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op in Kanesh to see an excavation of a Hittite city  

 

Hitti Kingdom 西臺王國 

 

公元前 2200 年，在東歐草原遊牧的西臺人(Hittites)橫過高加索進入小亞細亞。 

 

西元前 1900 年左右，西臺人進入土耳其，並且在現在首都安卡拉(Ankara)以東約 150 公里

的博阿茲柯伊(Bogazkoy)建立國都，開啟了這片土地上文明發展的鎖鑰。他們善于鍛造鋒

利武器，語言屬印歐語系，乘坐的雙輪馬拉戰車屬先進軍事裝備。到達土耳其後，在征服

了土著居民哈梯人（Hattic）後，他們將自己在高加索使用的種族名稱更改為“西臺＂

(Hittites)。西臺人注意學習異族文化和生產技術，包括哈梯人的楔形文字和美索不達米亞

的閃米特文學。改遊牧為農耕，定居下來發展貿易並開始建立城邦。 

 

西臺人能征善戰，先後發動了對敘利亞阿勒頗王國和伊芳拉克巴比倫王國的戰爭，均獲得

了勝利。公元前 1650 年，西臺人在哈圖西理斯一世（Hattusilis I）的領導下建立王國，是 

為西臺古王國時代。  

 

在西元前 1400 年左右他們向西擴張至愛琴海與希臘克里特島的米諾文化接觸，向東發展

到幼發拉底河，向南擴張到敘利亞，並與古埃及、巴比倫王國確定了「邊界」，歷史上稱

之為「西臺帝國」Hittite Empire，而這段社會文明，被稱之為「西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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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000 年的西臺遺址 

 

 

Cappadocia 卡帕多起亞  

 

位於安納托利亞高原中央的卡帕多起亞自然奇景，是世界上最壯觀的岩石風化區。此地於

3 百萬年前，三座火山陸續爆發後，大量的熔岩噴出並覆蓋了地面，經過了長時間風吹雨

打，大自然的力量就像一雙雕刻家的巧手般，在這片大地上創作了無數的傑作。除了壯麗

的景觀之外，卡帕多起亞更有著悠久的人文歷史。在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列為國教之

前，羅馬軍隊時常鎮壓基督教徒，許多虔誠的教徒、修道士紛紛地逃難至卡帕多起亞。他

們發現卡帕多起亞的岩石非常適合挖鑿建屋，而這裡複雜的地形更適合躲避羅馬軍隊的追

殺，於是他們在這裡定居，就地將岩石改造成住屋、教堂、修道院，並向下挖掘避難用的

地下城市。到了西元 7 世紀，阿拉伯人入侵，基督教徒再度受到迫害，許多人又跑到卡帕

多起亞地區躲避。到了 11 世紀，卡帕多起亞地區已經有超過 1 千個宗教性的建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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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到卡帕多起亞(Cappadocia)之前，很難想像得到世界上真的有一個像童話故事中所敘述

的奇幻世界，在一片廣闊的平原中，奇岩怪石從地表冒出綿延一座座的山谷，在這些神秘

的岩石當中隱藏了許多被遺棄的教堂和石屋，教堂裡色彩鮮豔的壁畫，訴說著創世以來的

故事，石屋裡的居民，人去穴空，僅留下當時生活的痕跡，讓後人想像追憶。 

 

奇石區佔地甚廣，遊客多住在當中的三個小鎮葛勒梅 Göreme、阿凡諾斯 Avanos 和厄古普 

Ürgüp，再參加當地旅行團或租車遊覽附近的名勝古蹟。三個小鎮之中以葛勒梅最熱門。 

 

 

葛勒梅 (Göreme) 

 

葛勒梅坐落在土耳其中部高原的「奇石區」，那裡遍佈嶙峋怪石，怪石下是綿延數里的天

然洞穴和地下通道。數百年前，一些基督教傳教士為了逃避來自羅馬帝國和入侵的伊斯蘭

教徒的迫害，把那裡的天然屏障改造成一些地下城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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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勒梅和後面的烏奇沙 

 

我覺得葛勒梅是一處頗有特色的地方，不容錯過的有附近的自然景觀和中世紀傳教士從天

然洞穴改建而成的教堂和地下城，不可不試的還有很多由天然煙囪洞穴改建而成的旅館。

葛勒梅美中不足的地方是它太商業化。 

 

 

葛勒梅露天博物館 Goreme Open Air Museum (Goreme Acik Hava Muzesi) 

 

到葛勒梅(或奇石區)不能不到葛勒梅露天博物館，那裡可說是奇石區的縮影，怪石、洞穴

比比皆是，而當中一些洞穴的壁畫更是奇石區保存得最好的。 

 

 
 

葛勒梅的意思是「讓你看不到」(You cannot see here)，能讓阿拉伯人看不到躲在洞穴社區 

中的基督徒，靠的是在巨石中挖出教堂、住居和牲口豢養的洞穴社區，形成共居、共同生

活的文化。露天博物館也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名的世界遺產之一，這裡佈滿岩穴式的拜

占庭教堂和修道院，是觀光客來到此地不可不看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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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初始，羅馬帝國對於新宗教的興起感到恐懼，採取極端鎮壓的方式想要遏阻這股信仰

的力量。為躲避來自政治的迫害，教徒們遁入卡帕多奇亞複雜龐大的地下城，以及隱密的

山中岩洞裡，繼續尋求他們與上帝的榮光。從那時起，安那托利亞成為基督教重要的信仰

中心，僧侶與隱士吸引大批追隨者，修道院與教堂隨之在各地被興建起來。 

  

在基督教歷史上，因聖保羅認為葛勒梅的環境適合訓練傳教士，所以選擇葛勒梅設立神學

院，於是葛勒梅在 4 至 9 世紀間成了小亞細亞的信仰中心，露天博物館(Goreme Acik Hava 

Muzesi)裡的洞穴教堂，保全了完整的宗教壁畫，為葛勒梅的堅定信仰做了最好的見證。 

 

早期的教堂藝術因為基督教舊約禁止偶像崇拜和回教對人像的禁忌，就在西元 726 年，當

時拜占庭王朝的皇帝李奧三世 (Leo III) 下令禁止人像畫，禁令的實施長達百年以上，這使 

得宗教藝術遭遇到空前浩劫，無數的馬賽克和壁畫從此被破壞消失了。在露天博物館遺留

有三十座以上的洞窟教堂，其歷史可追溯到 10~13 世紀拜占庭和塞爾柱時期，保存得很好

的濕壁畫一幕幕都是歷史的見證，當然得來瞧瞧！ 

 

      
濕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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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禁止偶像崇拜，像這樣抽像變形的十字架圖案，就是當時的變通做法 

 

    
黑教堂 Karanlik /Dark church 的壁畫最吸引，因此需要另外購票 

 

    
Cappadocia 的最大教堂：露天博物館入口對面的托卡利教堂 Tokali Kilise (Buckl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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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特佩 Esentepe 的精靈煙囪 

 

Pasabag Valley of the Fairy Chimneys 帕夏貝精靈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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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點的旁邊有不少店家，不過我們都沒去逛，倒是對一旁給觀光客騎的駱駝和顧店的媽

媽比較有興趣，那身土耳其的傳統服裝，不管是媽媽還是年輕少女都這樣穿，真是有趣！ 

 

      
 

烏奇沙 Uçhisar 

 

所謂的烏奇沙 Uchisar 是「第三個堡壘」的意思，另二個則是厄古普(Urgup)及歐塔希沙

(Ortahisar)，但以烏奇沙的地險最顯著，除了挺立在一片平原上外，數個圓椎形的相連巨

岩形成龐大社區，據說在外敵入侵時，平時就在洞穴社區存水糧的居民，可以躲上數月不

必外出。 

 

 
The city of Uçhisar and Pigeon Valley 

 

烏奇沙的地勢已經比周遭高出許多，如果爬到烏奇沙堡壘的頂端，景觀視野更是驚人，諸

多山谷一覽無遺，夕陽時分是最佳時刻 

 

烏奇沙城堡建於拜占庭時期，同樣利用火山岩的特性，鑿成大大小小不同的窗戶和通道，

作為軍事眺望台，看那一層一層高低起落的房間，應該去爬爬看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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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sar Castle 烏奇沙城堡                                   「鴿子谷」(Pigeon Valley)也是一個自然奇景 

 

    
 

 

Devrent Valley (also known as Imaginery Valley or Pink Valley) 看駱駝岩 

 

這個山谷同樣充滿巨大紅岩，人們賦與想像力，給很多石頭都取了名字，只有著名的駱駝

岩能夠一眼辨認之外，其他的怎麼想像就是看不出來… 

  

 
駱駝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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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ry Valley 

 

Avanos 阿凡諾斯陶藝工坊 

 

Avanos 阿凡諾斯本來就是出產陶瓷的重鎮，來到這裡，他們會請你喝杯茶或酒，並簡單

示範陶器拉坯上釉的過程，最後經過展覽室，就是要你買東西啦！滿佈牆面的各式陶器，

其實真的很美！ 

  

    
 

 

凱馬克利地下城 Kaymakli Underground City  

 

卡帕多奇亞一帶的火山地質鬆軟，易於挖鑿，所以早期基督教徒為躲避戰亂及迫害，在地

表下建立了一座座龐大的地下城市作為避難用途，目前卡帕多奇亞發掘出 37 個地下城。

雖然地下城並不是平時生活的地方，不過有時居民在地下城生活長達一個月，所以地下城

擁有完整的生活機能，起居室、會議廳、廚房、儲藏室、釀酒室、教堂一應俱全。地下城

一層層的往下興建，錯綜複雜的通道及洞穴猶如迷宮一般，有的地下城挖到地下 8 層，甚

至可以容納上千人。其通風設備以及抵禦外敵的設計，更是讓人嘖嘖稱奇。垂直而建的通

氣孔深達 70 至 80 公尺，提供地下 4 萬平方公里，最底及最上層均保持攝氏 13 至 15 度的

均溫，因此很適合釀酒，更不怕惡劣的氣候。卡帕多奇亞的風化地形，規模大且富於變

化，就像是大地上突然迸出的件件造型藝術品，連綿不斷，令人嘆為觀止。由於許多風化

岩石的造型奇特有趣且千變萬化，當地人暱稱它們為「精靈的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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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城大概在 8 世紀後就漸漸荒廢，直到 20 世紀才開始一一被發現，以 Kaymakli 地下城

為例，共有 8 層，大圓石門的設計完整可見，公社生活的種種痕跡清楚可見，是體驗地下

生活最好的地下城。 

 

     
Interior of Kaymakli cave room, Cappadokia 

 

洞穴社區易守難攻，地下城更是嘆為觀止，而抵禦阿拉伯軍隊的基督徒更巧妙地利用地下

城：窄而複雜的通道只容一人進或出，垂直開口的通氣孔、循環系統可以讓最底層和最上

層的空氣一樣清新，而利用槓桿原理推動的兩噸重大圓石門，更是地下最堅固的堡壘……

地下城許許多多不解的秘密讓它成為卡帕多起亞的另一個傳奇。 

 

     
大圓石門                                                                                      窄而複雜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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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城 

 

土耳其地毯 

 

如藝術品般的土耳其地毯，店家自豪地宣稱他們的地毯耐用的秘訣在於雙結織法。依編織

材料的不同，地毯分為羊毛織羊毛、羊毛織棉和絲織絲三大類。因粗細不同，織結的密度

也不同，其中以絲毯的密度最高，價錢最貴，質感也最好。高級的絲毯數百年不壞，可說

是家中的傳世之寶。正統的土耳其地毯雙面皆有圖樣，更神奇的是從不同角度看上去顏色

圖樣竟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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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絲路商隊驛站 Caravan-saray (an ancient caravan motel) 充滿神秘的迴旋舞(Whirling Dervish 

Ceremony) 

 

This is a very special 1 hour performance of Whirling Dervishes without diner & drinks.  Just a real 

ceremony in a mystic ambience.  Sarihan (13th century Seljukian caravansaray on the silk road)...

 

     
 

土耳其的迴旋舞，這種宗教儀式起源於 Konya，但是其實在土耳其的許多觀光城市皆可觀

賞。迴旋舞要搭配著所謂 SUFI Music 來進行，是一種讓人聽了非常寧靜的音樂。 

 

起源於 13 世紀的迴旋舞，舞者的精神可和神靈結和。旋轉時，右掌朝上，左掌朝下的姿

勢，代表著承受上天恩賜，然後用左手將之回歸於大地上的子民。儀式當中，僧侶們那虔

敬的神情，令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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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usin 恰烏辛 

 

由於岩山的崩落，原本是歷史小城的恰烏辛幾乎在數十年前就廢村，而移居到現在的公路

旁，而在舊村落那邊崖壁的最上頭，有一座約翰受洗教堂，應該是卡帕多起亞最古老的教

堂之一。 

 

 
Cavusin - The old village 

 

Rose/Red Valley 

 

在整座恰烏辛村落後頭，是 Rose/Red Valley，也有一些香菇頭及煙囪形狀的岩石，雖然不 

是那麼有名，從某些角度看，並不遜於著名的景點帕夏貝(Pasabag)。 

 

            
A small church in a free-standing cone                                         The Church of the Three Cr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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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Valley 

 

Love Valley  

 

Gorome 附近一圈都叫作「奇石區」，看來看去我早就花掉，只知道這裡有名的精靈煙

囪，或是你覺得像..，隨便啦！這裡的景色當然也是有特色，Cappadocia 真是好，擁有如

此得天獨厚的特色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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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在葛勒梅 (Göreme) 的洞穴旅館 

 

    
洞穴旅館 

 

 

Day 13 – ANKARA 安卡拉(Apr 30) 

Early in the morning, we will drive to Ankara, the capital of Turkey since 1923. We will visit the 

magnificent 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 (安納托利亞人文博物館).  This museum contains 

relics from Çatal Höyük, one of the earliest known human communities that existed through the 

Roman Classical Period.   We will alsos visit the Mausoleum of Mustafa Kemal Atatürk(土耳其國父 

凱末爾的陵寢), the father of modern Turkey.   This beautiful landmark is perched atop a hill with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In the evening, we will check in at the 5-star Etap Altinel hotel or the 

Radisson Hotel.  Dinner will be at the hotel. 

  

安卡拉，土耳其首都，位於安那托利亞中部，海拔 850 米，位於廣闊的安那托利亞高原的

東端。由於地處東、西方之間交通線上，從羅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到卾圖曼帝國統治時

期，一直是政治､軍事重鎮和商業中心。1923 年，凱末爾從伊斯坦堡遷都到安卡拉的同

時，也意味著他宣示土耳其從此告別腐敗的鄂圖曼帝國，一個新的共和國就此在安卡拉重

新出發。80 幾年過去，安卡拉已經迅速從一個 3 萬人口的小城鎮，暴漲成人口 360 萬、

大廈林立的大城市。 

 

安卡拉原本稱為安哥拉(Angora)，因貿易世界聞名的安哥拉羊毛而得名，雖然沒有豐富的

觀光資源，但身為政經交通中心，仍然具有優勢。較有參觀價值的有安那托利亞人文博物

館，其重要性直追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還有為土耳其「民族救星」凱末爾所打造的國父

紀念館。此外，安卡拉地理位置正好位於安那托利亞高原中心，更是前往探訪安那托利亞

古代文明的最佳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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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 安那托利亞人文博物館 

 

安那托利亞人文史博物館於 1997 年 4 月 19 日在瑞士被評為首屆「歐洲年度最佳博物

館」。博物館展出土耳其中部、東部以至中東地區的文物，部分展品有九千多年歷史。 

 

舊石器時期(…至公元前 8000 年)：在安塔利亞‧卡林洞穴中出土的文物揭示了這一時期

的人們以狩獵和採集為生的場景，並展出了當時人們使用過的石製、骨制工具。  

 

    
石器時代的壁畫 

 

新石器時期(公元前 8000 年－公元前 5500 年)：在此期間，人們開始製作食物，並有了固

定的居所。在恰塔勒胡由克和哈吉拉(Hacilar)這兩地發現了這一時期的文物。這些文物現

陳列在這座博物館，其中包括母神雕塑、印章、陶土器皿、骨制農具等。  

 

              
母神雕塑 (Goddess Figurine From Catalhoyuk)                                                         Sun Disks 

 

銅器－石器時代(公元前 5500 年－公元前 3000 年)：此期間不僅有石器，銅器也開始成為

人們的私有財產，並用於日常生活中。博物館展出在哈西拉(Hacilar)， 堪哈桑(Canh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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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爾科特皮(Tilkitepe)， 阿拉加霍裕克，阿利撒(Alisar)等地出土的這一時期的文物。  

 

青銅器時代(前 3000 年－公元前 1950 年)：在公元前 30 世紀初期，人們在純銅中加入錫而

製作了青銅，他們還發明了各種金屬的鑄造和鍛造技術。在阿拉加霍裕克的皇家墳墓及

Hasanoglan，Mahmatler，Eskiyapar，Horoztepe，Karanoglan，Karaz－Tilkitepe 等地的遺址中

發現的貴重金屬和奢侈的陪葬禮品在此博物館中展出，展示了豐富多彩的青銅器時代的文

化。 

 

哈梯時代(公元前 1750－公元前 1200 年)：公元前 20 世紀，安那托利亞的第一個政治聯盟

在沿紅河盆地由哈梯人(Hattic)建立。首府是 Hattusas，其它主要城市包括 Inandik，

Eskiyapar， Alisar，Ferzant 等地。這裡展出的有帶有公牛浮雕圖案裝飾的器皿、陶制工藝

品、政府檔案碑和以國王名義刻的印章。 

 

     
帶有婚禮浮雕圖案裝飾的器皿 

 

腓尼基(PHEYGIA)時代(公元前 1200 年－公元前 700 年)：公元前 12 世紀，腓尼基人由巴

爾幹半島移民到安那托利亞並控制了這個地區，首府定為郭魯帝奧恩。在此地發現的藝術

作品和文物是費利吉亞人最好的代表，在此博物館展出。 

 

烏拉圖(Urartu)時代(公元前 1200 年－公元前 600 年)：在 Altintepe，Adilcevaz，Kayalidere， 

Patnos，Cavusin 等主要地區，烏拉圖（Urartu）時代在建築技術和採礦業方面表現出很高

的文明。他們和費利吉亞人生活在幾乎同一個時代。 

 

後哈梯時代(公元前 1200－公元前 700 年)：哈梯帝國一結束，一些哈梯部落便在安哥利亞( 

Angolia)的南部和東南部建立了省份。於是，後哈梯侯國時代開始。Malatya－Aslantepe， 

Kargamis， Sakcagozu 等都是後哈梯時代的拓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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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還收藏了從公元前 10 世紀起，古希臘、羅馬和拜占庭等各個歷史時期的金、銀、玻

璃、大理石、青銅器、錢幣等文物，都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土耳其國父紀念館 (Atatürk's mausoleum)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土耳其為戰敗國，列強開始瓜分土耳其的國土。凱末爾領導全民

獨立革命，終於在 1923 年結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他同時被選為第一任土耳其共

和國的總統，開始大力推動土耳其的西化運動，進行一連串的改革，包括廢除伊斯蘭教的

宗教特權、文字改為羅馬拼音、解放婦女爭取兩性平權、使用陽曆等，讓原本是傳統的回

教帝國的土耳其邁向現代化的方向。 

 

凱末爾於 1938 年病逝，逝世後成了土耳其人心中永遠的偉人與英雄，民眾為了感念他，

特別於 1944 年興建紀念館，花了 8 年的時間才完成這融合東西方文化與風格的莊嚴建

築。紀念館內氣氛莊嚴，土耳其人會對著靈柩肅然敬禮。紀念館外是一個廣場，廣場四周

是博物館，介紹 Atatürk 的生平、事蹟以及土耳其的近代史等。 

 

遊客對這位土耳其國父「阿塔土克」Atatürk 絕不會陌生，每張土耳其鈔票都有他的頭像 

，伊斯坦堡的國際機場也是以他命名，很多土耳其城市的廣場、街道和建築物都跟他的名

字扯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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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湖 

 

土耳其的第二大湖。這個地區由於古時位於海底，岩層內富含鹽份，雨水與雪水將岩層內

的鹽份洗刷出來，形成了今天的鹽湖。湖泊的面積四季不同，春天溶雪時水位最高。夏季

時由於水份的蒸發，湖面形成薄薄一層白色鹽的結晶，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湖岸邊有

製鹽工廠，白色的鹽堆成像雪一樣的小丘。 

 

 
 

 
 

 

Day 14, 15 – ISTANBUL (May 1, 2) 

We will leave Ankara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drive to Istanbul (伊斯坦堡).  Upon arrival, we will 

begin our tour of Istanbul. 

 

Istanbul, once called Byzantium (拜占庭) in the 7th century B.C., was renamed Constantinople in 

326 A.D. by Constantine the Great when he moved the capita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what is now 

Istanbul. Istanbul received its current name from Mehmet II in 1453 and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that spans two continents.  For the two days in Istanbul, we will visit several of Turkey's most famous 

museums and mosques. Topkapi Palace (奧圖曼帝國時期興建的托普卡匹皇宮) was first built by 

Mehmet the Conqueror in 1453 and was the home of the Sultan until the 19th century.  St. Sophia was 

built by the Roman Emperor Justinian and was completed in 537 A.D.  It was the largest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e Blue Mosque (藍色清真寺) was commissioned by 

Sultan Ahmet (蘇丹阿美特) in 1603 and was constructed with the deliberate intention of rivaling the 

St. Sophia.  We will also visit the Hippodrome (希波得茹姆 - 古希臘羅馬競馬場), the Grand 

Bazaar and take a Bosphorus (博斯普魯斯海峽) private cruise, which touches both the European and 

Asian sides of the Bosphorus.   In addition, we will visit the Military Museum to enjoy a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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