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事博物館展有鄂圖曼時代土耳其軍隊行軍時所使用的野營帳篷、武器及其它裝備。每天

下午 3 時到 4 時之間有鄂圖曼時代軍樂表演。  

 

   
 

   
館裡面的展品                                                                 世界上最古老的鄂圖曼時代軍樂表演 

 

附錄: 

 

帖木兒（Timur the Lame，西人訛為 Tamerlane，1336 年- 1405 年）是帖木兒王朝的奠基人 

。1336 年出生於西察合台汗國的一個信奉伊斯蘭教的突厥化蒙古貴族家庭，自稱成吉思

汗七世孫，巴魯剌思氏。在一次攔路搶劫時被阿富汗人打傷成了瘸子，因此人稱跛子帖木

兒。1369 年，他殺死西察哈台的蘇丹，宣稱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繼承人，建立了帖木兒王

朝，隨後征服波斯、花剌子模。1393 年征服伊兒汗國和阿富汗；而後北上攻滅金帳汗國 

；1398 年南侵印度，徹底瓦解了德里蘇丹王朝的統治；1402 年大敗鄂圖曼帝國，俘其蘇

丹拜牙（即“閃電＂巴耶塞特一世 ; 攻下君士坦丁堡的鄂圖曼帝國穆罕默德二世的曾祖父 

），使其帝國成為了從帕米爾高原到小亞細亞、阿拉伯半島的大帝國。帖木兒的軍隊極端

殘暴，所過之處繁華的都市夷為平地，人民或殺或虜，整個中東地區遭到自蒙古西征以來

最嚴重的浩劫。1405 年，他率領 20 萬軍隊進攻中國明朝，途中病死，其帝國也立即開始

分裂，1500 年被烏茲別克人所滅。 

 

“閃電＂巴耶塞特一世被俘後，遭囚禁在帖木兒王宮的鐵籠中，帖木兒還要鄂圖曼皇后，

在王宮中裸體服侍，巴耶塞特一世因而發瘋自殺。鄂圖曼帝國為此而不再立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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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Bazaar 有頂大市集 

 

室內大市集 (Grand Bazaar) 土耳其語 『Kapalıçarşı』，英文的翻譯為『Covered Bazaar』，

意 

思就是有頂的市集。伊斯坦堡室內大市集的歷史，可追溯至 1460 年，由當時的蘇丹穆罕 

默德二世下令興建，於 1461 年完成。由於當時穆罕默德二世剛剛攻佔君士坦丁堡，興建 

室內大市集就成為伊斯坦堡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室內大市集建造完成後多次毀於火災，然

後繼續不斷地重建，外圍的攤販越聚越多，市場的規模至今仍然在繼續擴大之中。 

 

大市集是拱形屋頂的正方形建築，有 4000 多家商店，市集裡的通路及商店呈齒梳狀的分

佈，東西向的主街在南側邊上，與臨近的迪旺街(Divan)平行，副街由主街往北方延伸。市

集裡面有 28 個出入口，要小心迷路，還要注意提防扒手。 

 

市集裡銷售之物品種類繁多，最主要的是金飾、銀器、銅器、陶器、皮革製品、雕刻、木

製品、海泡石做成的煙斗、茶杯組等等。 

 

在有頂大市集裡買東西，除了銀器及琥珀，是秤重量買賣之外，其他不管任何物品，都可

以殺價，討價還價的過程也是一種樂趣，通常以美金講價，議妥價格之後，用土耳其幣付

賬較為合算。 

 

    
 

 

 

Süleymaniye Camii  蘇雷曼尼耶清真寺 

 

蘇雷曼尼耶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Suleymaniye Mosque）位於金角灣岸邊的小山丘上 

，為鄂圖曼帝國國力最強時期的蘇丹蘇雷曼大帝（Sultan Sulema Magnificient）於西元 1557 

年所建。 

 

論名氣，這座清真寺在觀光客的印象裡遠遠及不上藍色清真寺，實際上卻是伊斯坦堡最尊

貴、最著名的清真寺，擁有形制完整的回教寺院建築群，有 4 支叫拜塔；它較藍寺規模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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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歷史更悠久(十六世紀)，是現時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庭院四周圍著圍牆，每道圍牆

開有數個拱門供人出入。其附屬建築包括神學院、救濟院、圖書館及救濟窮人的公眾食堂 

，旁邊還有蘇雷曼大帝及其愛妻的陵墓。 

 

 
 

 
遠眺蘇雷曼尼耶清真寺 

 

 

 

Valens Aqueduct  瓦倫斯水道橋 

 

瓦倫斯水道橋是羅馬時代為了供應城市生活用水而建的輸水道，水道橋橫跨在舊市區的阿

塔圖爾克街，由郊外引水至城內的地下水庫。瓦倫斯水道橋 (Valens Aqueduct) 開始興建的 

期間並不清楚，但是依據文獻是於 378 年瓦林斯皇帝時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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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倫斯水道橋 (Valens Aqueduct)  羅馬帝國時期的水利工程傑作 

 

傳說羅馬水道橋是魔鬼在一夕之間建造而成的，現存水道橋全長 971 公尺，高 29 公尺， 

上下共 158 個拱形，純粹只是把花崗岩塊與磚塊層疊堆積而成。當親眼目睹如此壯觀的建 

築時，也許會忍不住想相信魔鬼論的傳說故事。橋身由石砌而成，且不加灰泥塗抹，表面

石塊不規則的突起，原本是為固定木腳手架之用；橋身設計成輕度曲線，橋墩底部有分水

角，以抵禦洪水衝擊，橋拱則保證河水能夠暢通無阻，是羅馬帝國水利工程師與建築師合

作的傑作。 

 

瓦倫斯水道橋的斜度為 1:1000，其水源主要來自於介於肯吉色恩(Kağıthane) 和馬爾馬拉海 

(the Sea of Marmara) 之間的色雷斯地區 (Topkapı Sarayi)，二層高的巨型石拱橋，原來是延

綿 

不斷的超級引水道，全長二百公里由山上引水進城，最遠甚至引自塞爾維亞的貝爾格勒森

林 (Forest of Belgradeı)。原來每列拱門之間是空心的石水道，水由此入城，供全部伊斯坦

堡 

的人口使用。雄偉奇幻的瓦倫斯水道橋建築動人心弦，在歷史與建築互相參照下，見證奧

斯曼帝國時期的誕生與衰敗。 

 

君士坦丁堡的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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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羅馬帝國在西面築了兩道堅不可摧的城牆，城牆上每隔百米築一堡壘 

東羅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雄踞在歐亞兩洲交界的博斯普魯斯海峽的南口，三面環水 

，背靠大陸，地勢十分險要；加上東羅馬帝國多年來的構築經營，城防工事十分堅固，真

可以說是銅牆鐵壁，固若金湯。要想攻破它，確實是有點兒異想天開。然而，它竟出乎意

料地被鄂圖曼土耳其人攻破了。 

 

交戰以前，雙方都投入了大量的人力、物力，作了充分的準備。土耳其國王穆罕默德二世

親率２０萬大軍和３００艘戰艦，將君士坦丁堡圍得水洩不通，決心拿下這座歷史名城作

為伊斯蘭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的軍民也孤注一擲，誓與古城共存亡。他們盡一切可能加

固工事，除了在西面築了兩道堅不可摧的城牆之外，還在城牆上每隔百米築一堡壘，牆外

挖了很深的護城壕。在城北金角灣的入口處，他們用粗大的鐵鏈橫鎖水面，使任何船只都

無法駛入。在城東城南面臨海灣敵人很難接近的地方，他們也築起了堅固的城牆。  

 

  
用粗大的鐵鏈橫鎖水面                                                                                鄂圖曼從西面攻城 

 

戰爭于１４５３年４月６日正始爆發了。土耳其人首先從西面猛攻，他們用每發砲彈重達

５００公斤的大砲對城牆狂轟亂炸，然後便扛著粗大的樹幹，滾動巨大的木桶，向護城壕

衝去，企圖把壕溝填平，但是卻遭到了城中槍砲的嚴厲打擊，紛紛敗下陣來。  

 

強攻不行，土耳其人便打算挖地道，穿過護城牆和城牆，鑽入城內，不料地道還沒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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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當地居民發現，他們用炸藥將地道炸毀了。土耳其人見此計不成，又決定使用攻城塔

車，可是當塔車靠近城牆時，守城的官兵就往塔車內猛投蘸滿鬆脂的火把，將塔車燒著，

並用大桿推倒雲梯，致使土耳其人又遭慘敗。  

 

由于屢戰屢敗，傷亡慘重，穆罕默德二世不得不重新考察君士坦丁堡的城防虛實，制訂新

的進攻措施。後來，他發現城北的金角灣水面不寬，東羅馬人主要依靠鐵索橫江來阻擋進

攻，倘若能繞過鐵索，從水路登陸，進行偷襲，定能在敵軍毫無防備的情況攻破城池。 

 

穆罕默德和部下苦思冥想了很久，終于想出了一個曠古未聞的妙計奇策。他派人到熱那亞

商人據守的加拉達鎮去，用優裕豐厚的報酬收買了那裡的商人，使商人們允許他在加拉達

北面鋪設一條陸上船槽。船槽是用堅厚的木板鋪成的，由高往低的滑行面，槽底又塗上很

厚的一層牛羊油脂。靠著這條船槽，土耳其人經過一夜的努力終于奇蹟般地將８０艘戰船

拖運到了金角灣的側面。在那裡他們架起了浮橋，築起了砲台，向君士坦丁堡發動了新的

攻勢。  

 

當砲聲轟轟地在北城牆外震響時，城中的官兵驚呆了，他們做夢也沒料到金角灣這邊會出

現土耳其兵。于是，手忙腳亂地從兩線撤兵增援，而將西面的防守交給了來援的熱那亞士

兵。這樣一來，東羅馬軍的兵力便分散了，而擔任西城牆防守任務的熱那亞士兵又不熟諳

地形、地勢，致使防衛日趨危急。在土耳其軍連續不斷的砲轟下，西城牆終于被打開了一

個缺口。土耳其人連攻了兩次都敗下陣去，最後穆罕默德二世親自上陣，全力以赴，才衝

了進去。君士坦丁堡終于陷落了。 

 

            
穆罕默德二世                                      戰場上血流成河，映出了星月倒影，類似土耳其國旗 

 

Fish Market :  dinner with live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by a gyps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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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魚的料理方式通常就是烘烤，不似中國菜多變，但因魚新鮮且肉質細，吃起來相

當美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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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by a gypsy orchestra                                        Restaurant / Night Club 

 

    
Dondurma 土耳其冰淇淋，特色就是用長長的棒子，黏著冰淇淋，甩來甩去捉弄人，然後

再用棒子敲響鈴噹，來招攬客人。 

 

Day 16 -DEPART FOR USA (May 3) 

We will depart the hotel 6:00 AM for your return fli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same day. 

 

 

土耳其冰淇淋(Dondurma)是一百多年前源於土耳其一個叫做馬拉斯(Kahraman Maras)的地方 

，以該地名為此種冰淇淋的名稱。世界上只有兩個地方用地名來當作冰淇淋的名字，一個

是羅馬冰淇淋，另一個就是馬拉斯冰淇淋。 

 

約當羅馬帝國時代，馬拉斯當地的人民已經用山中擠壓過的雪混合果汁，成為一種名叫卡

霜巴(karsambac)的點心，是馬拉斯冰淇淋的肇始。根據文獻記載，著名的羅馬暴君皇帝尼

祿，就是這樣子做出世界最早冰淇淋的。 

 

土耳其冰淇淋最大的特色是手工攪拌和如麻糬般的口感。在早期土耳其冰淇淋只用攪打的

方式來完成，不過經過改良演變，後來在煮牛奶過程中，先將牛奶煮至約 100℃殺菌後，

加入一種蘭花（白芨）根部的汁液使之變濃稠，就這樣煮兩小時、再加入蜂蜜攪拌均勻後 

，然後慢慢冷卻，再經過持續攪拌後將它冷凍起來。如此一來，就完成了這種世界上最密

實堅韌的冰淇淋，口感上與一般冰淇淋大不同。  

 

在土耳其此種冰淇淋有註冊品牌馬朵(MADO)，這是馬拉斯冰淇淋土耳其原名 Maras 

Dondurma 的縮寫，由一位曾任鄂圖曼皇室牛奶師傅和冰淇淋師傅的亞夏爾．烏斯塔(Yasar 

Usta)1920 年創辦。在全土耳其都有「馬朵」的分店，機場免稅商店街也看得到，分店數

包含國外的北賽浦路斯、羅馬尼亞、沙烏地阿拉伯、奧地利等，共有兩百多家，另外在美

國等十個國家也有加盟店！MADO 種類琳瑯滿目，除了一般常見的巧克力、香草等，各

種堅果榖類或水果都可能成為它的配料，除了甜筒或杯裝外，還可要求切成一片片的放在

盤子裡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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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ahraman Maras 吃 Maras Dondurma 冰淇淋 

 

冰淇淋小販穿著鄂圖曼時期服飾在販賣，攤位上掛有一個銅鈴，小販往往挖出冰淇淋後，

以沾黏著冰淇淋球的長長金屬棒子甩來甩去捉弄客人，然後用棒子背面敲響銅鈴以引起注

意，但冰淇淋卻完全不會掉，之後再將其盛入甜筒拿給客人，這是當地從古代就傳下來的

習慣。 
 

 
冰淇淋小販和頭頂上的銅鈴 

 

儘管土耳其料理看起來非常簡單，但其新鮮材料所具有的鮮美味道被巧妙地烹調發揮出來 

，是其料理的一大特色。土耳其料理的種類也非常之多，有各種湯菜，及其有令人吃驚的

種類繁多的涼菜，還有各種肉料理和魚料理。飯後，還有著名的土耳其點心和糕點等，最

後是土耳其咖啡。土耳其料理全部使用新鮮的材料，土耳其國內種植各種各樣的水果、蔬

菜、另外由於土耳其三面環海，盛產多種多樣的魚類。無論到哪裡都可以喝到咖啡和紅茶 

。另外，瓶裝的飲料水或礦泉水在任何都可以方便地買到。 

 

土耳其的吃有三絕：一．超甜﹙甜點像濃縮的糖精，連螞蟻都不敢吃﹚，二．各式的橄欖

很鹹﹙真是難以下口﹚，三．糊﹙各式蔬菜都煮成像嬰兒或老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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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特別喜歡羊肉，早餐必有黃瓜、番茄、橄欖和起司，麵包、蔬菜、優格和烤肉串

也非常受歡迎。 

 

在土耳其，各種烤肉料理都叫做「卡巴(Kebab)」，街頭看到的，土耳其文叫「多納卡

巴」(Doner Kebab)，就是回轉式烤肉的意思。 

 

There are many kebab types in Turkey, the most famous ones are Shish Kebab, Iskender Kebab, 

Adana Kebab, Chiken Shish Kebab, Nazik Kebab etc.  Testi Kebab is very famous in Cappadocia 

region and Iskender Kebab is the best in Bursa.  

     
Adana Kebab                   Chiken Shish Kebab         Nazik Kebab                              Testi Kebab 

這次在布爾沙(Bursa)慕名到一間號稱發明土耳其特色烤肉「卡巴」(Iskender Kebab) 的餐廳 

吃午餐，味道不錯，價錢是兩人 18 里拉 ($1.00US = $1.5TL)。 

 

    
You can find Iskender Kebab everywhere but this kebab is the best in Bursa 

 

There are interesting deserts in Turkey that you can not find anywhere else. There is one desert called 

｀chicken breast＇. It is made of chicken breast, cracked rice and milk; it is very a light desert and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breast in it. It is delicious. I love also another desert called 

kunefe.  It is made of shredded pastry and cheese, and it is served hot. It is very unique desert also.  

 

Other famous Turkish dishes are: 

 

Manti: try it in Cappadocia. It is kind a dumpling (very small pieces), meat and spices are in dough 

wrapper. It served with yog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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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vec: its name comes from the cup that is cooked in. This cup is made of soil and this food is 

cooked in special furnace. It includes meat and vegetables. 

 

Stuffed grape leaves: Meat, rice, onion are mixed and wrapped with grape leaves. This dish is also 

very famous.   

 

Bread is also quite different than here. Bread is very important for Turkish cuisine. Think like that, 

Asians use rice with every meal, Turks use bread exactly the same way. Basically, bread is Turks＇ 

rice. There are variey of breads in Turkey, even the ordinary one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 bread you 

can find here.  

 

Rice is cooked quite different in Turkey; it is called “pilav＇.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of 

pilav, it might be interesting for you to try Turkish version of cooked rice.  

 

咖啡雖曾是土耳其的國飲，茶飲卻奪走了這項殊榮，在土耳其各地隨處可見熱騰騰、以鬱

金香形狀玻璃杯奉上的鮮茶，鮮茶源自黑海東岸。 

Turkish coffee is also very famous; it is made of extremely finely grounded coffee. It is cooked like 

espresso but the taste is quite different. If you don＇t like too bitter taste, you should choose the level 

of sugar you want. It comes in three different sugar levels: without sugar, medium sugar level and 

high sugar level. Without sugar, it will be really bitter. Turkish coffee is not served at breakfast or 

with other meal. It is always drunk after the meal, specifically after lunch and dinner. 

 

紅茶很好喝，土耳其人愛喝茶的習慣源自中國，所以土耳其語的茶也叫 cha，賣茶的用金

屬籃子提上幾杯，一杯從五毛錢到一塊五毛錢都有，玻璃杯上用金屬鑲住，造型很美容量

不到一百 CC，喝完後只要把杯子放在地上的牆角，賣茶的就會回來收走。  

 

                              
賣茶用的金屬籃子                                                 土耳其咖啡 

 

優格 

 

無論是前菜或主菜的烤肉，好像都可以看到「優格」(Yogurt)優酪乳的影子，而且被運用

得無所不在，前菜裡的優格蔬菜(Semizotu)，或當做沙拉醬使用，主菜裡淋上優酪乳的烤

肉(Yogurtlu Kebabi)、葡萄葉包米飯，用香料及奶油煎的 Yaprak Dolmasi 上也有「優格」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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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最特別是優酪乳餃子「優格芒特」(Manti)，以及老少咸宜的飲品「艾蘭」(Ayran)，也

就是優酪乳加鹽，順口入菜一級棒，連麥當勞裡都有。 
 

 
艾蘭 Ayran 

Yogurt＇s land is Turkey and Turkey is the number one for yogurt consumption. Turks uses yogurt 

on every thing but nobody eats yogurt with sugar or sweet staff like here. Try yogurt in Turkey, you 

will see the difference.   

酒類產品中有土耳其啤酒、當地生產的葡萄酒、還有土耳其獨特被稱為拉克的酒（茴香

酒）。飲拉克本身就是一種儀式，根據傳統，飲用時備有各種各樣的下酒菜。 

 

拉克 (Raki) （茴香酒） 

 

又叫獅子奶，是由榨出葡萄汁後的葡萄皮再蒸餾得出的高酒精度飲品，初看上去像俄國伏

特加一樣透明，這種酒加入水後，變為乳白色，因此被叫作獅子奶。喝的時候有點甘甜，

易入喉，味道醇美。 

 

土耳其啤酒 (Efes) 

 

Efes，土耳其當地的知名啤酒，汽泡感十足，口感滑順，稍微退冰後也不會苦澀...好喝~~ 

 

 12



 
獅子奶 Raki 和土耳其啤酒 Efes 

 

購物在土耳其是最快樂的事。看到各式各樣的土耳其工藝品，令人不得不買。不僅有現代

的商品，還有各個村莊和各個地區的傳統工藝品。來土耳其旅行的人，肯定至少會想買些

帶回去。最受歡迎的商品是毛毯，除此之外還有皮毛制品，銅或青銅的銅像、銀、陶瓷

器、手工藝品、刺繡產品。另外還有很多土產店銷售土耳其的名產，如海泡石煙管、瑪瑙

等商品。 

 

土耳其毛毯，其品質精良的地毯，雖然和美國比起來便宜許多，仍屬高單價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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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Eye 

 

Blue Eye (Lucky Eye 幸運之眼，或稱 Evil Eye 邪眼)，在土耳其可說是最著名的旅遊記念品 

，幾乎所有關光客人手一件，主要原因為是它充滿了神秘色彩，是最能代表土耳其當地文

化的圖騰。當地人長久以來篤信，這幸運之石可避邪並招來好運。因古時候的土耳其人相

信，眼睛具有避邪的效果，所有邪惡的東西都會怕眼睛，所以他就像中國的八卦一樣，可

以避掉邪惡的事物。若配上不同的材質編織，又有不同的像徵意義。當然，傳說可信可不

信，必竟這只是現代人所作的民俗工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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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Eye 

 

至於食品類，到土耳其旅遊的觀光客最愛蘋果茶與土耳其軟糖。好的蘋果茶是以洛神茶與

蘋果粒調配而成，香氣和滋味一級棒，他們販賣的土耳其軟糖也比較不那麼甜。好東西價

格不便宜，但是絕對值得。 

 

在土耳其，絨毛皮和毛皮是非常重要的產品，用來生產各種各樣的服裝、手提包、腰帶、

皮鞋等商品，同時，其價格又非常便宜。在主要城市的大商店中，采用高質量的皮和絨毛

皮制作的連衣裙，褲子，衣服等商品非常暢銷。如果想購買一些有特色的東西，有水煙管

(Nargile)。另外，可以購買土耳其棋盤(Tavla)，學習土耳其獨特的遊戲方法。 

  

 

 

土耳其共和國，面積：814,578 平方公里，僅 5%面積在歐洲，稱為色雷斯（Thrace），其

餘 95%均在亞洲，是世界唯一橫跨歐亞兩洲的國家。土耳其人口超過 7500 萬，是台灣的

3 倍。多數為蒙古利亞的突厥種，而東部是庫德族大本營，有 1 千萬人。 

 

宗教：99%為伊斯蘭教。凱莫爾改革後，實施政教分離，使宗教信仰自由化。語言為阿爾

泰語系的土耳其語，書寫文字為拉丁字母。前三大城是伊斯坦堡、安卡拉、伊茲米爾。氣

候可分為黑海沿岸的黑海性氣候，內陸的大陸性氣候，愛琴海及地中海沿岸的地中海性氣

候。土耳其最適合旅遊的季節是 4 月~~10 月，4 月~~6 月適逢春天，也是花開的季節。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