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里清真寺(Yeni Camii) 

 

 
耶里清真寺、埃及市集 (香料市場) 和蘇雷曼尼耶清真寺 

 

   
香料                                             Turkish Delights                                             市場 

 

埃及市集(Egyptian Bazaar)，又叫香料市場(Spice Bazaar)，以出售香料為主，此外還販賣各 

種水果、乾貨、乳酪、蜂蜜等生活食材。香料市場是呈『L』形的封閉式建築，長的一段

長 150 公尺，短的一段長 120 公尺。建於 1660 年，當初之所以命名為埃及市場，是因為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埃及時，利用由開羅所課徵到的香料貿易稅，建築了這座香料市場 

 1



，所以命名為埃及市場。此地因為靠近碼頭，也是鄂圖曼帝國時期來自埃及的商賈聚集的

地方，兜售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周邊各國的商品。其中主要的便是香料，當時這裡是整個

中東最大的香料集散地。 

 

 

加拉達塔 (Galata Tower) 

 

加拉達塔 (Galata Kulesi)，位於伊斯坦堡金角灣北方的新城區，是伊斯坦堡最引人注目的 

地標，這是一個巨大的柱狀尖頂建築物，熱那亞人稱之為基督塔 (Tower of Christ)，拜占庭 

人稱之為大塔(The Great Tower) 。加拉達塔興建於 1348 年，是熱那亞 (Genoese) 的商人在 

君士坦丁堡 (現在的舊城區) 金角灣對岸的加拉達港 (Galata Port)，為了擴大地盤所建構的 

防禦工事，屬於熱那亞在加拉達堡壘建築中的一部份。舊的加拉達塔，原來是一座東羅馬

帝國時拜占庭所興建的塔，名為大塔 (Megalos Pyrgos) ，相信是查士丁尼大帝於西元 578 年

所建造，用以讓君士坦丁堡控制北端博斯普魯斯海峽與金角灣的海上堡壘，但是舊塔在 

1204 年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被焚毀。 

 

歐洲連接黃金角(Golden Horn) 兩岸的橋以及加拉達塔（Galata Kulesi） 

 

加拉達塔（Galata Kulesi）塔高 66.95 公尺，牆厚 3.75 公尺，內部直徑約 9 公尺，連地窖共 

九層，樓梯共 195 級，塔旁可見少許城牆殘跡，曾是當時熱那亞 (Genoese) 時代加拉達港 

(Galata Port) 的最高建築。西元 1514-1595 年間，加拉達塔（Galata Kulesi）曾用作天文台； 

蘇丹蘇雷曼 (Suleman，AD 1520 年至 1566 年) 時代用作監牢；後來作為鄂圖曼軍樂隊的宿 

舍；十八世紀則用作伊斯坦堡火警的警報塔；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經成為燈塔。  

 

世界上第一個飛上天的人其實是土耳其人。鄂圖曼帝國時期，蘇丹穆拉德四世 (Murad IV 

， AD 1623 ～ 1640 年) 時， 一個叫切來比（Hezarfen Ahmet çelebi）的人，利用人造的一

對大翅膀，從加拉塔（Galata）塔上，飛越博斯普魯斯（Bosphorus）海峽，而在對岸余斯

屈達爾區 (Üsküdar) 的竇根希樂 (Dogancilar) 廣場平安著陸。他的傑出成就，遠在萊特兄弟

發明飛機之前二百年，而且成功地飛行超過兩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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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helm II Foutain 

 

藍色清真寺旁紀念德皇威廉二世來訪所建的日耳曼式圓頂噴泉 (Wilhelm II Foutain)，是普 

魯士國王威廉二世，贈送給顎圖曼鄂圖曼帝國蘇丹的禮物。 

 

      
紀念德皇威廉二世來訪所建的圓頂噴泉 (Wilhelm II Foutain) 

 

古羅馬賽馬場 (Hippodrome)  東羅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時代城市的娛樂和體育中心 

 

在 Istanbul 藍色清真寺旁的古羅馬賽馬場 (Hippodrome)，是由羅馬皇帝塞維魯大帝 

(Septimus Severus) 於西元第二世紀，模仿羅馬的 Circus Maximus 而建。根據記載，據說當

年競賽場長 450 公尺，寬 130 公尺，觀眾席可容 10 萬人。1204 年十字軍佔領古城後大肆

劫掠，最有名的四匹青銅戰馬被拿去裝飾威尼斯的聖馬克教堂。現在古羅馬賽馬場，僅剩

下當年跑道圍繞的中心廣場，也就是被稱為蘇丹．阿梅特 (Sultan Ahmet) 的廣場。 

 

古羅馬賽馬場 (Hippodrome) 原是羅馬帝國的橢圓形競技場，競技場 (Colossus) 這種建築形 

態起源於古希臘時期的劇場，當時的劇場都傍山而建，呈半圓形狀，觀眾席就在山坡上層

層升起。但是到了東羅馬帝國拜占庭時代，人們開始利用拱形結構將觀眾席架起來，並將

兩個半圓形的劇場對接起來，因此形成了所謂的圓形劇場 (Amphitheatrum)，並且也不再靠 

山而建，而靠建築結構堆起層層的觀眾席。後來 Hippodrome 的建材就被拆掉移做他用，

蓋在旁邊的藍色清真寺，也用上了古羅馬賽馬場所拆除的建材。現在於三個紀念碑的西南

側，仍然可以看到大競技場的彎月型牆壁遺跡。  

 

東羅馬帝國拜占庭時代，在賽馬場的北門外，是黑色大理石鋪地的奧古斯都廣場，此處樹

立著「Milion」碑，即帝國公路的零里程標誌，現在還可以看到遺跡。 

 

古羅馬賽場現今只剩下三樣舊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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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及方尖碑 (Obelisk of Theodosius)，建於西元前一千五百年，Theodosius 大帝從埃及路克 

索卡納克神殿搬來，原碑高達 60 公尺，重三百噸，運送途中破損現只留上半部約二十公 

尺，算算已有 3500 年的歷史了。下方有描繪的大理石雕刻，保存狀況尚稱良好。 

 

       
方尖碑 (Obelisk of Theodosius) 及君士坦丁碑                       方尖碑下方有描繪的大理石雕刻 

 

2. 青銅蛇柱 (Column of Serpent)，是現存最古的希臘青銅蛇柱，建於西元前四七九年，外 

形像黑色的麻花或粗繩，上面一截已經斷落，只剩下半截五公尺長的一截。蛇形柱取自西 

元前五世紀波希之戰，希臘以小搏大戰勝波斯，用擄獲的兵器熔鑄而成，由三條蛇纏繞而

成的青銅蛇柱，上面有三十一個希臘參戰城邦的名字。蛇柱上頭本來應該有個很漂亮的三

蛇頭拱立金盆雕像，目前已知有一條蛇的蛇頭放在伊斯坦堡的考古學博物館中。 

 

    
君士坦丁柱前的青銅蛇柱                                                                     青銅蛇柱及君士坦丁柱 

 

3. 君士坦丁柱 (Column of Constantine)，於西元 940 年，君士坦丁七世為了紀念祖父所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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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十二公尺，基座由長寬約二公尺的整塊花崗石鑿成，向人們述說著君士坦丁大帝輝

煌的歷史。紀念碑內部的石塊完全裸露出來，原本外層鍍有金銅片，外面還有青銅浮雕，

不過這些金銅片，與競技場皇帝看台旁的四座駿馬銅像，都在公元 1204 年惡名昭彰的第 

四次十字軍東征時，被義大利人刮走搶回威尼斯了。 

 

 

藍色清真寺 (Sultan Ahmet Camii ; Blue Mosque)  

 

藍色清真寺位於伊斯坦堡舊城，矗立在馬爾馬拉海和博斯普魯斯海峽交界的海口處，與聖

蘇菲亞大教堂相對而立。這座聞名世界，代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全盛時期的回教寺院，真

正的名字是蘇丹․阿梅特清真寺，是由蘇丹阿梅特一世於西元 1606－1616 年所建造的，

也有人直接稱呼它為「藍寺」或「藍廟」。 

 

藍色清真寺是回教建築大師錫南(Sinan)的得意弟子 Mehmet Aga 的作品，採傳統鄂圖曼清

真寺的十字架圓頂結構(Domed cross plan)，配合完整開放的廣場空間設計，並以土耳其最

著名的伊茲尼(Iznic)藍磁磚、鬱金香等鄂圖曼的花草圖騰蓋出，號稱是世界十大奇景之一 

，也被公認為伊斯坦堡的地標。 

 

這座清真寺外型中規中矩，卻有六根宣禮塔，是同類中的異數，這在當時的回教世界是相

當犯忌的，因為只有麥加的大清真寺才能有高達 6 座的宣禮塔，但其實這是建築師的無心

之過。傳說是阿梅特蘇丹去麥加朝聖前交代要用金子來做拜樓，建築師聽成語音類似

「金」的「六」，建成了六根石造的拜樓。為了彌補此項錯誤，蘇丹阿梅特一世特別為聖

城麥加的主清真寺又增建 1 株叫拜塔，變成 7 座，仍然維持唯一的最崇高的地位。 

 

    
六根拜樓的藍色清真寺                                                                                庭院中央的潔淨亭 

 

清真寺是用來自黑海美加(Mecca)附近的卡阿巴所產之大理石，以堆疊的方法建造的，沒

有使用一根釘子。總面積為 4600 平方公尺，可同時容納 5000 名回教徒一起祈禱。雖然坐

落在地震帶，數百年來經過無數次地震，藍色清真寺的建築都不曾發生崩塌的現象，由此

可見這座寺院在建築力學和建築工程上確實擁有完美無瑕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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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大圓頂直徑達 27.5 公尺，另外還有 4 個較小的圓頂、小圓頂下方有 30 個更小的圓

頂。會得名為「藍色清真寺」主要是因為寺內牆壁全部以上等的藍、白兩色 Iznic 磁磚裝

飾，加上最早期藍寺的 260 扇窗都是以藍色的玻璃嵌製而成，陽光照射時寺內也呈現一片

藍色的景像，內外都給人一種藍色的感覺，因此有了這樣的俗稱。 

 

若說聖蘇菲亞被改成清真寺代表著拜占庭帝國和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沒落，藍色 

清真寺的建成則見證著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最輝煌的時期。 

 

清真寺四周建有圍牆環繞，正面圍牆內的庭院中央有座潔淨亭，是提供來此祈禱的回教徒

依照回教儀軌洗手、洗臉、洗足等淨身之用。 

 

       
側門                                                                                                                側門的洗滌處 

 

觀光客由寺院的側門進入，須脫鞋，將鞋裝入塑膠袋內自己隨身攜帶。照規矩女性進入清

真寺，應該要戴上頭巾把頭髮包起來，但由於藍色清真寺是觀光客必到的景點，參觀的旅

客絡驛不絕，規矩已然放鬆很多，女性旅客即使沒有用頭巾包頭，似乎也沒有人會投以異

樣的眼光。 

 

藍色清真寺滿綴星辰圖案的大門先聲奪目，進入大廳更覺眼睛一亮，四根直徑 5 公尺的大

圓柱撐起了中間的大圓頂及第二層的無數小圓頂。柱頂懸掛著大圓盤，圓盤上有藍底金字

阿拉伯文，分別書寫了四位回教先知的聖名。柱身上則以黑底金字阿拉伯文做裝飾，充分

展現了回教的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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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連的大、小圓頂                                                                         五彩繽紛的彩色玻璃及圖案 

 

由於回教禁止偶像崇拜，不可描繪人的形體，所有的牆上都以花卉、星辰及可蘭經文做裝

飾。窗子也有三、四層，許多窗子還鑲滿了五彩繽紛的彩色玻璃圖案。地上鋪著大小不同

的地氈，供教徒跪地祈禱。 

 

寺內東南面的牆壁上有一個聖龕，標示麥加的方向。面向聖龕的右側有一個樓梯，頂端上

方設有一個尖頂，這是用來講解可蘭經文的講壇。講經的時候，導師站在講壇上，大眾在

寺中央空地席地而坐，女性則坐在外圍靠窗戶的地方，講壇旁邊也為年事已高的長者設了

席位。在東南角的二樓以欄杆圍起的平台，則是蘇丹禮拜聽經的地方。 

 

 
聖龕及講壇 

 

藍色清真寺的美有四點： 

第一是光線：穿過 260 個小窗的光線，溶入昏黃、呈圓型排列的玻璃燈光，像是個虛擬的

空間。 

第二是伊茲尼藍磁磚：整座藍色清真寺裝飾著的 2 萬片以上的伊茲尼藍磁磚，晶瑩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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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玻璃窗                                                                                                                           磁磚 

 

第三是地毯：寺內鋪滿了的地毯大有來頭，據說是伊索匹亞的朝貢品。 

第四是阿拉伯的藝術字：支撐大圓頂的 4 根大柱直徑有 5 公尺寬，槽紋明顯，柱頭和掛在

柱身的阿拉伯文，真得都像藝術花紋。 

 

   
據說是伊索匹亞朝貢品的地毯                                            花草圖騰、可蘭經文構成的壁畫 

 

  
藍色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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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普卡匹皇宫（Topkapi Sarayi 或 Topkapi Palace） 

 

托普卡匹皇宮位於聖蘇菲亞大教堂後面的半島小山丘頂端，占地 70 平方公里，居高臨下

易守難攻，整座皇宮有海牆及城牆圍繞，博斯普魯斯海峽成為皇宮的天然屏障，稱得上是

君士坦丁堡的城中之城。 

 

托普卡匹 (Topkapi)，在土耳其語為『大砲之門』之意，昔日碉堡內曾放置大砲，故以此 

命名。托普卡匹皇宮是穆罕默德二世 (Fatih Sultan Mehmet) 於 1462 年命令開始興建，於  

1467 年建造完成。興建完成後，相關官方活動皆在此舉行。1588 年，蘇萊曼一世 (Kanuni 

Sultan Süleyman)將後宮哈雷姆 (Harem)遷移至此，才成為正式的皇宮。歷經 300 多年後， 

阿布多麥奇一世 (AbdulMecit I) 將皇宮遷移至朵瑪巴恰皇宮 (Dolmabahce) 而後關閉，直至 

1924 年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urk) 下令，才對外開放托普卡匹皇宮。 

 

托普卡匹皇宮於西元 1991 年改成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博物館，總共有 400 多個

房間，展示 86000 件富有歷史意義的手工藝品，包括珠寶、服裝、傢俱、毛毯、中國陶

瓷、玻璃製品、圖畫、武器及史料。 

 

皇宮入口處右側馬路邊有一座默罕莫德三世泉亭（Ahmet Ⅲ Cesmesi），建於西元 1729 年 

，牆面佈滿紋飾，為典型的鄂圖曼建築風格，供應泉水讓人們飲用。 

 

    
皇宮入口處右側馬路邊的默罕莫德三世泉亭（Ahmet Ⅲ Cesmesi） 

 

入口大門稱皇帝門(Imperial Gate)，位於聖蘇菲亞大教堂以東，是最外圍的城門，有一尊名 

為「托普卡匹」的古老大炮，今日皇宮的名稱即從此而來。皇帝門開門的時間是第一次清

真寺通知大眾祈禱的時候，晚上在則最後一次通知大眾祈禱後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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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緻的皇帝門 (Imperial Gate) 是托普卡匹皇宮的大門，彎拱上有黑底金字的草寫可蘭經文 

 

走進托普卡匹皇宮，彷彿走入想像中的世界。皇宮占地七十公頃，是 15 世紀到 19 世紀叱 

吒風雲的鄂圖曼帝國蘇丹王的宮殿，皇宮內有無數大大小小的房舍，外觀以簡潔為主，配

以鄂圖曼特式的花紋圖案，散發濃濃的伊斯蘭風情；像是鑲滿寶石的短刀、86 克拉的大

鑽石及重達 3.26 公斤的祖母綠寶石，還有從中國運來的巨大青花瓷器，可見當時的版圖

橫跨歐亞非鄂圖曼帝國的強盛。鄂圖曼帝國最強盛時期，彊土達歐、亞、非三洲，從維也

納到黑海、阿拉伯半島、北非埃及全在掌握下；約四百五十年的帝國歷史間，三十六位蘇

丹中的半數以托普卡匹皇宮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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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主要分為四個庭園及後宮(哈雷姆 Harem)五個部份，第一庭園是不需收費的，進入後 

面三個庭院則要收費，另外參觀後宮部份還要額外再收費。 

 

穿過皇帝門，即進入皇宮的第一庭院，院內種植樹林，有希臘羅馬時期的石雕，前端還有

一座伊蓮娜教堂(Haghia Eirene)，是拜占庭時代建造的，皇宮落成後，歷代都當作古董房 

使用，目前每年夏季由伊斯坦堡音樂協會(Istanbul Music Foundation)在此教堂舉行音樂演奏 

會。 

 

    
第一個庭院內的伊蓮娜教堂(Haghia Eirene) 

 

 

 

崇敬門 (Gate of Salutation) 

 

第一庭院的末端是崇敬門，有兩個對稱的八角型椎狀尖塔，是托普卡匹宮三座城門中最漂

亮的，古代官員走過崇敬門時，必須脫帽敬禮，表示對蘇丹的尊敬。城門上的黑底金字是

用阿拉伯文書寫的可蘭經最重要的教義，兩旁圖象的文字則是別號「勝利的征服者」的蘇

丹穆罕默德二世 (Fatih Sultan Mehmet)的印璽。這個印璽的字形和在其它地方所見不同，因 

為它是鄂圖曼文字，在鄂圖曼帝國時代，凡在清真寺或宗教因素出現的文字必是阿拉伯

文，表示對宗教的虔誠，以鄂圖曼文書寫則表示國家的威權。此後可多次看到不同皇帝的

簽章，基本的是三豎三圓，分別表示三大洲三大海。 

 

通過崇敬門，即可進到第二庭院，算是真正進入蘇丹王的生活範圍。 

 

崇敬門左邊有一條小路，可以通往附近的考古博物館(Archaeological Museum)，參觀托普卡 

匹皇宮入場券的售票亭就設在崇敬門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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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門                                                                     城門上的經文及蘇丹穆罕默德二世的印璽 

 

第二庭院，右邊有一個陶瓷收藏室，是好幾個相連的房間組成，從前是負責供應皇宮中所

有人食物的廚房，現在則展示陶瓷用具，包括來自中國青花瓷、綠磁、紅釉及日本磁器，

當然還有土耳其自己生產的瓷器。其中最大的一只，是直徑 1 公尺的中國瓷盤。 

 

     
The Tower of Justice is several stories high and the tallest structure in the palace                廚房 

      

宮殿廚房是一長型空間，分成好幾個相連的房間，目前作為陶瓷收藏室和武器陳列館 

 

左邊有一間鄂圖曼傳統形式的精緻房屋，門窗和屋頂裝飾的金屬，看起來像是黃金，當然

也可能是採用外層貼金箔的方式。這間房屋為行政中心的議事堂(Council Hall /  The Divan 

Salonu)，空間不算大，陳設很簡單，牆壁上繪滿了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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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議事堂的格局和佈置也是整個扥普卡匹皇宮廳室的縮影，座位沿著牆壁設置，上面舖

著厚實的棉墊，呈現典型的鄂圖曼宮室規格，顯示出土耳其人原始遊牧民族的特性，所發

展出來的那種不分彼此排排坐的文化特質，與朵馬巴洽皇宮的擺設採歐洲型式，具有階級

味道的風格，完全不同。 

 

    
第二個庭院內的議事堂(The Divan Salonu) 的房門 

 

    
議事堂 The Divan Salonu 

 

議事堂右面牆上有扇格子窗，蘇丹在這扇窗子後面，聆聽朝臣討論政事的情形。據說早期

蘇丹是和大家一起開會商議國事，後來有一次被平民闖入陳情受到驚擾，為了確保安全，

蘇丹才接受建議改成隔窗聽政。議事堂有一個後門，連接的迴廊直通後宮，現在有人守

著，不准進入。 

 

 

吉兆門 Gate of Felicity 

 

議事堂銜接著一個連棟式的建築，入口的地方稱做吉兆門(Gate of Felicity)，又稱白宦官之 

門(Gate of White Eunuch)，是西元 18 世紀改建的，融合了鄂圖曼和洛可可兩種風格，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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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是宮室的出入口。吉兆門前方的地面上有一個凹洞，據說是國家慶典時，蘇丹坐在吉兆

之門前的位置，大臣們則列隊恭賀。吉兆門的後面是第三中庭。  

 

     
吉兆門   Sultan Selim III holding an audience in front of the Gate of Felicity in the Second Courtyard 

 

      
吉兆門                                            在吉兆門前蘇丹坐的位置 Stone marker for the Holy Banner 

 

 

覲見廳 / 請願廳 The Audience Chamber / Chamber of Petitions 

 

蘇丹在此接見各國使節、甚至是一般民眾。 

 

The Audience Chamber, also known as Audience Hall or Chamber of Petitions (Arz Odası), is located 

right behind the Gate of Felicity, in order to hide the view towards the Third Courtyard. This square 

building is an Ottoman kiosk, surrounded by a colonnade of 22 columns, supporting the large roof 

with hanging eaves. Inside is the main throne room with a dome and two smaller adjacent room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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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 hall was also called "Inner Council hall" in contrast to the "outer" Imperial Council hall in 

the Second Courtyard. 

 

    
覲見廳 The Audience Chamber 

 

       
Main entrance to the 覲見廳 Audience Chamber, with the small fountain of Suleiman I to the right, 

and the large gifts window to th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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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庭院 

 

第三庭院裡有幾個非常有名的房間，左邊是珠寶室，一共有 4 個房間，這是扥普卡匹皇宮

人潮最多的地方，大家排隊依序觀賞世界著名的寶石製品。 

 

    
The palace school and The Conqueror's Pavillon (Fatih Köşkü) houses the Imperial Treasury is one of 

the pavilions built 1460 under Sultan Mehmed II and one of the oldest buildings inside the palace. 

 

   
寶物展覽室的走廊 Hallway of the Conqueror's Pavillon 

 

 

寶物展覽室內陳列許多戰爭中的戰利品，包括： 

 

（1）蘇丹謝利姆一世(SelimⅠ)征服埃及的黃金製戰利品，其中有裝著聖約翰手臂及手掌

遺骨的黃金箱子。 

（2）扥普卡匹短劍，是由鄂圖曼皇室專屬的工匠設計製造，原本贈送給伊朗的波斯王納

德爾沙(Nadir Shan Of Iran)，因納德爾沙被暗殺而再送回土耳其皇室。把手嵌有三顆色澤 

完美的大翡翠，黃金製造的劍身鑲滿了鑽石。 

（3） 黃金搖籃，為 16 世紀的作品，用鑽石、翠玉、紅寶石及黃金打造所成。 

（4）穆斯塔法三世(Armour Of Mustafa Ⅲ)的軍裝，計有黃金面罩、黃金戰袍、黃金戰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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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金盔甲、黃金馬蹬，總重量可以把一個人壓得站不起來。 

（5） 純金板覆蓋的王座。 

（6） 鑲著藍寶、綠寶石的王座。 

在寶物收藏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達 86 克拉的鑽石、重達三公斤的翡翠，以及曾經成為

電影主題的「托普卡匹短劍」。寶物室內珠光寶氣，寶石一顆比一顆大，寶石鑲嵌的技

巧，與相當精細的工藝，件件寶石都是藝術品。 

 

     
86 克拉的鑽石                             扥普卡匹短劍                              鑲著藍寶、綠寶石的王座 

 

蘇丹御用的珠寶，從這些精緻的珠寶，可以了解鄂圖曼帝國是多麼的富裕。其中最引人注

意的焦點，為 3 公斤的祖母綠寶石和 86 克拉名為「湯匙小販」(Spoonmaker) 的鑽石，主

鑽共 58 ，據說是世界第五大已切割的鑽石，周圍 49 顆小鑽，黃金基座，為扥普卡批皇宮

中最昂貴的寶物。傳說一位漁夫撿到一顆發光的石頭，拿到市場換了 3 根湯匙，湯匙小販

因此而得到此一珍貴的寶物。 

 

服飾展覽室，展示蘇丹御用的外袍(Kaftan)，衣服厚重，大多數是紅色，由其長度可見當

時人的體型相當高大，有一位蘇丹約高 190 公分重 100 多公斤。 

 

第三庭院的左邊是回教聖物室及皇家畫室，聖物室由 4 個圓頂房間組合而成，原為「勝利

的征服者」穆罕莫德二世的樞密廳，經不斷改建後被用來放置回教先知穆罕莫德之斗篷、

信件、長劍、腳印模型等聖物。皇家畫室則展示歷代蘇丹的畫像，以及描繪鄂圖曼皇室的

生活的圖畫。 

 

 

 

第四庭院 

 

穿過穿堂，來到讓人豁然開朗的第四庭院，遠眺博斯普魯斯海峽。由托普卡匹皇宮的第四

庭園，臨海俯瞰博斯普魯斯海峽與金角灣的氣勢，不禁讓人升起一股征服與統治感。庭院

面海處下方有一露天餐廳『Konyali Cafe』。坐在餐廳，可遠眺切開歐亞大陸的博斯普魯 

斯海峽視野極佳，供應自助餐、套餐及便餐，有如皇室般的享受，價格不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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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普魯斯海峽與下方的露天餐廳『Konyali Cafe』 

 

    
第四庭院 

 

 

 

巴格達亭 (Baghdad Parilion) 

 

第四庭院是後花園，為皇宮最開闊之處，庭院中有蘇丹專門用來喝咖啡的巴格達亭( 

Baghdad Pavilion / The Baghdad Kiosk)，是典型的鄂圖曼式建築，是為了慶祝土耳其打敗巴 

格達的阿拉伯人而建的。另外還有許多歐洲風格的獨立式房屋，在第四庭院可欣賞博斯普

魯斯海峽及金角灣優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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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達亭                                                                                                    巴格達亭外的庭院 

 

    
The gilded İftar Pavilion, also known as İftar Kiosk or İftar bower. Its ridged cradle vault with the 

gilded roof was a first in Ottoman architecture with echoes of China and India. 

 

   
巴格達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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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達亭內 

 

在鄂圖曼帝國年代後宮哈雷姆，除了蘇丹、皇子及宦官外，其餘男人皆不可進入。後宮是

分別售票，每 30 分鐘限 50 人入內參觀，參觀時間一次限 40 分鐘，必須由導遊帶著參觀 

，分別用英語及土耳其語導覽。由於時間的限制，無法入內參觀。 

 

Military Museum 軍事博物館 

 

武器陳列館裡面的展品不少，涵蓋中世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武器，當然一進門自然是

土耳其人的驕傲，鄂圖曼土耳其傳奇的「葉尼塞里」禁衛軍的塑像，穿著鎖子甲，配著彎

刀，斜背著弓。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武器，比較少華麗的裝飾。他們的弓都是單體弓，曲

度很大。所用的箭也不長，不超過兩呎，尾羽也很隨便，羽毛、皮革甚至鐵皮都可以。倒

是箭囊及箭匣倒是很精緻。還有標槍的鞘可以容納三支短標槍，很有趣。阿拉伯的代表武

器彎刀，刀上還篆刻著可蘭經文。而防具的話，土耳其的護甲以鎖子甲與皮甲為主，不容

易保存，而要比雕花之流，也比不上歐洲的全身盔甲。 

 

        
CF-104                                                                                1889 年建、85 噸重的 350 公厘大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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