Artemis 廟 

 

 

庫沙達西（Kusadasi） 

 

土耳其到希臘的轉運站~庫沙達西（Kusadasi），是個深受歐洲旅客歡迎的渡假城市，從這

裡搭船大約 2 小時就可以抵達希臘的薩摩斯島「S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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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旅館房間看庫沙達西 Kusadasi 

 

    
Kusadasi 的日落和夜景 

 

 
Map for Kusadasi/Selcuk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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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瑪利亞之屋（Meryemana；House Of Virgin Mary） 

 

瑪利亞之屋(Meryemana；HouseOfVirginMary)位於以弗所郊區 Bubudagi/Koressos 的夜鶯山

上，林木蒼鬱，即使正午時分也不覺懊熱。耶穌被釘十字架後，耶穌的門徒聖保羅或聖約

翰約在西元 34~45 年之間，帶著聖母瑪利亞到以弗所附近山上安居。耶穌門徒約翰的福音

究竟是在希臘還是在以弗所完成？說法莫衷一是，不過可以確定的是約翰在此終老，聖母

也在此度過她的晚年。 

 

 

    
居所入口                                                                                                                       居所出口 

 

       
居所入口邊的聖母雕像                              居所室內佈置                               路邊的聖母雕像 

 

遺址被發現也有一個充滿神蹟的故事：一位從未來過土耳其的德國修女，有一段時間，突

然不斷的夢到聖母瑪利亞告訴他，他晚年居住在土耳其的某個地方，到這個地方就可以找

到從前住宿的房屋等遺物。這位修女把他做的夢報告教區的神父，可是沒有人願意相信，

輾轉傳到教廷，還被斥為妖言惑眾。由於這位修女一直深受同一夢境的干擾，後來終於有

人願意嘗試協助這位修女到土耳其來探個究竟。 

 

到了瑪利亞之屋的所在地，山川地貌竟然與修女夢中所見完全相同，很快的找到了夢中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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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住屋地點，挖掘的結果，果然有幾間小小的房屋，且證實為 1 世紀的建築。這段神奇

的故事，再傳回教廷，幾經查證，最後教廷終於確認這裡確實是聖母瑪利亞晚年安居的地

方。 

 

瑪利亞之屋的遺址於西元 1890 年挖掘出土，天主教教宗保羅六世曾於 1967 年來訪，確認

此地是聖母瑪麗亞的故居，現在已被列為天主教的聖地，每年 8 月 15 日羅馬教廷都會在

這裡舉行追念聖母的儀式。自此，此地成為信徒朝聖之地，香火不絕。  

  

聖母當年的居所，出土後加以整修為今日的面貌，房屋的牆壁上有一條紅色的界線，紅線

以上的部份是後來修建時新增加的，紅線以下的磚牆和基礎，都是當年出土之物，也就是

聖母瑪利亞原來居住的房屋。 

 

現在小屋成為教堂，下方的坡道有三口天然泉井供應聖水，分別代表財富、健康及幸福，

當地人深信飲用泉水後能使願望達成，飲用聖泉水治癒疾病的信徒的信，從全世界每一個

角落寄來，密密麻麻的貼了滿滿一牆壁。這也是一面姻緣牆，為世界各地的曠男怨女牽紅

線。 

 

    
三口供應聖水的聖泉                                                                                滿滿一牆壁的感謝信 

 

 

 

Efes 以弗所 / Ephesus 艾菲索斯 

 

以弗所(Efes)遺址位于土耳其西南岸 Mendere 河的出海口，瀕臨愛琴海，最早期是海港，

總面積 2000 公頃，是義大利龐貝古城的 8 倍大，曾是小亞细亞羅馬帝國的首都和愛琴海

沿岸最大的貿易港口。面積廣闊的古城遺跡，保存至今已有兩千餘年的歷史，是目前世界

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羅馬古城，是世界上第一座完全採用白色大理石建成的都市。

居民曾經高達 25 萬人，以古時候的人口數來看，可以說是頂尖繁榮的都市。 

 

Efes 古希臘名稱為艾菲索斯(Ephesus)，是古希臘史上最具創造力的愛奧尼亞人(Ionias)，為

了獻給阿特密斯女神 Artemis(即羅馬人之戴安娜女神)所建造的城市，聖經中的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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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就是此城。愛奧尼亞人對希臘文化有過極大貢獻，其中荷馬史詩被視為千古名著。此

外，愛奧尼亞人在哲學、地理、史學、建築、雕塑等方面也很傑出，以弗所古城的建設集

上述成就之大成。考古發掘表明，從西元前九世紀，愛奧尼亞人在首領安德洛克勒斯

(Androkles)率領下，從希臘中部遷居安納托利亞西部沿海地區，定都以弗所，開始了大規

模的城市建設，廣泛采用柱式架構，配以大量雕塑和壁畫，愛奧尼亞式建築由此得名，並

成為古希臘五種建築風格之一。 

 

以弗所城建成後不久，安德洛克勒斯在與卡裡亞人(小亞細亞古代民族，Carians)的戰爭中

戰死，以弗所城的後續發展變得緩慢。西元前 7 世紀，辛梅裡安人(Cimmerians)攻克以弗

所，焚毀整個城市，包括該城附近的世界古代七大奇跡之一的阿特密斯神廟(The Temple of  

Artemis)。西元前 6 世紀，利底亞(Lydia)國王克羅伊芳斯(Croesus)率軍奪取以弗所，下令重

建該城。不久，波斯人滅掉了利底亞王國，繼續擴建以弗所，疏浚港口，開辟了自以弗所

經利底亞舊都薩迪斯(Sardis)至波斯阿契美尼德王朝首都蘇薩(Susa)的商路。 

 

西元前 4 世紀，馬其頓國王亞歷山大大帝揮師征服安納托利亞，刺激了以弗所城的商業，

其部將利希馬科斯(Lysimachos)駐守該城，頒布鼓勵貿易的法令，使該城成為愛琴海東岸

的貿易中心，同時沿城周邊地帶興建防御工事，城內面積達九平方公里。在這個時期，城

內第一次擁有了劇場和競技場。亞歷山大大帝去世後，後繼者將城市移往波波(Bulbul)山

與帕拿爾(Panayir)山的山谷間，這也是今日以城所在地。歷經希臘文明洗禮後，羅馬帝國

幾位帝王對以弗所城喜愛有加，紛紛為城市建設加料，以弗所城的繁華興盛到達顛峰。 

 

西元 17 年，以弗所城毀于大地震。羅馬帝國第二任皇帝提比略(Tiberius)，下令重建。哈

德良(Hadrian)時期，城區主要建築的風格由希臘特色轉變為羅馬特色。由于耶穌的母親瑪

利亞選擇在以弗所旁邊的夜鶯山安度晚年，故基督教被引入該城。耶穌的使徒曾多次來這

裡傳教，以弗所驗證了基督教興起的一段歷史，而約翰使徒也曾來此定居，在這裡寫他的

『聖經』，並居住到老死；聖母瑪麗亞之家顯示了聖母瑪麗亞和約翰使徒一起來到以弗

所，度過了她最後的歲月。 

 

西元三世紀，哥德人入侵以佛索並破壞這個古城後，以弗所就從未再恢復它的重要性。 

 

西元 6 世紀，以弗所城通往愛琴海的河道嚴重淤塞，造成貿易中斷，居民被遷至阿亞索魯

克山(Ayasoluk)一帶，透過陸地與周邊地帶開展貿易，城內變為宗教活動場所，興建了著

名的聖‧約翰教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專門視察過教堂。1090 年，以弗所被塞爾

柱突厥國攻占，希臘和羅馬時代的文化遺跡基本上得到了保護。鄂圖曼帝國時期開始了對

遺跡的研究。土耳其共和國成立後，以弗所被辟為旅遊景點。 

 

以弗所出土的遺址是第 3 次遷建時建造的城市，當時係由 Lysimachos 主持搬遷計畫。把

舊城的材料拆來興建新城，當新城建造完成時，舊城也因而全部消失。傳說第 4 次遷城是

因為預測到有大地震，居民倉促逃離，翌日果然發生大地震，原來的建築東倒西歪，難以

再利用，第 3 次遷建之舊城因此未遭拆毀而遺留下來，正由於不是在正常的情況下進行遷

建，今天我們才能參觀這座由大理石建造而成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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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於 20 世紀初被英國考古學家所挖掘出來，其中最有價值的雕刻目前都存放在英

國博物館裡，然而走在廢墟之中，從它所留存下來的高大建築，依舊可以感受這個古城市

當年的盛況。古城遺址呈西北－東南走向，總長約兩公里，Ephesus 有南、北兩門，宜選

南門入北門出，參觀時會從高走到低。我們由南端的 Magnesia Gate 入口進，先看當年的

期貨市場，而後走入“市政大道＂。 

 

 
Ephesus City Map 

 

#1 市集 Basilica / 市民開會的議場 State Agora 

 

    
南門入口旁的浴池                                                                                 從 State Agora 看 Odeon 

 

#2 議會 / 露天音樂廳 (Odeon) 

 

Basilica 東是 1500 人的半圓形劇場 Odeon。Ephesus 有兩個半圓劇場，Odeon 比較小。羅馬

帝國與早前的希臘，政治上的最大區別就是羅馬採合議制，希臘是集權式，所以 Odeon

的重要功能是開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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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on                                                                    Detail of steep stairs (with claw feet) and seating 

 

以弗所古城所有主要的建築都建造在大理石路的兩側，建於西元 2 世紀的 Odeon 位置在最

前面，是古羅馬時代市政府高級官員開會的議場，同時兼作音樂廳使用，為典型的羅馬式

建築，在看台後方有高牆，入口在兩側，看台與舞台間半圓形的區域，是供樂團演奏的席

位。 

 

#3 Prytaneion (市政廳 City Hall) 

 

音樂廳之後的重要建築是市政廳(City Hall)，是在西元前 3 世紀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為獻

給 Artemis 阿特密斯女神而興建，歷代曾加以整修，廳內以黑、白大理石裝飾，分為幾個

不同的辦公室，中庭放置豐饒女神 Artemis 女神的雕像，並燃燒火苗象徵以弗所城市精神

永久存續，市政廳約在西元 4 世紀末毀壞，以弗所出土時，在市政廳的廢墟中曾挖掘出造

型完好的兩座阿特密斯神像，現收存於塞爾柱克博物館。 

 

    
Ephesus 市政廳                                                                                                                  聖火檯 

 

從 Ephesus 的柱子可以看出這個城市的時代變遷。平頂橫紋的是 Dorian 風格（約公元前一

千年），數量不多，多利安人（希臘北邊的民族）可能是最早的一批居民。有兩坨捲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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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onian 柱，愛奧尼亞民族（約公元前六世紀）後來進入本城，人如其海，愛奧尼亞海在

義大利南部與希臘之間，柱子開始花起來了，文風亦盛，荷馬就是這時代的人。最花的也

是現存最多的就是 Corinthian 風格，進入羅馬時期的無敵豪華版。 

 

 
 

 

#4 岔路往南是 Fountain of Pollio 水泉(左)和 Temple of Domitian(右)羅馬皇帝記念碑。 

 

The Tomb/Fountain of Pollio - erected by a grateful city in 97 AD in honor of C. Sextilius Pollio, who 

constructed the Marnas aqueduct, by Offilius Proculus. It has a concave facade. 

 

The Temple of Domitian was one of the largest temples on the city. It was erected on a pseudodipteral 

plan with 8 x 13 columns. The temple and its statue are some of the few remains connected with 

Domitian. 

 

 
Fountain of Pollio & Temple of Domi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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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大道的盡頭是個廣場，堆置許多雕刻，看到兩條飛蛇交纏於杖上的醫學的標誌，應是

醫院所在地。 

 

    
曼紐斯紀念碑噴泉(Monument Fountain)外手執花冠及棕枝的勝利女神 Nike 雕像 

 

 

#5 曼紐斯紀念碑 (Tomb/Monument Of Memnius) 

 

曼紐斯紀念碑(Tomb/Monument Of Memnius)是以建造人之名做為紀念碑的名稱，曼紐斯是 

西元前 86 年在位的羅馬皇帝蘇拉(Sulla)的孫子，也是以弗所城水道的建造人，為著名的建

築師。以弗所人曾協助鄰近的龐特思王國(Pontus)抵抗羅馬的侵略，然而龐特思(Pontus)國

王戰勝羅馬後卻屠殺 80000 個以弗所人，為紀念此一悲慘的屠城事件而建造這作紀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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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ument Of Memnius 曼紐斯紀念碑                             Monument Fountain 曼紐斯紀念碑噴泉 

 

 

#6 大力士赫丘力斯之門 (Gate of Hercules) 

 

大力士赫丘力斯之門(Gate of Hercules)是進入克里特斯街的大門，這座衛護市政廳的大門 

，充分顯示出市政廳為以弗所的中樞地位。門上的兩座雕像都是大力士赫丘力斯，只是造

型不同而已。 

 

    
大力士之門 Gate of Hercules                                                     #7 Curete Street 的盡頭是圖書館 

 

 

#7 克里特街 (Curete Street) 

 

大力士之門後是一條名為克里特街(Curete Street)的主要的街道，為城中一條順勢而下的 

通道，有具有排除廢水、污物功能的下水道設施，古時用來運送木材和火苗。 

 

 

繼續往西下行，有另一個華麗水泉 Fountain of Trajan，旁邊是 Temple of Hadrian，都是記念 

這些羅馬皇帝並以之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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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拉真皇帝噴泉 (Trajan Fountain) 
 

圖拉真皇帝噴泉(Trajan Fountain)建於西元 2 世紀初，是羅馬皇帝圖拉真所建造的，為高約 

12 公尺的兩層樓建築，前面噴泉池造型仍可辨識，水道分內外兩層，內層供人飲用，外

層則供牲畜，多餘的水則流入路邊的小溝中，同時可清洗街上沙塵，也有清涼消暑的作

用。 
 

    
圖拉真皇帝噴泉(Trajan Fountain) ，水道分內外兩層 

 

#9 哈德連神殿 (Temple of Hadrian) 
 

哈德連神殿(Temple of Hadrian)是羅馬皇帝哈德連時期所建造的，哈德連是圖拉真的兒子， 

是羅馬帝國五賢帝之一，戰績彪炳，西元 117 年即位至西元 138 年，在位期間羅馬領土達

到最廣闊，北至現在的羅馬尼亞、匈牙利，曾在英格蘭北面修築哈德良長城，向東則曾擴

張至美索不達米雅。神殿是典型的柯林斯圓柱式之造型，內牆的廊柱，一側雕刻希臘時代

的神話人物，另一側雕刻著亞馬遜(Amazon 是 Hittite 西臺王國的女戰士)的人物。正面門廊

上有保護此神廟之蛇髮女妖梅杜莎(Medusa)的雕像，在希臘神話中被梅杜莎看到的人會變

成石頭。 

 

  
哈德連神殿 Temple of Hadrian                                  中央雕著蛇髮女妖梅杜莎(Medusa)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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