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德連神廟(Temple of Hadrian)是典型的希臘神廟建築，廊柱及內牆皆刻滿神話人物。被四 

根柯林斯圓柱所支撐的三角形山形牆已經殘破，而中間由兩根柱子支撐著的圓拱門卻依舊

展示著歲月痕跡；門廊內牆的浮雕描述著城市建立者的傳奇。 

 

值得一提的是 Temple of Hadrian 左右樑上分別雕刻了建城的兩個典故(神諭建城及亞馬遜

女戰士建城)，其中亞馬遜女戰士的說法雖是神話，卻很有道理，因為亞馬遜女戰士是無

性繁殖的，喝泉水就可以生小孩，而 Ephesus 的水泉又特別多。 

 

 

#10 Terrace Houses：有錢人的住宅區，內有精美的壁畫(沒有開放)。 

 

        
Terrace Houses                                                                                                           區內的壁畫 

 

 

#11 克里特街與 Terrace Houses 之間美麗的馬賽克(Mosaic)裝飾地板仍完好如初。 

 

    
Mosaic Way 馬賽克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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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共廁所 (The Altrina) 

 

Ephesus，是世上第一個擁有自來水系統、坐便和沖廁的城市。公共廁所(Public Toilet)是沒 

有隔間的一排挖洞的馬桶，保留完好，排泄物直接掉入兩公尺深的溝中，溝中有水不停流

著，而座位前下方地板則有小水溝，是方便後盥洗用的，可知其下水道系統非常發達。 

 

據稱公共廁所是羅馬人早期的社交場所，想像看一整排男性坐在馬桶上，一邊聞臭，一邊

聊天，是個什麼樣的畫面，這個公共廁所是觀光客最感興趣的地方。 

 

    
這就是公廁(左圖)，下面是引山泉自動沖廁的用水系統，前面的小溝是盥洗用的。來這邊

方便是當時男性的專利，就好像浴池一樣，是社交場所，中間還有現場音樂表演(右圖)。 

 

 #13 塞爾瑟斯圖書館 (Library of Celsus) 

 

位於克里特街(Curetes Street)與大理石路(Marble Road)交會口，建於西元 2 世紀的塞爾瑟斯 

圖書館(Library of Celsus)為以弗所的地標。當以弗所的羅馬總督塞爾瑟斯(Celsus Polemaenus 

)之子繼任總督時，為了紀念其父特別建造了這所圖書館，建造地點選擇在塞爾瑟斯之墓

園。規模號稱當時世界的第三大圖書館，也是小亞細亞地區僅次於白加孟圖書館的第二大

圖書館。(以弗所這個圖書館，和亞歷山大圖書館、白加孟古城的圖書館共稱為古代三大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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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牆面上有四尊掌管智慧、知識、命運、和美德的雕像，而且，柱頂天花板很華麗。 

 

塞爾瑟斯圖書館建造完成後歷經大火、地震，迄今圖書館正面大門仍然保持原來的樣式，

內部則徒留四壁，看得出底部為石材，上半則為磚造。大門分上下兩層，皆為石造，一樓

清楚可見石柱後面的 4 尊女神像，二樓本來也有 4 尊女神像，但是在 20 世紀初，奧地利

的考古工作人員，假藉來此協助考古挖掘，暗中把 2 樓的 4 座女神雕像運至維也納國立博

物館收藏。圖書館附近有一墓地據傳為埃及豔后克麗奧派屈拉姐姐的墳墓，最近一次約在

西元 1970 年進行整修。 

 

    
圖書館內部及祕道 

 

 

 

#14 Gate of Mazes & Mithridates 

 

面對塞爾瑟斯圖書館，右側的 Gate of Mazes & Mithridates 與市集(Basilica) 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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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of Celsus and Gate of Mazes & Mithridates                      Gate of Mithridates 奧古斯都大門 

 

#15 妓院 The Brothel 
 

妓院面對塞爾瑟斯圖書館，地底下還有祕密通道與塞爾瑟斯圖書館相通，當時男性為了躲

避家中老婆的監視，假借去圖書館的機會，偷偷從祕道前往妓院尋歡。附近大理石路上有

一個指引水手前往妓院的指標，指標上刻有女人頭部、左腳腳印、一顆心、錢幣和箭頭等

圖案，意思是說：如果心靈空虛，請比對腳印，超過腳印的人表示已經成年，可以帶著錢

幣，循著箭頭指示的方向，就可以找到美女，獲得心靈的滿足，這是 1800 年前的最先進

的廣告。 
 

    
妓院 The Brothel                                                                                          #16 前往妓院的指標 

  

#16 世界上最早的色情廣告 
 

Marble Road 的石板上有個有趣的圖案，號稱是世界上最早的色情廣告牌： ─女人頭、一 

顆心、錢幣、腳丫，腳趾的方向，正走向 Brothel，中趾最長，解釋是找第三間。大家比

較喜歡的解釋是：如果心靈空虛，如果你有錢，腳也比石板上的大，美麗的女人願意為你

獻上心。白話點說就是：男人啊，順著這方向走，就可以找到女人、享受情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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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理石路 (Marble Road) 

 

最著名道路的則是古城中最豪華的大理石路(Marble Road)，全部用白色的大理石鋪成，連 

排水溝都有，左邊有圖書館、右邊則有妓院的遺跡。向大劇場方向有店舖遺蹟和大理石的

列柱另外還有一條阿卡迪安路(Arcadian Avenue) ，不知道當時如何設計與建造這樣漂亮的 

大馬路。 

 

       
Marble Road，Ephesus 最平整的一段大理石路，路上有許多小孔，是鑿來防滑的。 

 

 

#18 市集 (Basilica) (The Commercial Agora 市場) 

 

Basilica，是當時的期貨金融中心，是西元前 3 年完成的，包含市民集會中心、貿易金融中

心等等機構，為當時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機能之所在，市集兩旁都是石柱的大道，同側兩根

柱子與後方 4 根柱子圍成的範圍即為古時的一家商店，本來是都有屋頂的，目前屋頂都坍

榻。希臘時期在市集交易是男人的工作，跟現在上菜市場買賣的人以女性為主的情況不

同，男性並藉此參與公共事務談論政治。拱門後據說是三溫暖公共浴池，一起進浴池是商

人的社交方式，到今天，中國江浙一帶也還是如此。 

 

    
圖書館與旁邊的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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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教堂後來也採用市集(Basilica)這個名稱，西元 4 世紀時，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天主教為

國教，各地均須建造聚眾禮拜上帝的建築，一時之間，採用 Basilica 市集的矩形高柱式，

做為羅馬會堂式教堂，蔚為風氣，同時也把市集的名詞直接用在教堂。  

 

#19 大劇場(Great Theater)  
 

世界最大劇場之一的大劇場約建於西元前 3 世紀至西元前 2 世紀之間，另有一個說法是在

西元 41 年至 117 年之間建造完成。大劇場位於大理石路最末段之處，係沿 Pion 山坡而建

的橢圓形建築，混合了希臘、羅馬兩種建築風格，半圓形沿山坡而建的觀眾席是希臘劇院

特色，拱型門的入口，表演台後建造高牆則為典型的羅馬建築風格，整片的地板和看台都

用大理石為建材，可見當時以弗所的繁榮富裕情況。劇場內可容納觀眾 25000 人，是土耳

其最大的劇場，古時每逢節慶全城人都會來此參加音樂會，耶穌的弟子聖徒聖約翰曾在此

對數萬群眾演說。現在這個大劇場仍然在使用，Rolling Stones 等搖滾樂團都在這辦過演唱

會！ 
 

    
大劇場 Great Theater 

 

#20 Arcadian Avenue/Harbor Street：  
 

    
Arcadian Avenue (Harbor Street)                         大劇場正對著昔日通往港口的 Arcadian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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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運動場 The Gymnasium of the Theatre 

 

The Gymnasium of the Theatre 運動場，建於西元 100 年，有運動場、浴場、游泳池和大禮

堂種種設施，不過原有精雕細琢的石柱，大部份已被盜去興建教堂。 

 

     
運動場 The Gymnasium of the Theatre 

  

 

午後，前往土耳其著名的皮衣工廠參觀，有專人解說如何鑑賞皮衣並欣賞皮衣展示走秀。 

 

    
 

 

Artemis 阿特密斯神殿 

 

以弗所城最大的神殿不在城內，遷城時並未移動阿特密斯 Artemis 神殿。Artemis 按希臘神

話的記載是宙斯(Zeus)與凡間女子勒托(Leto)所生之女，與阿波羅(Apollo)為孖兄妹。當宙

斯原配希拉(Hera)得悉勒托懷了自己丈夫的孕時，便派毒龍追趕她，幸而清風送她到了以

弗所(Ephesus)山上的樹林去生產。 

 

阿特密斯是月亮和狩獵女神，及大自然和家畜的保護神，等同羅馬人的狄安娜(Diana)女

神。她也是以弗所的保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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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人禮敬的阿特密斯不同於希臘本土的，因小亞細亞所尊崇的 Artemis 為豐饒女神，

她胸前滿佈乳房，身上的長衣飾以各種真實和神話動物，稱為多乳的阿特密斯(Artemis 

Polymaste)。 

 

對古代的人們來說，狩獵可不是休閑娛樂項目，而是養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作

為古希臘神話中的狩獵女神，阿特密斯深受希臘人民愛戴。為了表示對她的虔誠，大約在

公元前５５０年，古希臘人修建了舉世聞名的阿特密斯神殿。阿特密斯神殿不只是希臘的

最大神殿之一，也是最早完全用大理石興建的建築之一。 

 

以弗所是崇拜阿特密斯女神的中心。阿特密斯女神殿(Artemision)，以其建築風格的壯麗輝

煌和規模巨大，被喻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觀」之一。神殿長約 115 米，闊 55 米，有

127 根巨柱，每根柱基的直徑有 1.8 米，高約 17 米，豎立在一個 6 方米的柱座上。 

 

 
古代七大奇蹟之一的 Temple of Artemis Yesterday 

  

相傳放在祭壇後面的女神態像，是用隕石雕刻而成的，為此也被稱為「從天而降」的。以

弗所人自認是「那從天降下的阿特密斯神像及其神廟的看守者(Neokoros)。」 

 

阿特密斯女神的敬禮，把小亞細亞及全世界的異教信徒，都吸引過來。他們把所謂的阿特

密斯月(即三至四月間)奉獻給這女神，期間會為了尊敬這女神而舉行特別的慶典，包括神

像遊行、戲劇和競技。阿特密斯月為敬禮這女神而舉行的盛會，以可容納 25,000 人的以

弗所大劇院為中心。 

 

在西元前３５６年，這座壯觀的神殿被一位想留名萬世的縱火狂給燒毀了，幾十年內在同

一地點，又佇立起一座非常接近於原先建築的神殿。 

 

這座重建的神殿存續至羅馬時代，當時的羅馬作家普林尼對它的規模和結構均表讚嘆。屋

頂的三角楣飾上有三扇大大的窗，透過中間的窗戶，在祭壇的參拜者可以看到他們的女神

阿特密斯。祭壇本身就是一座相當令人讚賞的柱廊建築，它是位於神殿的前方。 

 

公元５世紀前期，東羅馬帝國占領了埃斐索斯，它的皇帝奧德修斯二世是個狂熱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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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根本不信什麼狩獵女神。在奧德修斯的命令下，阿特密斯神殿被徹底摧毀，從此永遠

在世界上消失了。 

 

阿特密斯神殿目前僅餘兩根神殿的石柱，立於基座上，如今只能憑著佔地寬廣的基座想像

它當年的氣勢了。完整的神殿由 172 根石柱築成，大部分建材被取去蓋不遠處山腰上的聖

約翰教堂。 

 

 
阿特密斯神殿遺址後面是 Selcuk 古城遺址、聖約翰教堂與伊沙貝清真寺 

 

 

Selcuk 塞爾柱  

 

來到塞爾柱，多半是衝著以弗所古城(Ephesus)的響亮名號，繞訪古城遺址各項建設以及阿

特密斯神殿，你會明白什麼是嘆為觀止！耶穌門徒約翰在這裡終老一生，保羅曾在本城傳

教，聖母瑪麗亞也在此城安度晚年，這裡也是基督徒的朝聖之地，特別是每年有超過百萬

遊客前來的聖母瑪利亞之屋(Meryemana Evi)。 

 

有關聖約翰教堂與伊沙貝清真寺 Basilica of Saint John & Isa Bey Camii 因受時間的限制，沒

有過去參觀。 

 

據說耶穌門徒聖約翰是在塞爾柱度過人生的最後一年，並在艾亞素魯克(Ayasuluk)山上寫

下福音書。6 世紀時，查士丁尼在山丘上蓋了一座大教堂，一個中央大圓頂環繞者許多小

圓頂，呈現一個十字造型。埋葬聖約翰的墓室位在中殿，而在後堂有兩片濕壁畫模糊可

辨，是聖約翰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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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lica of Saint John, Saint John Church 聖約翰教堂位於 Ayasuluk 山丘上 Selcuk 古城旁邊 

 

Ayasuluk 山丘下有座建於 1375 年的伊沙貝清真寺，這是介於塞爾柱和鄂圖曼時期，風格

正在轉變的建築形式，只要非穆斯林祈禱時刻，都會讓遊客入內參觀。 

 

 
Ayasuluk 山丘上的 Selcuk 古城遺址和山腳下的 Isa Bey Camii 伊沙貝清真寺 

 

 

Day 5 – PAMUKKALE 帕姆卡列(又稱棉堡) (UNESCO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 

Hierapolis (希拉波里茲 ) (Aphrodisias) (Apr 22) 

 

We will depart for Pamukkale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drive to Aphrodisias; the city of art dedicated 

to the Goddess Aphrodite. The marble theater there is beautiful and the stadium seats over 35,000. 

After Aphrodisias, we will continue our drive to Pamukkale.  We will wander along a ruined city and 

its necropolis (city of the dead) and see the many sarcophagi. We will also visit the snow-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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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rtine of calcium for which Pamukkale is famous. Pamukkale is one of the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with strikingly beautiful mineral springs clinging to the hillsides that will amaze you.  We will 

stay at the 5-star Colossae Hotel, which has a hot-Thermal mineral pool for our enjoyment. 

 

艾芙洛狄西亞 (Aphrodisias) - 愛神眷顧的古城市 

 

Aphrodisias 古城位於古代小亞細亞西南部的行政區卡里亞(Caria)之上，曾經是小亞細亞一

帶知名的醫學、哲學、雕塑和藝術中心。雖然早在八千年前就有人類在此居住的痕跡，城

市真正興起卻遲至西元前一世紀。此地名聽來陌生，其實此名是源自希臘女神艾芙洛黛( 

Aphrodite)、也是一般人較常聽到羅馬神話裡的女神維納斯。在土耳其眾多古蹟中這座古

城是保護較好的一處。 

 

西元前 82 年，羅馬將軍蘇拉(Sulla)根據神諭在此奉祀艾芙洛黛(Aphrodite)女神，並將地名

改為艾芙洛狄西亞。這座城市因深受羅馬皇帝喜愛而享有特別待遇，奧古斯都大帝下令免

除該城稅賦並給予高度自治權，使得艾芙洛狄西亞得以蓬勃發展。由於地近大理石採石

場，自古艾芙洛狄西亞的雕刻工藝十分發達，在希臘、羅馬時期聞名於整個地中海世界。

西元五世紀，艾芙洛狄西亞成為卡里亞地區的首都。在基督教時代，艾芙洛狄西亞被改名

為 Stauropolis。不幸的，此城位於地震帶，飽受地震的侵襲，最終在西元七世紀的一場大

地震後，整座城市被荒廢了，斷垣殘壁堙埋於蔓草之中。 

 

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有關於艾芙洛狄西亞古城的考古文獻，直到西元 1904 年，這座被世

人遺忘的古城才陸陸續續由世界各國的探勘隊挖掘過。而真正系統化的考古行動，要到西

元 1961 年，在國家地理學會的贊助下，才交由紐約大學教授艾林姆(Profressor Kenan Erim)

率領團隊來此展開遺址的挖掘工作。艾林姆教授將他最後的歲月完全貢獻給艾芙洛狄西亞

古城，直到 1990 年去世為止。 

 

對土耳其人來說，艾芙洛狄西亞不僅是安那托利亞高原(Anatolia)保存最完善的古羅馬遺

址，同時也是他們的驕傲。因為這處古城是唯一由土耳其考古團隊主導，並在紐約考古學

家協助下展現的成果，由於目前挖崛工作仍在進行，許多挖掘出、看來十分考究的石棺，

就四處隨意擺放，讓人不禁驚訝於土耳其的寶物，竟多到如此的地步！ 

 

 
來往 Aphrodisias 的交通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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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在艾芙洛狄西亞遺址的入口路旁，放置了一排石棺，這些石棺的雕刻大同小異，但有的精

細，有的粗略，想必在價錢上自也有高低的差別。 

 

    
石棺、博物館及館內收藏品 

 

舊日城門開口於東南方位，今天的遺跡入口則在東北方。儘管古城原始規模已不復見，此

地的風景對應於一座曾經無比輝煌的城市卻極具說服力。崇拜愛與美的女神之所，果真景

色宜人，難怪蓋世英豪凱撒亦對此城心神嚮往之。 

 

 
根據考古資料模擬的艾芙洛狄西亞古城假想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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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門 Tetrapylon 

 

四面門 Tetrapylon(希臘語"四扇"之意)，因其結構為四組四扇而得名，建於二世紀中期，是

通往女神艾芙洛黛神廟之門。這種四方形的建築，四個角落各有四根一組的石柱，撐起一

個既有山牆又有拱門的希臘、羅馬複合式屋頂，很有意思。1990 年完成修復。完整的結

構，精細的雕刻，使得此門成為艾芙洛狄西亞古城最具魅力的建築物。 

 

 
四面門 The Gate (Ttetrapylon) 和後面的艾芙洛黛神廟 (Temple of Aphrodite) 

 

  
四面門 The Ttetrapylon 

 

運動場 Stadium 

 

壯觀的古代運動場，可容納三萬五千名觀眾，為地中海地區最大的一座，當年設計時已充

分考量觀眾視野。原本覆蓋著半邊木製頂棚。運動會、戲劇、音樂、雕塑競賽都曾在此舉

行，當然也少不了血淋淋的格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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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坐三萬五千人，會讓人跑到斷腿的大運動場           為了視野座位特別安排成前後曲折形 

 

 

艾芙洛黛神廟 Temple of Aphrodite 

 

卡里亞(Caria)是希羅文化深植的地區，今日出土的艾芙洛狄神廟遺跡，興建年代約為西元

前一世紀，但崇祀艾芙洛黛的習俗遠早於此。這座愛奧尼亞式神廟建築如今只餘幾根樑

柱，矗立於遺跡北區。然而在古代，依照慣例，人民信仰的場所佔據城市的中心位置。 

 

艾芙洛黛神廟(Temple of Aphrodite)從神祉的特性推論，學者們相信艾芙洛黛(Aphrodite)崇 

拜應是從東方閃米特族(Semitic)傳入希臘。她被當作是性愛與美貌的女神，象徵豐產，亦

被尊崇為航海與戰爭女神。日後羅馬人將她和司掌農田和園林的古代義大利女神維納斯( 

Venus)混同，成為我們熟知的愛神。 

 

    
艾芙洛黛神廟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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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廳 Council House 

 

    
議事廳 Council House                                                                                     Stairs with claw feet 

 

 

古代浴場 Hadrianic Baths 

 

結構複雜、設備先進的古代浴場，地上鋪設有美麗的馬賽克。此地挖掘出的多件藝術品收

藏在伊斯坦堡的考古博物館(Arkeoloji Müzesi)。 

 

    
Hadrianic Baths                                                                                  地上鋪設有美麗的馬賽克 

 

 

市集 Agora 

 

長達 200 米由愛奧尼亞立柱組成的廊柱題獻給羅馬皇帝提比略(Tiberius)，呈東西走向排

列。市集是人們做生意與公開集會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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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gora 

大劇院 

 

西元前一世紀興建，二世紀時被改建為兼具競技場功能的場地，保存完整，約可容納一萬

名觀眾。劇院依山丘地勢興建，頂端可能是衛城(Acropolis)所在地。 

 

     
大劇院，能坐 10,000 名觀眾 

 

    
Sebasteion＇s South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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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phrodisias, continue to Pamukkale. 

 

 
到達帕姆卡列(棉堡)才 4:30PM，因導遊改變行程所以看不到著名的 Pamukkale 日落(7:30PM) 
 

    
著名的 Pamukkale 日落 

 

Day 6, 7 - ANTALYA  安塔利亞 - Turkish Riviera (Apr 23, 24) 

 

Today, we will visit Hierapolis and Pamukkale then drive to Antalya.   During our stay there, we will 

tour this beautiful city snuggled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Toros Mountains.  We will 

also visit the ruined cities of Aspendos (阿斯潘多斯) and Perge.  Aspendos dates back to the time of 

the Hittites, yet the only visible remains are from the Roman period.  The restored theater at Aspendos 

(阿斯潘多斯大劇場) is said to be the best in all of Turkey.  Perge reached its height under the 

Romans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Today, what remains are the ruins of a great theater, a stadium, and 

the colonnaded main street.  If time permits, we will visit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in Antalya.  

Our stay will be at the 5-star Dedeman Hotel and we pay extra to make sure each room has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mountains. 

 

到達棉堡之前，先參觀古城希拉波里斯，Hierapolis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聖城」，相傳本

城由太陽神 Apollo 所建。由於溫泉之故，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就已經建城，很多人來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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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休，然後死後葬在此處，因此這個城郊有個很大的古墳場 Necropolis(意即亡者之

城)。古城在西元 17 年時遭遇強震破壞，花費許久才又恢復盛況，最後又經歷戰爭與數次

強震後在西元 14 世紀初被放棄。我們在清晨先進入這片亡者之城，再穿過 Hierapolis 古城

遺跡，最後到達棉堡。 

 

Hierapolis 希拉波里斯 

 

希臘古城希拉波里斯(Hierapolis)位在土耳其西南部丹尼茲利(Denizli)西北方約 30 公里處帕

姆卡列 Pamukkale 北面之台地上，這是白加孟 Pergamon 國王 Telephos 所建立，而按照他的

妻子 Hiera 起名的一座城。西元前 190 年，白加孟的尤梅能斯二世(Emumes)國王，就開始

在這裡興建養生渡假中心，「希拉波里斯」在希臘文中則是「神聖的城市」的意思，羅

馬、拜占庭時期也紛紛將其擴建成一個包括神殿、劇院、浴場及醫療等設施的多功能養生

勝地。西元 2 至 3 世紀的全盛時期，曾因當地有具有治療效果的溫泉，成為古羅馬浴場的

中心，而形成人口 80 萬的大都市。 

 

在拜占庭時期，此城一度是教區中心所在地，有一座奉聖斐理伯為主的大堂，這位聖人公

元 80 年在此殉道。 

 

希拉波里斯古城的周圍是古墳場 Necropolis(亡者之城)，主要是由各式巨大的石棺所構成，

據說有 4000 多個石棺散落在附近的荒野上，有圓棺、方棺和全家福式的石棺，陵墓也是

用大理石堆砌而成。古代此地有治療效果的溫泉，而使古城成為醫療中心，許多患病的人

被送來醫治，沒治好的人死後就地掩埋，因而形成了廣大的墳場。 

 

石棺是擺在地面上的，並不埋起來，這個習俗最早由埃及人使用，後來古羅馬人沿用。大

部份用得起石棺的祖先都家世豐厚，石棺上常有精美的雕刻。經過二千年的洗禮，很多石

棺都毀損得很厲害，甚至蓋子都不見了，但仍能由棺上的石雕見證睡在其中的主人身家顯

赫，大型石棺的大小都跟個小石屋子差不多大呢。有些顯貴人士的石棺外還有個小院子包

圍，甚有家廟呢。 

    
荒野上的石棺                                                                                                石棺外有個小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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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ukkale 棉堡 

 

距德尼茲利市(Denizli)約 20 公里的 Pamukkale 帕姆卡列(棉堡)，堪稱世界奇觀之一，也是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欽定的世界遺產，自古以來即為溫泉度假勝地。Pamukkale 以其整片十

分壯觀的白色石灰岩地質(TRAVERTINES)的雪白棉花城堡(Cotton Castle)特殊地貌景觀稱譽

全世界，因此帕姆卡列別名棉堡或棉花堡。在日本的秋芳洞、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中國

四川的黃龍均有此種石灰階地質，但以帕姆卡列最為壯觀。 

 

Pamukkale 其地下溫泉蘊含有大量碳酸鈣，溫泉以三十五度六的溫度，不斷自地底湧出地

面，再從丘陵上瀉下，此時泉水中釋出的碳酸鈣為膠質狀態的沉澱物，順著地形產生浸蝕

及沉澱作用，經過長久的時間形成大大小小層層相疊白色棉絮狀階梯，在階梯的邊緣的石

灰質又堆疊成凸起的邊緣，又形成可以蓄積泉水的天然池，而造就了令人驚豔的帕姆卡列

地質奇景。白色的岩石遍佈山壁，看起來好像是藹藹白雪，搭配上台地一漥窪積著礦泉的

藍綠色水池，這樣美麗的景象，真是令人讚嘆造物者的神奇。 

 

由於觀光的群眾大量的湧入，污染了泉水，破壞此一地區的生態，對 Pamukkale 的石灰階

地造成不良的影響，土耳其政府因此推出管理改善的措施，把天然的泉水有計劃納入管

控，保持地形乾燥，讓膠狀的碳酸鈣沉澱物有足夠的時間接受陽光曝曬變硬，另外在原有

地形上用水泥砌成一階一階的人工階梯邊緣，幫助泉水中的碳酸鈣堆積在上面，製造出經

過人力加工的石灰階地。 

 

要區分天然的石階地形或人力加工的部份，並不困難，自然形成的階梯邊緣會沉積出一條

棱狀的突起，踩在上面腳底會刺痛。人造階梯則因邊緣有一定的厚度，呈現平面的狀態，

看起來很單調，不如天然形成的精采。 

 

一池池藍白相間的天然池，從高處俯視閃爍著寶綠色的波光，層層交疊的非常美麗，可惜

的是，有大半的池子是呈乾涸狀，雖然有不同的美感，但若有溫泉填充其間，想必景色更

是壯觀! 

 

   
大半的池子是呈乾涸狀                                                                                                樣板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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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棉堡的大片水池已乾涸，引水道卻把泉水源源不絕地引到一小片的「樣板水池」。天

然池中的泉水，溫度終年維持在攝氏 29 度，在雪白地形的襯托下，湛藍清澈，帶來透心

的清涼。現在的棉堡有作復育的努力，水量雖不及過往，但還可泡泡腳。 

 

 
踏上堅硬的石灰岩表面，地面並不光滑，泉水在岩石表面雕刻出各式各樣的紋路，踩在上

面刺刺癢癢的，猶如腳底按摩般。 

 

    
脫下鞋子，體驗那白色的岩石觸感。水溫沒有想像中高，許是湧出地表已久。 

 

 

阿波羅神殿(Temple of Apollo)  

 

神殿是遵照神諭所建，將原有的古羅馬浴場改建而成，現僅遺留殘破的石堆。神諭是古希

臘社會非常重要的行為依據，不論是政治或生活上的決定都須求神曉諭後，依照神的指示

辦理。求神諭時必須備置牲禮或金銀財寶，由 50 歲以上之農婦扮成巫師，祭拜後祈求神

諭。在土耳其境內還有以弗所古城、戴丁瑪神殿是奉神諭建造的，另外，希臘岱菲爾神殿

也一樣是奉神諭建造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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