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rformed in traditional costumes by the world＇s first established military marching ensemble.  We 

will stay in 5-star  Barcelo Topkapi Eresin Hotel, located in the old city.  On one of the evenings, we 

will have a dinner with lots of live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by a gypsy orchestra.  On another evening, 

we will visit the Spice Market where you can dinner on your own.  

 

Please Note: The order of events may vary with each tour depending on the availability of various 

museums on certain days of the week. 

 

 

Istanbul 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位於土耳其的西邊，北臨黑海，南邊為馬爾馬拉海(Sea of Marmara)，寬僅兩公里 

的博斯普魯斯海峽從中穿過。 

 

 
從亞洲看博斯普魯斯海峽 

 

伊斯坦堡曾為羅馬、東羅馬、鄂圖曼等三大帝國的首都，是世界唯一融合基督教、回教藝

術的城市，也是古代絲路的終點，自古以來即為交通、軍事、商業和宗教的重地。目前是

土耳其第一大城，也是土耳其的第一大港，扼守博斯普魯斯海峽，控制黑海與地中海的船

隻來往，為亞洲與歐洲、北非的水路捷徑，蘇聯的物資即經此進出。伊斯坦堡的歐洲區佔

土耳其領土的 3%，是土耳其唯一在歐洲的國土，是世界上唯一跨越歐亞的城市。 

 

從歐洲看馬爾馬拉海(Sea of Mar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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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堡建城歷史可遠溯至西元前 3000 年，此後於西元前 660 年前，希臘人在此建立城

市，以其領袖 Bazantion 之名將此地命名為拜占庭(Byzantine)。西元 4 世紀，羅馬皇帝君士

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在征服拜占庭的途中，看到天空出現十字架形的光亮，耶

穌基督隨即顯靈，囑其製造十字架作為軍隊的前導，而順利攻入拜占庭，建立東羅馬帝

國，因此以基督教為國教。 

 

羅馬帝國分治後，君士坦丁大帝從 7 個城市中，選擇了易於防守的拜占庭建立新首都，擴

建為第二個羅馬，並取名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意即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西元 

476 年西羅馬帝國衰亡，君士坦丁堡成為東羅馬帝國的首都，此即為「拜占庭帝國」的開

始。 

 

西元 4 至 13 世紀，伊斯坦堡歷經匈奴、阿拉伯、蒙古、塞耳柱土耳其的攻擊，均屹立不

搖。其中尤以西元 6 世紀查士丁尼大帝統治時，達到最巔峰時期。此段時間不僅創造出自

己燦爛的藝術成就，也為黑暗時期的歐洲保留了羅馬文化，成為文藝復興的源頭。 

 

西元 1453 年 5 月 29 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21 歲的蘇丹默罕莫德二世(Mehmet II)攻入伊斯

坦堡，實現可蘭經所載君士坦丁堡必將落入伊斯蘭教徒之手的預言，東羅馬帝國因而滅

亡。默罕莫德二世繼續將君士坦丁堡作為國都，改名為伊斯坦堡(Istanbul)。 

 

由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藝術的包容性，沒有摧毀伊斯堡原來的基督教文化和藝術，因而

所有基督教文化和藝術遺跡，得以保存至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列強割據土耳其大部份土地，1923 年凱末爾推翻鄂圖曼土耳其

帝國，驅逐希臘占領軍，建立土耳其共和國，將首都遷至安卡拉。伊斯坦堡雖喪失首都的

地位，仍為土耳其第一大城。 

 

伊斯坦堡以居中貫穿全城的博斯普魯斯海峽區分為歐洲區及亞洲區。歐洲區以 Halic 河及

其喇叭狀的出海口金角灣(Golden Horn)區分為南邊的舊城和北邊的新城，新城的建築大都 

完成於西元 16 世紀以後。 

 

著名的古蹟景點多在舊城區，例如：聖蘇菲亞教堂、藍色清真寺、托普卡匹皇宮。現代化

的浪潮則由新城開始，許多古蹟都被改成現代化高樓，新城最有名的古蹟為朵瑪巴恰皇

宮。多元的文化層疊以及東、西方文明的交互衝擊，使伊斯坦堡展現出多采多姿的特殊風

貌，全城共有 450 座回教寺院，高低錯落的圓形拱頂及高聳的尖塔處處可見。 

 

 

聖蘇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Aya Sofya） 

 

聖蘇菲亞大教堂(Aya Sofya)是君士坦丁大帝為奉獻智慧之神 Hagia Sophia 而興建。希臘文 

之 Hagia Sophia(Sancta Sophia in Latin)原意為神聖的智慧，翻譯土耳其文為 Aya Sofya，翻 

成英文則為 Saint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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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蘇菲亞大教堂屬拜占庭式教堂，在羅馬聖彼得大教堂未興建之前，原是全世界最大的教

堂，由於先後經歷基督教及回教的時代，整體建築融合東西方建築的精神，也結合了基督

教、伊斯蘭教兩大宗教的藝術文化，被列為世界第 8 奇景。 

 

 
聖蘇菲亞大教堂 

 

根據一般說法，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能夠拿下君士坦丁堡、建立東羅馬帝國 

，得力於基督徒的幫助。不但訂基督教為國教，他的兒子更下令興建聖索菲亞教堂，直到

鄂圖曼土耳其人將它改為清真寺前，聖索菲亞教堂雖屢遭地震、火災的破壞，但依然扮演

著東羅馬帝國總主教堂的角色，可以說是最能展現希臘東正教榮耀及東羅馬帝國勢力的教

堂，同時也是拜占庭建築的最高傑作，更提供了後繼者鄂圖曼建築風格的範本。  

 

這座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教堂，是君士坦丁大帝於西元 325 年所建造，西元 404 年曾遭火燒 

，西元 415 年由迪奧多西一世重建，到了西元 532 年又因叛亂被毀壞，後來查士丁尼大帝

(Justinianus)於西元 532~537 年間重建，另一說則為西元 548 年完工。查士丁尼大帝在重建

本教堂時，他所知的最大建築為所羅門王在耶路撒冷建造的皇宮，因此他決定要建一座比

所羅門王的皇宮更大更壯麗的大教堂，據說查士丁尼大帝在完工典禮上曾經驕傲的高喊：

「所羅門王，我終於勝過你了！」 

 

查士丁尼大帝重建完成後，教堂在西元 557 年又被地震震垮，之後查士丁尼大帝二度修

復。接續的拜占庭皇帝都曾重建，盡量維持原貌。西元 13 世紀初第 4 次東征十字軍對教

堂曾肆意破壞，西元 14 世紀時多次地震也陸續造成損壞。 

 

在建築史上，聖索菲亞大教堂赫赫有名。原因有二：一為拜占庭式的圓頂及半圓結構，一

為施工期只有短短的五年。原來查士丁尼大帝深諳分工的好處，他把建築工人分為兩組，

分工合建教堂，先完成的那一組可以得到獎賞。教堂由安西米斯和艾希多拉斯二人共同設

計建造，先後徵召超過 1000 名建築師及 10000 名工人參與改建，耗費鉅資使用珍貴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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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打造，整體結構雄渾壯偉，鑲嵌紋飾精巧華麗，壁畫莊嚴細緻。擁有近 1700 年歷史

的聖索菲亞大教堂，在西元 1453 年伊斯坦堡易手時，變成回教的清真寺，蘇丹們在此祭

拜長達五百年之久。 

 

1453 年 5 月 29 日一早，君士坦丁堡人赫然發現，在他們引以為傲的博斯普魯斯水域上，

竟然充斥著鄂圖曼戰船，以巧計突破君士坦丁堡防禦的蘇丹默罕莫德二世 (Sultan Mehmet 

II)意氣風發地站在城門口，改寫著東西方歷史及世界版圖的一頁。Sophia 一字其實意指基

督或神的智慧，默罕莫德二世「故意地」挑上了象徵東正教榮耀的聖索菲亞教堂，(Hagia 

Sophia)改建為清真寺(Ayasofya)，移走祭壇、基督教聖像、遺物、用漆塗掉馬賽克鑲嵌

畫，代之以星月、可蘭經讀經台、往麥加朝拜的朝拜龕、外面則增建叫拜塔，直到鄂圖曼

帝國在 20 世紀初結束前，聖索菲亞一直是鄂圖曼帝國最重要的圖騰建築。 

 

從 Basilica(教堂)變成 Camii(清真寺)，再變成現在兩教圖騰和平共存的模樣，聖索菲亞的

興建及改建者都是基督教世界及伊斯蘭教世界數一數二的建築師，特別是受命改變聖菲索

亞宗教性格的錫南(Sinan)及 19 世紀末的瑞士佛薩提兄弟檔(Fossati)。在西元 19 世紀末的大

幅改建，全部翻修經費總計美金 200 萬元。主要的工程是加強圓頂，增加東南邊尖塔的高

度，清理出被灰泥遮蓋的馬賽克圖畫，將東正教的圖騰以灰泥掩蓋。把書寫可蘭經、阿拉

及先知名字的矩形盤更改為更大的圓盤。 

 

西元 1932 年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下令將聖蘇菲亞大教堂改為博物館，從此長期被灰泥掩蓋

住的拜占庭馬賽克鑲嵌藝術重見天日，人人都能夠親炙回教和基督教藝術文化並存的珍貴

史蹟。 

 

聖蘇菲亞大教堂使用的建材，是從多神教的異教徒所建造的神殿拆卸所得的，其中有 6 根

藍色的圓柱取自艾菲索斯(Ephesos)的神殿，紅色柱子則來自黎巴嫩的巴魯貝克神殿，其他

部分是從羅馬、雅典、希臘和埃及等地運來的建材。 

 

教堂的外圍有 4 支鄂圖曼式的叫拜塔(宣禮塔)，入口在西側，前方小院子中有座潔淨亭。 

 

    
潔淨亭 Ablution Fountain 是由蘇丹 Sultan Mahmud I 於西元 1740 年所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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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索菲亞教堂是集中式的，東西長 77.0 米，南北長 71.0 米。佈局屬於以穹隆覆蓋的巴西

利卡式。中央穹隆突出，四面體量相仿但有側重，前面有一個大院子，入口有二道門庭，

末端有半圓神龕。 

 

     
進入大門的前面有狄奧多西大帝所建的教堂遺跡，目前僅存部分牆壁、圓柱，及羊群浮雕 

 

聖索菲亞，共有九扇門，中間最高乃王者、主教出入之用。教堂入口皇帝門上方，是耶穌

賜下和平的黃金馬賽克鑲嵌畫，為西元 9 世紀的作品，基督坐在寶座上，右手做出祝福的

手勢，左手持福音書記載「賜汝和平，我是世界之光」，基督兩旁圓圈內為聖母及大天使 

，東羅馬帝國皇帝利奧六世 Leo VI the Wise 匍伏在地接受賜福，這幅畫顯示拜占庭帝國的 

統治者為基督的代理人。 

 

  
教堂入口及皇帝門入口，皇帝門上方是「耶穌賜福」的黃金馬賽克鑲嵌畫，耶穌兩旁圓圈

內的是聖母和大天使加百利 Gabriel，匍伏在地的是東羅馬帝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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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蘇菲亞大教堂現在依然保存原始的面貌，一樓有廣闊高聳的空間，最高處為聖母抱基督

的馬賽克鑲嵌畫，基督教圖畫之下為掛在圓頂上、寫著「穆罕默德」的阿拉伯文金字大圓

盤。 

 

    
牆上的聖母抱基督壁畫                                                                                            金字大圓盤 

 

一樓中央是拜占庭遺留的希臘式圓柱，東面牆壁上有 3 個彩繪玻璃窗，中間的玻璃窗位於

正東方，基督徒朝這個方向禱告。中間玻璃窗偏右處，有一個回教的朝拜聖龕(Mihrap)，

標示麥加的方向，外框是金色的伊斯蘭圖飾，兩旁有蘇丹蘇雷曼一世贈送的匈牙利燭臺。 

 

        
中間的玻璃窗，面朝耶路撒冷，基督徒朝這個方向禱告       Mihrap 神龕，標示麥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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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壇，是教堂改為清真寺後增設的，是鄂圖曼風格       神龕和宣教壇中間的伊斯蘭圖飾 

 

大教堂的圓頂據說是世界上最漂亮的穹窿圓頂建築之一，直徑 32.6 米，穹頂離地 54.8 米 

，透過帆拱支承在四個大柱敦上。圓屋頂是大教堂的特色，以希臘羅德島的多孔磚製成，

空氣可以流通。穹隆底部密排著一圈 40 個窗洞，光線射入時形成的幻影，使大穹隆顯得

輕巧淩空。 

 

圓頂建造完成後 50 年，發生第一次坍塌，其後又發生過 6 次坍塌，原因在於把大圓頂建

在長方形牆面上，結構本身不夠穩固。後來的人不斷重修大圓頂，同時陸續增建許多補強

結構，最糟的是教堂中央搭建的鋼鐵支架，破壞了整體氣氛和公整的圓頂。 
 

    
圓頂下方還有破壞美感的支架 

 

圓頂四角柱頭上掛著大圓盤，上面有西元 19 世紀回教的書法家所書寫的阿拉伯文，分別

是為真主阿拉、先知穆罕莫德、阿里、胡笙的名字。右邊唸經室是鄂圖曼時代的教育中

心，左邊有一金雕的小高台是蘇丹專用的祈禱處。教堂裡有花飾繁複，色彩紋路不同的玫

瑰窗，四周牆壁上則有天使與其他拜占庭式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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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金璧輝煌的祈禱處， 蘇丹專用                                                                 右邊的唸經室 

 

    
Gabriel 加百利大天使(報喜天使)                        聖母抱基督與加百利大天使的馬賽克鑲嵌畫 

 

   
圓頂四周牆壁上的圖像                                                Mahmut I'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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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ating Column / Wish Column 濕柱 / 許願柱 

 

大教堂有一根發汗柱(濕柱)，據說有治療頭疼的功效。這個發汗柱有一個傳奇故事，話說

查士丁利安大帝 (Justinian The Great) 有天頭痛欲裂無法醫治，經過發汗柱時靠著柱子休息 

，當他一靠上柱子，頭痛就好了，於是拜占庭人就跟皇帝學，頭疼的時候就來觸摸此石

柱，把柱子都摸出了一個大洞。後來越傳越神奇，甚至傳言此根柱子可以保佑婦女生產。 

 

    
有名的"濕柱"，據說把姆指放入孔中，完成 360 度的旋轉，即可實現願望。 

 

探討石柱為什麼會出水發汗?有人說是因為石柱埋藏在地下的基礎部分連著地下貯水池，

地底的濕氣經由石柱縫隙的虹吸作用而上升，使水分凝結在石柱的表面。觀光客受傳奇故

事的影響認為此石柱有神奇的能力，發展成把手放進洞內許願的傳統，有一個說法是柱子

愈濕愈靈驗，所許的願越能實現。 

 

濕柱附近，利用貝爾加馬皮加蒙神殿遺跡的大理石打造的巨壺，內裝清澈的水。 

 

           
濕柱附近渾圓的巨壺， 由大理石雕成，是裝聖水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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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雄偉的二樓迴廊(gallery)須從入口處左邊迴旋上升的石版斜坡道進入。一出步道，是

挑高的拱廊，一弧弧的弧線由雕刻繁複的柱頭劃向另一個繁複的柱頭。上層的走廊呈

「Ｕ」字形圍繞著中間的教堂圓拱頂主廳，狹長的走廊和粗大的石柱使人自覺渺小。遊人

的重點落在 3 幅黃金馬賽克鑲嵌畫之上，從前只准皇室家族及重要人物進入。當年在回教

徒入主聖蘇菲亞時鑲嵌畫給封了；還好不是被徹底破壞，否則當聖蘇菲亞被改成博物館時

便不能重見天日了。 

 

       
往二樓的通道，是大石子斜坡，而不是階梯                                                             二樓迴廊 

 

    
拜占庭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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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長的走廊                                                                                                  一弧又一弧的弧線 

 

 

聖蘇菲亞大教堂最重要的寶藏，就是黃金馬賽克鑲嵌畫，較重要的作品如下： 

 

1.祈禱(聖母、基督、約翰馬賽克)：二樓迴廊 

 

這是西元 13 世紀的作品，希臘東正教聖像畫的代表作之一。耶穌基督居中作祝福的手

勢，左邊的聖母只剩殘片，右邊為聖約翰，畫中人物的表情豐富。 

 

    
著名的"迪西斯(請願)"尚完好的部份 

 

2.康奈諾斯皇帝皇后與聖母子：二樓迴廊 

 

聖母身著深藍色衣袍，面容年輕姣好，酷似蒙古人的康奈諾斯皇帝(JohnⅡKomnenos)及其

皇后穿戴綴滿寶石的皇冠和衣服，皇帝手持一袋黃金，皇后手持獻城的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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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督與佐伊女皇帝夫婦：二樓迴廊 

 

拜占庭帝國女皇帝佐伊(Empress Zoe)一生結過 3 次婚，此幅畫像內女皇帝丈夫因而繪畫過 

3 次，基督的面容也重新畫過 1 次。基督賜福給佐伊女皇帝，佐伊獻給基督代表財富的一

袋黃金及皇帝代理基督統治人世間的權利書卷。 

 

     
 

4.向聖母奉獻聖蘇菲亞：出口大門 

 

這幅黃金馬賽克位於出口處 Vestibule Gate 的上方，係西元 10 世紀末的作品，同時也是聖

蘇菲亞大教堂確為希臘正教總教堂的證明。聖母馬利亞是君士坦丁堡的守護者，一邊是查

士丁利安皇帝(Justinian)手捧聖蘇菲亞大教堂獻給聖母，另一邊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手捧君士坦丁城獻給聖母。在這幅畫中繪畫了聖蘇菲亞大教堂最早時的原始模樣 

，還描繪出當時君士坦丁城的城牆，聖母與兩位皇帝衣著的垂墬感，顯示出當時馬賽克鑲

嵌畫技巧高超。出門時看到的是鏡子反射畫面，原畫是在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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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時看到的是鏡子反射的畫面                                                                           原畫在背後 

 

     
教堂的後門(出口) 

 

 

Bosporus Strait 博斯普魯斯海峽 

 

博斯普魯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中間連著馬爾馬拉海，此三者形成一道天然水域，稱為土

耳其海峽，分隔歐洲和亞洲大陸，連通黑海和地中海兩大海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更藉著

這片水域通過黑海，把勢力擴張至奧地利。 

 

博斯普魯斯 Bosphorus 這個名字是由希臘文"bous"（牛）和"poros"（橫越的地方）所組合而

成，在希臘神話裡，花心的宙斯"又"愛上了一個名為 Io 的美女，他們的這段戀情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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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不過宙斯老婆希拉的法眼，於是希拉就將 Io 變成一隻牛。但是只把勾引丈夫的狐狸精

變成牛並沒有消除希拉的怒氣，希拉又趨使了牛蠅、馬蠅之類的小蟲子去叮 Io 的臀部，

趨趕 Io 這隻牛橫渡海峽離開，所以這個被牛橫渡的海峽就是博斯普魯斯峽。 

 

全長只有 32 公里的博斯普魯斯海峽，最寬的地方不過是 3.3 公里，而最窄的地方也僅 730

公尺寬而已，所以博斯普魯斯海峽土耳其語 Bogaziçi 就是咽喉的意思。海峽的中央有從黑

海流向馬爾馬拉海的急流，水底下則有從馬爾馬拉海流回黑海的逆流。魚群季節性地隨水

流往來于黑海和馬爾馬拉海之間，使得這一帶的漁業資源十分豐富。 

 

博斯普魯斯海峽貫穿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觀光、遊憩、商業和軍事功能兼備，帶給

伊斯坦堡特殊的地理位置和歷史定位。海峽也是黑海國家船艦出入地中海的唯一孔道，平

均每年通航船隻五萬艘，其中五千艘為大型油輪，有 4 處曲折死角水流洶湧，經常發生船

難。 

 

Bosphorus Strait 兩岸分屬歐亞兩洲，沿岸風光明媚，別墅和各種形式的建築林立，岸邊有 

許多漆成粉白色的西式木造別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伊斯坦堡遭英俄列強分割時所

建。部分現為有錢人的住宅，部分則改裝成酒店和咖啡屋，只有少數還維持著舊觀。海峽

邊風景最漂亮的地方，有許多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建造的宮殿。 

 

 

 

海峽沿岸的重要景點如下： 

 

1.朵瑪巴恰皇宮(Domabachce Sarayi)及清真寺(Domabachce Camii)。 

 

    
Bosphorus Strait Cruise                                                                                        朵瑪巴恰清真寺 

 

朵瑪巴恰皇宮建於 19 世紀中葉，座落在博斯普魯斯海峽的歐洲沿岸上，全長 600 米。寬

廣的大廳裡有 56 根圓柱，裝有 750 燈泡重達 4.5 噸的巨大水晶吊燈，令遊客們嘆為觀

止。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阿塔圖爾克（Ataturk）1938 年 11 月 10 日逝世於此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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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瑪巴恰皇宮(Domabachce Sarayi) ，這是末代鄂圖曼帝國向列強貸款興建的新皇宮，金碧 

輝璜可媲美白金漢宮與凡爾賽宮。 

 

2. 這兒是超高級 Pub，光入場費就要上百美金。 

 

 
 

3.建於 1874 年蘇丹‧阿布都拉茲茲(Sultan Abdulaziz)時代的錫拉剛皇宮(Ciragan Sarayi) ，大 

理石壁沿著博斯普魯斯海峽延伸 300 公尺，現已建改為觀光飯店。 

 

 
 

4.耶勒德茲宮 (Yildiz Sarayi / Star Palace) 

 

耶勒德茲宮，以一系列樓閣與清真寺為一體，其中最宏偉雅至的“夏壘＂是蘇丹們生活、

娛樂的地方，可謂奢侈至極，庭院裡有來自全世界的奇花異木，其景色被稱為博斯普魯斯

海峽最傑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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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斯坦堡的藝術中心歐塔寇(Ortakoy)，這個地區繁華熱鬧，教堂、清真寺及猶太教堂並

立，每個星期天大批藝術家都聚集在此展示他們的作品。 

 

在歐塔寇 (Ortaköy) 的清真寺，名為歐塔寇 (Ortaköy Camii) 清真寺，原建於 18 世紀，後來 

由阿布杜勒阿齊茲蘇丹 (Sultan Abdülmecid) 改建。 

 

    
歐塔寇清真寺 Ortakoy Camii 其後為歐塔寇區 

 

 

6. 博斯普魯斯海峽大橋 (Bosphorus Bridge) 

 

世界第四大吊橋，歐洲第一大吊橋的博斯普魯斯海峽大橋 (Bosporus Bridge)，連接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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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大陸。大橋於西元 1970 年動工興建，西元 1973 年建成。整座大橋長 1560 公尺，橋面 

寬 33 公尺，可同時並行六輛汽車，橋身高出水面 64 公尺，跨越水面 1074 公尺，兩端引 

橋分別為 255 公尺和 231 公尺。博斯普魯斯大橋 (Bosporus Bridge) 的兩端各有一呈“ㄇ＂ 

字形，高達 165 公尺的橋塔，位於東岸的橋塔重五萬噸，西岸的橋塔重六萬噸，橋塔的牽 

引力達一萬五千四百噸。 

 

 
博斯普魯斯海峽大橋 (Bosphorus Bridge) 

 

大橋在博斯普魯斯海峽 (Strait of Bosporus) 水中沒有橋墩，整個橋身以兩根巨大的鋼索牽 

引，支撐著整個橋面，每根鋼索由一萬一千三百根五公厘的鋼絲絞成。大橋正中有一道白

線，白線以東是亞洲，以西是歐洲。如果橋上停滿汽車，西岸橋塔就要向中央傾斜 86 公 

厘，東岸橋塔則傾斜 90 公厘。一刮大風，大橋會左右擺動一兩公尺，不過不會發生什麼 

危險。 

 

    
 

 

7.座落在博斯普魯斯大橋亞洲起點處的貝勒貝伊宮(Beylerbeyi Sarayi)，建於 19 世紀，宮殿 

庭院裡種滿了玉蘭花，如同夢境一般。過去這裡作為蘇丹的夏日別墅以及外國貴賓的招待

所，法國皇后尤珍妮（Eugenie）曾經光臨過這裡。其後為伊斯坦堡的最高點恰姆利卡山

丘(Camlica Tep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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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亞洲區蘇丹國王的夏宮貝勒貝伊宮 Beylerbeyi Sarayı - The Palace of the Lords 

 

8.阿爾那烏特寇伊(Arnavutkoy)區，有許多鄂圖曼時代的木造別墅，與緊鄰著別別克(Bebek)

地區的現代化公寓大樓形成鮮明的對照。 

 

 
橋上擠滿垂釣的人群 

 

9.別別克(Bebek)地區的現代化公寓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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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架在魯梅里與安那托利城堡之上，連接歐亞兩洲的第二座橋，征服者法提‧蘇丹‧穆

罕默德大橋(Fatih Sultan Mehment Koprusu)，是紀念蘇丹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功 

績。『Fatih』是土耳其語『征服者』的意思。大橋於西元 1988 年建成時，為當時世界排 

名第六長的吊橋。大橋於博斯普魯斯海峽水中並沒有橋墩，而以兩根巨大的鋼索牽引，支

撐著整個橋面的結構，而每根鋼索是由一萬一千三百根五公厘寬度的鋼絲擰成。整座大橋

長 1510 公尺，橋面寬 39 公尺，可同時雙向各並行四輛汽車。 

 

 
征服者蘇丹穆罕默德大橋 (Fatih Sultan Mehmet Bridge)  

 

11.法提大橋歐洲端的魯梅里城堡 (Rumeli Hisari)，這裡也是博斯普魯斯海峽最窄的地方， 

15 世紀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穆罕默德 2 世為了攻佔君士坦丁堡，花了 4 個月所建的碉

堡。 

 

12.法提大橋亞洲端的安那托利城堡 (Anadolu Hisari) 鄂圖曼帝國進攻君士坦丁堡的前進基 

地。 

 

    
# 11 歐洲端的魯梅里城堡 (Rumeli Hisari)             # 12 亞洲端的安那托利城堡 (Anadolu Hisari) 

 

1394 年，鄂圖曼帝國穆罕默德二世的曾祖父巴耶塞特一世 (Bayezıt，又稱 Yıldırım 「閃

電」 

；AD 1354 年–1403 年)，在博斯普魯斯海峽位於亞洲的一隅，修建了一個要塞小亞細亞 

城堡 (Anadolu hisarı) 。1452 年蘇丹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又於博斯普魯斯海峽位於歐 

洲的岸邊，以四個月的時間建立規模更大的東羅馬城堡 (Rumeli hisarı) 。土耳其語 Anad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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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那托利亞或小亞細亞的意思 (Anatolian )，指的是鄂圖曼帝國的亞洲部分。 

13.庫勒里軍事學校（ Kuleli Askeri Lisesi ） 

 

在一座奧斯曼夏宮的舊址上，蘇丹阿卜都拉·梅西德（Abdül Mecid）於 1840 年下令修建一 

座軍事學校。後來，這座軍事院校被改成一所醫院和一個孤兒院。1947 年後，這個地方 

又被重新用為軍事學校。  

 

 
Kuleli 軍事學校 

 

14.位於亞洲岸邊的郭克蘇宮 Kucuksu Pavilion (Karsriı)，又稱為庫屈克蘇宮(Goksu Kasri)。 

 

 
 

 

 

 

香料市場 / 埃及市集 (Spice Bazaar  / Egyptian Bazaarsı) 混雜著神秘中東氣息的香料市集 

 

對喜歡買民俗特產，又懂得殺價的人來說，土耳其是個購物天堂，特別是伊斯坦堡的埃及

市集  (Egyptian Bazaar)。往耶里清真寺 (Yeni Cami) 走去，可以看到一座不起眼的古老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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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居多的人群，從古老的大門進進出出。走進建築，迎面撲鼻而來的各式香味，把

海峽邊的鹹濕味、渡輪的柴油味阻擋在門外，此地已經用香氣告訴我們，來到了一座香料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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