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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機 

 

我本身對於旅行及異國文化有相當的興趣，恰巧系上學長姐曾在去年參加過學校

的暑期計畫並且在計畫後規畫自助旅行，聽過他們的分享後，很希望自己也能夠

有這樣的經驗、能夠親身體驗那與我們大不相同的文化，正因為那裡的文化及風

土民情與我們是這麼的不同、是這麼的難以想像，更加深了我想實際走訪土耳其

的慾望。 

 

二、 旅程經歷 

 

  土耳其幅員廣大，而這次的自助旅行，我們一路從土國的東邊遊歷至西邊，走

訪了十個城市，分別為埃爾祖魯姆、卡帕多奇亞、棉堡、安塔利亞、塞爾柱、以

佛所、庫夏達西、依茲米爾、布爾薩和依斯坦堡。各個城市不同景色，不同風味。 

 

(一)埃爾祖魯姆 

為期兩的禮拜的暑期研習營在 Ataturk University，在這個城市。這是這一趟

旅程中的第一個城市也是待得最久的城市，位於土耳其的東邊的一個小城鎮，有

著高原氣候，雖然不甚繁榮，但有著熱情的人們。 

在這裡最有趣的莫過於與該校學生住在同棟宿舍裡，東部人活潑熱情，在宿舍或

校園裡被搭訕可說是層出不窮。在女生宿舍裡，總有數不清的土國女孩來搭訕，

但有很大部分的女孩們是不會說英文的，在無法溝通的狀況下，我們曾經在樓梯

間用 google 翻譯溝通，現在想來還是十分有趣。這些不懂英文和那些略懂英語

的女孩幫了我們許多，她們的熱情相助讓我們在學校

的日子更精彩，也讓我們更快速的熟悉這個城市。 

 

(二)卡帕多奇亞 

  自助旅行的第一站，兩天一夜。這個城市以它的地

形出名，著名的岩石風化區，被譽為最適合搭乘熱氣

球的地方。這晚我們投宿某個石窟旅館，是很奇特的

建築，在石山中打洞建成，更特別的是在這個城市這

樣的旅館比比皆是，住在石窟內的感覺有些新鮮，一

開門寒氣直逼而來，不論外面的天氣如何，石窟房間



內總是充滿涼意，夜晚昏黃的燈光更添氣氛。解決住宿問題後，錯過公車的我們

決定在住宿點附近晃晃，琳瑯滿目的商店街販賣許許多多的紀念品，可惜的是販

賣的物品皆大同小異，其中最令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間地毯店，店鋪並不大，但走

過某扇門後，是四面掛滿地毯的牆，十分特別也的確壯觀。這是個很美麗但觀光

氣息非常濃厚的城市，老實說我並不特別喜歡，我更期待看到的是貼近當地文化

的一面。 

  第二天起了個大早，五點半，天才微亮，我們出門，為了那人生中第一次的熱

氣球，早晨的空氣帶有些許寒意，接駁車帶我們來到了空曠的小草原，空中已有

幾顆熱氣球，享用完簡單的自助式早餐後，就要進入我們今天的旅程了，爬進熱

氣球的籃子裡，很幸運的就站在駕駛員旁邊的位置，便小聊了幾句，在升空前有

些緊張，但看著那熊熊的火焰就在旁邊燃燒其實挺有趣，有趣之餘我們到了空

中，放眼望去的美景早讓人顧不得緊張，一個小時的旅程經歷了不同的景色，經

歷了天色的變換，太陽升起的那一刻的橘黃色伴隨著漫天的熱氣球好不美麗，最

後這趟飛行結束在稍有碰撞的降落和慶功香檳及參加證書。是很新鮮並且帶點緊

張的體驗。 

 

(三)棉堡 

  從卡帕多其亞出發，搭乘夜間巴士，約莫早上六點半我們來到我們的第二站─

有著名石灰棚景觀的棉堡村，稍做休息及整理後，我們立即出發前往那著名的石

灰棚，不得不抱怨一下，在土耳其參觀這些國家景觀的門票皆為 20 里拉(里拉為

土耳其的貨幣)，大約是台幣 380 元左右，對我們這些貧困的背包客來說也真是

一筆不小的開銷。這石灰棚一片白皚皚伴隨著淡藍色的溫泉水，讓人有置身雪中

的錯覺，但這錯覺立刻被炙熱得太陽給打醒，脫掉腳上的鞋子走向上攀爬，可以

感覺得到那溫泉水在腳邊流過，很舒服卻不感覺熱，好多家庭換上泳衣就跳進水

裡，或者將石灰泥抹在身上。走過石灰棚後，進入的是古蹟的區域，土耳其的古

蹟與台灣不太一樣，台灣總是致力於古蹟的還原，但土國人似乎不那麼在意那些

古蹟原貌，多數的古蹟接無全貌，對我來說十分新鮮，不過因著看也看不懂，我

們也就只是走馬看花，晃一晃、照照相就過了。結束石灰棚的行程後，回到旅館

梳洗過想到村裡看看，沒想到才不

過幾步路就把這小村給逛遍了，也

許棉堡村的特色就是小巧玲瓏

吧，除此之外，棉堡村有不少的雜

貨店，這也是我們在之前的城市中

比較沒見過的。晚餐過後，大夥相

約到旅館的二樓陽台喝茶，有個旅

行業人士主動搭訕坐下與我們聊

天，我們聊著我們這趟旅行和相關

疑問，他呢，除了給予我們回應與



建議外，也說著他的旅行經驗和對台灣的憧憬，其實說到他對台灣的憧憬我是有

些驚訝，喜歡這聊天的過程，旅行就是為了接觸更多不同的人阿。 

 

(四)安塔利亞 

  相較前面三個城市，安塔利亞是相對繁榮的，安塔利亞為土耳其版圖內沿地中

海的城市之一，並且聽說是歐洲人的度假大城，其實是很後來才決定要將這個城

市納入自助旅行，一方面是因著在 Ataturk University 時，同行者認識的一個

土耳其朋友大力推薦，另一方面就是想著要到地中海走一遭啦。 

  住宿在安塔利亞的舊城區，古老的建築和石磚路非常浪漫、非常有味道，但對

於我們這些拖著行李箱又找不到路的旅客而言簡直是磨難，還好住在那些美麗建

築的其中之一給予了我們一點小小的精神補償。 

  在這裡沒有什麼特別的行程，只是到處走走看看，然後發現這個城市的歐洲人

還真的不少，商家林立而且販賣速食的店家也是整趟旅行下來最多的。另外，令

我感到驚奇的是，路邊的藝術雕像竟然出現跳格子及滾鐵輪的畫面，非常的逗趣

卻也令人匪夷所思，土國人也跟我們有一樣的童年嗎?晚餐過後到港口走走，吹

吹海風，逛逛紀念品街，這天就在濕黏的海風下結束了。 

  

  

 

 

 

 

 

 

 

 

 

  第二天我們臨時起意決定要到旅遊書上介紹的瀑布，雖然旅行書上並沒有清楚

標示交通方式，但秉持著路是問出來的的信念，我們跌跌撞撞終於到公車站牌，

等車之餘我們愜意的逛了路旁的商家，不料到才一轉眼時間，同行友人就被一位

中年爸爸搭訕，並且揚言要帶我們到別的地方等公車，說在這邊等不到去瀑布的

公車，還來不及搞清楚狀況，同行友人就要我們跟著他們走，我們一頭霧水擔心

被騙，結果不知該哭還是該笑，那位爸爸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公車站牌，我們之後

也確實搭上了到瀑布的車，但他向同行友人要了一點錢，說是給他一點報答。就

當是個奇遇也當買個經驗吧，在網路上看到的傳言如今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那

感覺還真有點詭異。 

 

 



(五)塞爾柱─以佛所─庫夏達西 

  接著的這三個城市皆位於愛琴海沿岸，搭車

來回的時間不超一個小時，三天兩夜的愛琴海

之旅，住在塞爾柱一間小小的民宿，由一個家

庭經營，有著老爺爺、老奶奶和一位婦人及幾

個小孩，土耳其的民宿對客人十分體貼，這天

我們又搭乘了夜間巴士，早上約莫七點來到塞

爾柱的民宿，告知我們的住宿房型需求後，民

宿主人告訴我們目前沒有我們所需的空房，但

是她會先給我們三個人兩間房間休息，等

check-in 的時間到了再換到我們所屬的房間，

這樣的貼心舉動令我訝異，畢竟這大概不是在

台灣能夠受到的禮遇吧。 

  休息過後出發前往旅遊書上介紹非去不可的以佛所遺跡，依舊是 20 里拉的門

票，但這個大型遺址令我失望，這裡的古蹟不完整的程度更甚棉堡，除了劇場和

大理石大道外，那些看不出個所以然的我們都戲稱為斷垣殘壁，也沒有復原圖，

只能憑介紹看板來想像，走在這些斷垣殘壁內我們常會猜測這地方原本可能是什

麼作用，好比說右上角這張圖，有人說是刑場也有人說是浴場，這樣無解的猜測

也為我們無奈增添了一點的樂趣。 

  第二天，一個小時的車程我們從塞爾柱來到庫夏達西的淑女海灘，看到被人潮

淹沒的海灘，有人在曬日光浴也有人往浪的方向走，都說土耳其是歐亞交界，是

歐是亞總是沒個定論，但單就他們泡海灘這樣的做為真的就是歐洲人阿。來到了

海灘才發現這裡似乎連個能夠上鎖的置物櫃都沒有，偏偏我們遊客的貴重物品都

在身上，於是我們便到警衛處詢問是否真的沒有置物櫃，得知我們困難的警衛二

話不說就從櫃子上清出個位置代為保管我們的包包，又讓我們再次感受到這真的

是個友善的國家。 

  連續兩個夜晚，回到民宿洗過澡後，我們都到塞爾柱鎮上閒逛，第一天晚上巧

遇當地的夜市，與台灣很不一樣，賣的都是一些衣飾或生活用品，食物則是幾乎

沒有，印象中只有玉米，那夜市規模雖然較台灣小了好幾倍，但可是人潮不斷呢。

第二天晚上偶遇幾個中年男子聚會在街道旁的餐廳，他們對我們從哪來感興趣，

問候之餘還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聚會，我們並不感到驚訝，因為一路走來我們知

道土耳其人就是這樣熱情，可惜時間已經太晚，不然我還真想坐下來和他們聊

聊。晚上的塞爾柱非常迷人，布滿餐廳的小小街道，在餐廳裡觀看足球賽的人們

偶爾的一陣高呼，在街道旁小酒店喝酒聊天的人們和在街道上招攬生意的服務

員，那是種小鎮的感覺，安心又愜意，平和卻熱鬧，這大概是我這趟旅程中最喜

歡的城市了。 

 

 



(六)依茲米爾 

  位於愛琴海沿岸的一個大城市，在這我們停留了一天一夜，而這個城市最讓我

印象深刻的是距離市中心十公里遠的巴士轉運站，從塞爾柱到這裡只要一個小

時，所以我們搭乘的是小型的巴士，來到轉運站才發現沒有接駁車，幾經波折才

終於找到公車站，上公車後，有個好心的先生發現在研究旅遊書上地圖的我們，

便自動上前來詢問我們是否需要幫助，雖然對方的英文並不是很好，但比手畫腳

加上地圖及簡單的英語，讓我們也算是溝同無礙，這位先生甚至陪同我們下車、

找旅館，直到確定我們可以之後才離開，非常的熱心也使我們感到非常的窩心。 

  在這個城市我們發現了一個創意市集、吃了麥當勞、在咖啡店悠閒的待上幾個

小時，僅此而已，這個城市對我而言並不特別，它沒有那種古味，卻也沒有現代

城鎮那種新穎的感覺，真要形容的話就是沒新沒舊，反倒跟我生長的城市─台南

有些許類似。 

 

(七)布爾薩 

  在從依茲米爾前往布爾薩的路

途中有個小插曲，購買車票的時

候，有個女站務員將我們車票的

日期打錯了，而我們也忘記確

認，導致我們當天在車站等了三

個多小時，到達布爾薩也已經是

晚上十點了。這是個既新穎卻又

很有味道的城市，購物中心林

立，巷子裡的街道卻是古風十

足，還有無數的清真寺及蘇丹陵

寢。 

  在這裡的第一個早晨，沒有方

向感的我們走在巷子內經過一個小公園，公園內滿是喝茶的人們，就在我們好奇

多看一眼的同時，有個伯伯跟我們打招呼，示意要我們過去坐，抱著也許會很有

趣的心態，我們禮貌的問候並坐下，才知道原來伯伯是想請我們喝茶，但是伯伯

不會說英語，我們又只會說一點點的土耳其文，靈機一動我們拿出旅遊書的附

錄，把想說的用指的給伯伯看，這樣一來一往也算是溝通良好，又是個有趣的經

驗。 

  晚上民宿的爺爺帶著我們到旋轉舞學院，旋轉舞是土耳其的傳統舞蹈，正式的

表演一場 30 到 60 里拉不等，而這個學院提供免費的表演，主要是在提供學生訓

練，出場表演的甚至有很小的小孩，我猜測最小的那個小孩大概還不到十歲。本

以為出場的會是女性，不料全都是男性，事後去查才發現，旋轉舞其實是一種宗

教儀式，所以在伊斯蘭教男女角色的脈絡下，會由男性來表演也有其道理。 

 



(八)伊斯坦堡 

  我們的最後一站，也是自助旅行中停留最久的一站。依斯坦堡雖然不是土國的

首都，但卻是土國最發達的城市，兼具現代化及歷史性，是個美麗且多元的城市，

依斯坦堡被分為許多區：新城區、舊城區、亞洲區及，而我們這次的旅行只在新

城區及舊城區。 

  舊城區，著名的聖索菲亞大教堂及藍色清真寺

皆在此區域，而我ˋ們住的 hostel 也在此區。

參觀過聖索菲亞大教堂，這個圓頂的建築物，在

外型及內部擺設上都與回教徒的清真寺無太大

差異，但又加入了一點基督教風格的元素，歷史

背景造就了它的特別。除了這兩個著名的景點以

外，也去了埃及市集及有頂大市集，但並沒有太

驚艷，倒是某次我們在某個清真寺休息的時候，

看到了這樣一個孩子，大概只有十來歲，眼神卻

有著三十歲的滄桑及老練，看他熟練的將身子鑽

進垃圾桶裡找尋回收物，很令人鼻酸。除了他之

外，還有更多的孩子在路邊叫賣，賣水賣紀念品

等等。 

  新城區的獨立大道很有歐洲的風格，雖然是條商店街，卻不失文化氣息。 

 

三、 土耳其文化 

 

(一)飲食 

  在土耳其，餐餐少不了麵包與茶，土耳其人以麵包為主食，餐點中不乏有米飯

出現，但米飯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種配菜；土耳其人嗜茶，光是一天就能夠喝上好

幾杯，有趣的是，這裡的茶全都是熱的，但不管天氣再熱，土耳其人就是少不了

一杯熱茶。而土耳其的甜食也是甜得出名，嘗試了好

幾道當地的特色甜點，但幾乎沒有一道能夠吃完，而

最出名的土耳其軟糖也在此列。土人信奉回教，因此

不吃猪肉。而土式的烤肉，有雞肉有牛肉，也有不同

的料理方式，都通稱為 Kebap，是我最喜愛的土耳其料

理，搭配烤蔬菜及麵包就是非常滿足的一餐。 

 

(二)土人性情 

  土耳其人熱情大方，在土國尤其是觀光產業較不發達的東部，我們黃種人是非

常罕見且特別的，走在校園內或大街上，常會被搭訕，要求照相或者興奮的跟我

們打招呼，更熱情的還有請我們喝茶或自願當嚮導等等。土耳其人的熱情從我的

旅遊經歷也可見一斑，整趟旅途不乏有土人的熱情相挺，有時甚至不需開口就會



有人上前來相助。 

  土耳其人的隨性使我震驚，在

學校的時候，每一次的校外參

訪，擔任領隊的當地學生及司機

總是約定的時間晚十五到三十分

鐘，幾乎沒有例外，這總是遲到

的隨性其實令我十分訝異。還有

幾次的早餐時間，校方的接待員

以天氣很好為由取消了上午的課

程，於是我們學生們就利用這個

機會到市中心晃晃，這也是個隨

興得令我詫異的例子，也許這就

是土耳其人的性格吧。 

  土耳其人不只隨性還很樂天，

旅行的過程中跟幾個服務生或者

有其他有緣人聊過天，不論他們

的工作為何，他們總會認真面

對、認真生活、快樂的過日子，

做他們想做的事，旅遊游泳等

等。 

  而最令我驚訝的是土耳其人對於 Ataturk 的狂熱，Ataturk 意思為土耳其之

父，可以算是對海默爾的暱稱，幾乎走到哪裡都會有他的雕像和塑像，並且土國

人對他十分的景仰，曾經有個女同學拿著鈔票指著他對我說＇He is a good man＇ 

並送給我 Ataturk 的鑰匙圈已示友好，我很驚訝他們對於 Ataturk 有如此高的認

同，同樣是國父，台灣人對於孫中山似乎就沒有這樣強烈的感情。另外，在土國

境內常常會看到國旗，即使是在一般民宅的陽台也都會看到國旗的蹤跡，只是不

知道這能不能被簡單解釋成愛國心。 

 

(三)發現及疑問 

  在土耳其旅遊會發現，有非常多韓國來的遊客，且多為自助旅行，很不了解為

什麼會有這麼多的韓國人來到土耳其，而且土耳其境內其實很少有異國料理，但

到哪個城市都會看到一兩間韓國餐館，這也令我感到疑惑。曾經問過旅遊業的土

耳其人，他們也說不出個原因。 

  其實土耳其人的英語能力並不是非常好，我們在東部 Ataturk University 的

時候，有許多學生是不會講英語的，可是多數的旅遊業者跟餐廳服務生英語卻都

不錯，我不禁懷疑這兩類工作在土耳其的社會地位? 

 

 

幫助我們解決車票問題的

土耳其女孩們 



四、 花費 

 

整趟旅程約為一個月，但前兩個禮拜由 Ataturk University 招待，所以幾乎是

沒有花費，扣除前兩個禮拜後的總花費約為 80000，機票(含國內線)約 45000、

簽證 1850、保險 1100、自助旅行 15 天的住宿費約 500*15 天、熱氣球約 4500

以及餐費及雜支約 20000。 

 

五、 結語 

 

  這一次的旅行，接觸了更多的人，聽了更多故事，並且分享不同的想法和文化， 

還走過了卡帕多其亞的奇岩、棉堡的石灰棚、安塔利亞的地中海休閒、塞爾柱的

小鎮風情、庫夏達西的擁擠海灘、依茲米爾的平凡、布爾薩的文化傳承還有伊斯

坦堡的兼容並蓄，領教了風情萬種的土耳其。 

  這是個很有文化的國家，有著熱情且樂觀的人們，若不是親身走過，又怎麼能

夠真的體會? 

  

  最後，我決定用這張照片做結，這是這趟旅程中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清真寺

裡的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