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1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语言帮助
在英语不是很普及的土耳其，学一些日常的土耳其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 当地语言

Mer-ha-ba 你好                          E-vet 是
Ha-yuhr 不                                Too-va-let 厕所
Ne ka-dar 这个多少钱？
Boo chok pa-ha-luh 太贵了
Te-shek-kewr e-de-reem 谢谢
Er-zewr dee-le-reem 对不起
⋯⋯Ne-re-de?  ⋯⋯在那里？
Al-mak ees-tee-yo-room 我想买
⋯⋯Ne za-man kal-ka-jak?  ⋯⋯什么时候出发？
lewt-fen ya-zar muh-sun-nuhz 请你写下来好吗？

★ 常见标识

Havaalanı - 飞机场

Kilise - 教堂
Müze - 博物馆
Kale - 城堡
Otogar - 汽车站
Cami - 清真寺

Giriş - 入口

Çıkışı - 出口

Açık -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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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土耳其虽然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在一些大城市像是伊斯坦布尔、伊
兹密尔，民众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女游客完全可以穿正常的衣服
出行，但女士最好随身带条头巾，进清真寺参观时需要盖住头部。

★ 在乘坐公共交通时，不要大声讲电话或者互相聊天。保持车上一
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 土耳其的长途大巴要比火车快捷舒适。在大巴上会有专门的服务
员定时送一些饮料或者糕点，车子宽敞舒服。而土耳其火车则是线
路少，车速慢，卧铺的票价奇贵。

★ 关于长途大巴，一般长途大巴站都坐落在市郊，自行前往交通十
分不便。但是各个主要巴士公司的代理售票点分布在城市的主要区
域。一般在售票点买完票后会有免费的班车接您去长途汽车站。

★ 英语在土耳其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在伊斯坦布尔这种大城
市和著名的旅游景点还好，其他地区找个会英语的人问问路还是一
件比较难的事。

★ 土耳其的特色食物大多是烧烤类，非常容易上火。来土耳其玩一
定从国内带点祛火药为好。

作者：lovebj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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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Kapalı - 关闭

Yasak - 禁止

Sigara Içilmez - 禁止吸烟

Tuvaletler  Bay/ Bayan - 卫生间 男/女
Dur - 停
Girilmez - 禁止通行
Tehlikeli - 危险

Tek Yön - 单行道

城市速写
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作为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横跨亚欧
大陆，坐落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全市面积
5220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180万。以苏丹艾哈迈德为中心的伊斯
坦布尔旧城位于海峡西岸欧洲部分的南侧，这里集中了伊斯坦布尔
大多数的旅游景点，例如蓝色清真寺、托普卡帕宫和索菲亚大教堂
等。而北侧则是伊斯坦布尔的新城区，新城区以塔克西姆广场为中
心，这里汇集了各种档次的商场、餐厅以及酒吧夜店。当地的市民
则大多居住于物价相对便宜的海峡东侧亚洲部分。游客可以搭乘地
铁、轮渡、公交汽车等方式游览这座东西方文化交融，古典与现代
交相辉映的世界名城。和其他大城市一样，这里交通繁忙人群拥

挤，而当你在老城的小巷中漫步的时候，仿佛时空会把你带回到奥
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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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生活
伊斯坦布尔的当地居民主要居住在相对安静，物价和房价也都相对便
宜的亚洲区。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像其它大城市的年轻人
一样十分繁忙。中老年人的生活相对闲适的多，喝上一杯土耳其红茶
或者是土耳其咖啡，在树阴下或者茶室里悠闲的打着土耳其式的麻将
抽着水烟是很典型的土耳其人的生活。另外作为一个相对开化的穆斯
林城市，当地人的生活也很带有宗教色彩，路上随处可见包着头巾的
女士。全市的清真寺每天五次都回响起穆斯林的音乐，伊斯兰教的信
徒们会在这个时候礼拜。这座城市是宗教和世俗的完美结合。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 蓝色清真寺 Blue Mosque 见地图A标识 
蓝色清真寺可以称之为伊斯坦布尔的地标式建筑，修建于奥斯曼帝
国时期，气势恢宏、造型奢华独特。之所以称其为蓝色清真寺是因
为清真寺内部的墙体贴满了一种蓝彩釉瓷砖。其实，它真正的名称
应该是素檀何密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这里也是伊斯坦布
尔旧市街的中心。
地址：Hippodrome，Sultanahmet，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路上电车TRAM在旧城区Sultanahmet站下
开放时间：8:00-18:00(每天五次的回教徒祈祷时间观光客不得入內)
门票：参观蓝色清真寺是免费的，在出口有一个捐款箱，您可以随
意给点零钱。

★ Tips：最佳观赏点
大家最好从跑马场一侧进入清真寺，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清真寺设
计的完美。

★ 圣索非亚大教堂 Aya Sofya 见地图A标识 

这是一座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建筑，始建于公元325年。而后经过战
乱损坏和一系列的重建扩建形成了今天的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面貌。
它代表了拜占庭文化的典范，大教堂内的马赛克壁画可以让你了解
当时的历史，领略拜占庭艺术之美。
地址：Aya Sofya Meydani，Sultanahemt ，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路上电车TRAM在旧城区Sultanahmet站下
开放时间：周一休息；十一月到四月9:00-17:00；五月到十月 9:00-19:30 。
门票：成人20里拉；6岁以下免费；官方导游50里拉45分钟
电话：+90-0212-522-0989

★ 托普卡比宫 Topkapi Palace  见地图A标识  
托普卡比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以及马尔马拉海的交汇点，
又称老皇宫。从征服者默罕默德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起到19世
纪，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历任苏丹都居住在这里接受拜见，治理国事。
地址：Babihumayun, Caddesi，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路上电车TRAM在旧城区Sultanahmet站下
开放时间：周二休息；夏季9:00-19:00；冬季9:00-17:00
门票：王宫门票20 里拉；后宫门票15里拉；语音导游5里拉
电话：+90-0212-512-0480
www.topkapisarayi.gov.tr

★ Tips：游览时间建议及周边特色街道
至少需要安排半天的时间去参观这座宏伟的宫殿尤其是华丽的后宫。位
于托普卡帕宫和圣索非亚大教堂之间冷泉大街，大街两边有一批奥斯曼
传统特色的酒店，建筑物色彩缤纷，并有鹅卵石铺路，值得一逛。

★ 地下水宫 Basilica Cistern 见地图A标识 
地下水宫是拜占庭帝国大兴土木的杰作，土耳其炎热骄阳的夏日在
水宫待一待实在是惬意极了。但是这个水宫面积略小，宽65米长
143米。应该很短时间就能逛完。
地址：Yerebatan Caddesi 13，Sultanahemt ，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路上电车TRAM在旧城区Sultanahmet站，索菲下
亚大教堂出门斜对面
开放时间：4月到9月 9:00-18:30；10月到3月9:00-17:30 
门票：成人10里拉；无学生票
电话：+90-0212-522-1259
www.yerebatan.com

★ 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见地图A标识 
Museum of Turiksh and Islamic Arts  

这座博物馆坐落于易卜拉欣帕夏宫(İbrahim Pasha Palace)之内， 

跑马场的西侧。这座宫殿是16世纪奥斯曼民用建筑最重要的代表性
建筑。这座博物馆是首家全面覆盖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作品的土耳
其博物馆。这里的古董地毯艺术品一定会让你大饱福。
地址：At Meydani 46，Sultanahemt ，Istanbul
到达方式：索菲亚大教堂出门斜对面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6:30 
门票：成人10里拉
电话：+90-0212-518-1805

★ 苏莱曼清真寺 Suleymaniye Camii 见地图A标识 
苏莱曼清真寺坐落于金角湾一座大山的山顶，因此整个建筑物看来十
分雄伟壮观，也被称之为伊斯坦布尔最美的清真寺。它设计建造于奥
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该寺庭院的四角各有一座尖塔高耸，显示了它的
宽广宏伟。寺内的墙壁和布道坛全部由雕刻精美的白色大理石镶嵌而
成，与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相映生辉。如果运气好赶上清真寺东北边通
向寺院最高处的楼梯开放的话，从那里望去景色蔚为壮丽。
地址：Süleymaniye Cad., Istanbul, Turkey
到达方式：搭乘TRAM在Eminonu站下，面对香料市场，右手边是
耶尼清真寺，左手边有条上山的小路，沿着小路向上步行一段路看
到指示牌右转，步行大约10－15分钟左右。 
开放时间：9:00-17:30(祷告时间，观光客不得入内) 
门票：免费

★ 多尔玛巴赫切宫 Dolmbahce Palace  见地图B标识       
皇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欧洲部分，绵延600多米，始建于
1843年，1856年完工，被称为新皇宫。这一时期正是奥斯曼帝国
的衰落期，皇宫内部的极尽奢华与国力的衰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内
部珍宝令人目不暇接，豪华的水晶灯、象牙、黄金制品比比皆是，
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4500公斤重的水晶吊灯。
地址：Dolmbahce Caddesi, Besiktas, 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TRAM在Kabatas站下
开放时间：每周周一和周四开放，夏季9:00-16:00；冬季   9:00-15:00
门票：礼仪宫15里拉；后宫和嫔妃院10里拉；通票20里拉；水晶
宫和钟表博物馆联票14里拉
电话：+90-0212-236-9000
www.millisaraylar.gov.tr

http://www.millisaraylar.gov.tr
http://www.topkapisarayi.gov.tr/
http://www.topkapisarayi.gov.tr/
http://www.yerebatan.com
http://www.yerebatan.com
http://www.millisaraylar.gov.tr
http://www.millisaraylar.gov.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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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巴扎 Grand Bazaar 见地图A标识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市场之一，仅出口就有26
个，拥有4000多家店铺。大巴扎里围巾、衣服、金饰、地毯、蓝眼
镜、苹果茶、甜点、咖啡等各式各样的土耳其当地特色产品应有尽
有。逛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当心各种引诱和陷阱。 这是一个锻炼
自己讨价还价本领的好地方。

地址：İstanbul Üniversitesi 42,  Türkiye
到达方式：搭乘TRAM在Beyazit站下；或者从老城区走过去两站路左右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六 9:00-19:00

★ Tips：游览时间建议
整个大巴扎很大，最好至少安排三个小时过来逛逛。

★ 柯拉教堂 Chora Church 见地图B标识 
柯拉教堂又称卡里耶博物馆Kariye Muzei建于5世纪的柯拉教堂在奥
斯曼帝国时代被改做清真寺，教堂墙上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绝美的马
赛克镶嵌画作叙述了耶稣基督及圣母的一生，让人惊叹不已。每一幅
画作虽都略显残破，但表情栩栩如生，色泽依然完整，即使历经数百
年的尘封一样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这个景点虽然不在常规的旅游区
域，但是它是您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
地址：Kariye Camii Sokak, Edirnekapi, 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TRAM坐到Eminonu站下，然后坐公车去Kariye，
很多车都去，问一下街边的路人就可以了，公车票1.5-1.75里拉不
等。或者从塔克西姆广场乘坐87路公共汽车到Edirnekapi站
开放时间： 9:00-17:0，每周三休息
门票：15里拉
电话：+90-0212-631-9241

作者推荐

★ Tips： 拍照注意
照相的时候千万不要开闪光灯，保护瑰宝人人有则嘛。

★ 耶尼清真寺 Yeni Mosque 见地图A标识 
耶尼清真寺于1597年开始动工，中途历尽风雨，甚至曾经停工，最
终在1663年完成。保有鄂图曼样式的耶尼清真寺，侧旁有着高耸的
两座拜塔，中庭有一优美的水泉，内部宽阔的圆顶和色彩缤纷的瓷
砖，使整座清真寺华丽非常。清真寺外常常有一大群鸽子聚集着，仿
佛不舍得离开这座新颖的耶尼清真寺。
地址：Yenicami, Meydani Sokak, Eminonu, 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TRAM在Eminonu站下
开放时间：每周周三休息，9:00-17:00
门票：免费，可以捐款

★ Tips：周边特色
耶尼清真寺人也不多，旁边就是香料市场，吃饭也可以去附近的鱼市
场，很美味。 

★ 香料市场 Spice Bazaar 见地图A标识 
这是一个T型的封闭式建筑，可以追溯到1664年，在当时的奥斯曼帝
国时代，这里是来自埃及的商人聚集的地方，兜售来自周边地区的各
式商品，主要是香料。现在成了伊斯坦布尔最大最古老的香料市场。
地址：Kariye Camii Sokak, Edirnekapi, Istanbul
到达方式：乘坐TRAM在Eminonu站下，耶尼清真寺旁边，规模比
大巴扎小很多 。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六 8:30-18:30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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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在伊斯坦布尔几个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下属的旅游信息办公室为游
客提供最新的当地旅游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Ataturk Havalimani 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Ataturk Hava Limani ici -Yesilkoy
电话：+90-0212-573-41-36     +90-0212-663-07-98
传真：+90-0212-663-0798 
www.english.istanbul.com

土耳其旅游综合信息中心 见地图B标识 

地址：Küçük Ayasofya Mh., Çayıroğlu Sokak 48, 34410 istanbul
开放时间: 9:00-17:00
电话：+90-0532-343-3713
www.istanbuldiary.com

Istanbul Toursmore info 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Gülbahar Mh., Gülbahar Cd 48, 34387 Sisli,
开放时间：9:00-17:00
电话：+90-0537-893-3309

全国旅游特许咨询中心
地址：Sofular Mh. Celalettin Tarlan Sokak 35, 34080 
ISTANBUL, Turkey
开放时间：9:00-17:00
电话：+90-0538-326-7828
viator.com

伊斯坦布尔旅行社信息中心

地址：Ataköy 2-5-6. Kısım Mh.19 Mayıs Sk, A3 Blok, Daire 
73 Bakırköy
开放时间：9:00-17:00
电话：+90-0212-661-0036
www.turkeytouristguides.com

★ 地图

从伊斯坦布尔的旅游信息中心都可以拿到免费的地图。

★ 电话
在土耳其，外国人要使用手机需要将手机在土耳其的税务局注册。
具体流程为：购买SIM卡的时候提供你的护照和复印件。运营商的工
作人员会将手机的IMEI码调出来在一个网站上注册。只有注册过的
手机(注意：是手机，不是sim卡!)才可以在土耳其使用。否则，手机
只能在土耳其使用10天，10天后手机会被锁定，无法进行任何操
作。若想解锁，需要到当地税务局，交100里拉，过2-5天才能重新

使用。另外，确保使用电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当地买一个手
机，把SIM卡放进去。

而且在伊斯坦布尔要注意，在欧洲部分想打通亚洲部分的电话的话
需要在电话号码前加拨0216，相反在亚洲部分往欧洲部分打电话的
话要加拨0212。在繁华的独立大街上可以买到IPC国际电话卡可以
往中国打电话。

土耳其电话资费
Turkcell是土耳其最主要的电信运营商，电话资费也比较实惠。如果
你用这家公司土耳其国内通话是每三分钟0.50里拉 ，国际长途是一
分钟0.50里拉。国内短信是0.415里拉一条，国际短信比国内短信贵
一倍，是0.83里拉 一条。手机网络服务100 KB是 0.50里拉 。

★ 网络
大多数市区的酒店和一些咖啡馆都可以无线上网，也可以登录
www.ttnet.net.tr去了解全市可以上无线网络的地方。

★ 货币帮助
兑换
土耳其的货币是土耳其里拉(TL)。欧元和美金也可以用，但是不如
里拉方便，建议还是用里拉。中国国内的银行不能兑换，土耳其境
内也不接受人民币兑换，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市区的兑换点用欧元或
美金兑换，汇率相差无几。

银联
机场接机口的右前方20米处有Garanti银行，上面可以看到银联的
标志，可以用银联卡直接取款，Garanti银行是土耳其的第二大银
行，ATM机很多。用有银联标志的ATM机提款时要注意不同银行手
续费不同。里拉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大约为 1里拉=3.5元人民币

刷卡
关于POS机刷卡，凡贴有“银联”标识或“Garanti Bank”标识的
商户均可以受理。银联卡，部分商户可能没有张贴“银联”标识，
持卡人可主动出示银联卡，询问收银员是否可以使用。

★ 邮局 
PTT是土耳其邮局的标志，黄底黑字。在邮局可进行以下服务：
1.购买电话卡；2.邮政服务；3.兑换货币(收2%的手续费)。工作时
间一般是早八点至晚八点。
你可以在PTT标志的邮局买到邮票，寄一张明信片到中国的费用大
概是2里拉(约合7元人民币)。
www.ptt.gov.tr

★ Tips：景点内邮局
在大巴扎内就有一家邮局,逛街时就可以顺便寄明信片，很方便。

         ★ 独立大街 Istislal Caddest
         市区中心的最主要街道，一些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建筑和机构都
在这条街的两侧。傍晚也有许多酒吧，是年轻人社交的好去处。

地址：Şht. Muhtar Mh.，Beyoglu

到达方式：乘坐公交车在Taksim站。

http://www.istanbuldiary.com
http://www.istanbuldiary.com
http://viator.com
http://viator.com
http://www.turkeytouristguides.com
http://www.turkeytouristguides.com
http://www.ttnet.net.tr
http://www.ttnet.net.tr
http://www.ptt.gov.tr
http://www.ptt.gov.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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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历 
★ 最佳季节

伊斯坦布尔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呈现冬季温暖多雨，夏季炎热干
燥的气候特点。春天(4-7月)和秋天是旅游的最佳季节。在爱琴海进
行海水浴的最好时间是从5-10月，这时爱琴海岸、地中海岸和伊斯
坦布尔的气候宜人。这里顺便提一下土耳其东部最佳旅行季节是7月
下旬到9月。出发前最好带轻便的衣服，冬天前往则不要忘了带毛
衣、手套和雨衣。

★ 节日
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 4月
回顾土耳其和海外的经典影片，展示最新电影佳作。

观光旅游节 4月
伊斯坦布尔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届时你会看到很多街头艺术家在
各主要街道上表演。土耳其旅游局也会举办展会和表演来推介土耳
其的旅游，很多土耳其特色小礼物也会在展会上被送出。作为旅游
资源丰富的土耳其，政府十分重视当地旅游的宣传工作。所以你也
可想而知这个节日的盛大。

伊斯坦布尔郁金香节 4月到5月
届时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大大小小的公园和花园都会盛开土耳其的国
花郁金香。

伊斯坦布尔国际海洋运动比赛 6月
六月的海洋运动比赛会在伊斯坦布尔和该国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之
间展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帆船帆板高手将汇集于此，从伊斯坦
布尔出发到伊兹密尔在蓝色的爱琴海上一比高下。

伊斯坦布尔国际艺术文化节 6月到7月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此齐聚一堂，此类活动一般都在阿塔士克文
化中心(Ataturk KuItur Merkezi)进行。喜欢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可以

去杰玛勒･惹西特･瑞(Cemal Resit Rey)大厅欣赏演奏会。

伊斯坦布尔国际爵士音乐节 7月上旬
国际著名的音乐节之一，各种演出表演融合了传统爵士乐，电子
乐，摇滚音乐和土耳其民间特色音乐。

国际塑料美术节 9月到10月
国际塑料美术节是环境保护节日，艺术家们利用塑料制造出很多工艺
美术作品。向大众传递环保的理念唤醒大众的环保意识。在伊斯坦布
尔的街道上将会展卖他们的作品。而所得收入也会用于环保事业。

伊斯坦布尔艺术双年展  每逢奇数年份的秋季
视觉艺术的盛宴，届时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艺术气息。

土耳其共和国日 10月29日
在1923年的这一天，土耳其宪法进行修订宣布土耳其成为一个共和
国，这正式宣告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庆祝活动通常在共和国日前
一天下午开始。这一天，所有政府机关和学校都会放假，土耳其所
有城市还将进行烟花表演。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城际交通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全国的最主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亚欧大陆的中转
站。这里飞机、渡轮、长途大巴都能方便的到达土耳其乃至全世界各地。

★ 机场 
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第一大城市、欧亚大陆的枢纽，有两个机场，
一个位于亚洲区另一个位于欧洲区。
✈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 Atatü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T
土耳其语: Atatürk Uluslararasi Havalimani。落成于1924年，位
于伊斯坦布尔市欧洲部分的叶希尔柯伊(Yesilkoy)，距离市中心24公
里。1980年，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穆斯塔法·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而改名为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此机场一共有三
个航站楼：一号航站楼起降土耳其国内航班，二号航站楼起降国际航
班，三号为货机航站楼。客运候机楼之间有电梯和自动行人道相连。

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交通便利，公交、轻轨、机场大巴和出租车都可
以轻松往来该机场。

轻轨 Light Rail Transportation
无疑是最便捷且便宜的交通方式，只需六站地，大约五十分钟就能到
伊斯坦布尔的市中心。票价只有1.4 里拉约合人民币4.8元左右。首
班车是每天早上5:40，到午夜1:40平均每10分钟一班。当你到达阿
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时根据“Hafif Metro-Light Rail System”的指
示标识坐电梯下楼即到。

机场大巴
机场大巴同样也是一个快捷到达市区的方式，不过比轻轨略贵。 大
巴在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和市区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之间
运行，每隔15到30分钟一班车，整个车程半小时左右。白天的价格
是9里拉(约合人民币31元)，夜间的价格为11.25里拉(约合人民币39

元左右)。更多机场信息可以登录Havaş机场大巴的官方网站查阅。
www.havas.com.tr

★ Tips： 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介绍
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是伊斯坦布尔新城的中心，广场上坐落
着共和国纪念碑和阿塔图克文化中心。这里也是伊斯坦布尔主要的市区
交通枢纽之一。另外出租车也是往来机场必不可缺的交通方式之一。出
租车大都停在机场的到达大厅之外，大约三十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伊斯
坦布尔市中心，从机场打车到新城区的中心，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附近大概35里拉左右(约合人民币120元)，到老城区的中心大
概25里拉左右(约合人民币86元)。另外夜间加收50%的服务费。

更多有关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信息。可以通过这些联系方式联系
机场。
电话：+90 212 663 6400 / +90 212 663 6400 
Email：bilgi@dhmiata.gov.tr /  info@tav.com.tr
www.tav.aero 

✈ 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

Sabiha Gökçen International Airport，SAW
土耳其语: Sabiha Gökçen Havaalanı。伊斯坦布尔的另外一个机

场，位于伊斯坦布尔市的亚洲一侧，作为阿塔图尔克机场的辅助机
场，以土耳其出生的世界上第一位女性飞行员萨比哈·格克琴的名字
命名。

http://www.havas.com.tr
http://www.havas.com.tr
mailto:bilgi@dhmiata.gov.tr
mailto:bilgi@dhmiata.gov.tr
mailto:info@tav.com.tr
mailto:info@tav.com.tr
http://www.tav.aero
http://www.tav.a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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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大巴
        相对于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交通则不是很方便。
最快捷且廉价的进出机场的方式就是机场大巴了。从机场到市中心的
塔克西姆广场 (Taksim square)，票价14里拉，大概要1个小时的路
程。每隔25分钟一班，夜间每隔一小时一班。机场大巴也提供到

Kozyatağı的服务，单程10里拉左右。Kozyatağı是一个很大的交通

枢纽连接着欧亚大陆，那里很方便的能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各处。

IETT公交
另一种比较省钱的方法是乘坐24小时运营IETT公交(1.4里拉)到伊斯坦

布尔亚洲部分的主中心Kadıköy，大约70分钟的路程。到达Kadıköy
后，可以坐渡轮(1.4里拉)到Eminönü或者Karaköy。然后再坐电车

(1.4里拉)到达市中心的苏丹艾哈迈德。另外也可乘坐IETT公交到
Levent4地铁站，之后搭乘地铁到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

出租车
另外就是出租汽车了，从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打车到苏丹艾哈迈德
大概80里拉，到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大概需要60里拉。车
程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而且乘客另需要支付6里拉的过路费。

★ 火车 

首先要说火车并不是进入伊斯坦布尔最好的方式。相对于欧洲其他
国家，土耳其的铁路线不是非常密集，而且车速较慢。伊斯坦布尔
市内有两个火车站。登录土耳其铁路官网www.tcdd.gov.tr查询具
体车次和票价。

锡凯尔火车站 Sirkeci Railway Station 见地图A标识 

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曾经写过一部享誉世界的小说
《东方快车谋杀案》，锡凯尔火车站就是因小说而享负盛名的巴黎
始发的“东方快车号”的终点站。建于1890年的锡凯尔火车站，车
站大门左右长条的红砖和彩色玻璃使这座具有土耳其新艺术派风格
的建筑看上去魅力十足。尽管车站大门已不再使用，但还经常会有
人在此驻足向内观望。

地址：Hoca Paşa Mh.，34110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到达方式：可以搭乘轻轨一号线在Sirkeci站下车到达这个火车站。

海达尔帕夏火车站  Haydarpasa  Railway Station

海达尔帕夏火车站1909年启用，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干线的西部
终点站，也是巴格达铁路和希贾兹铁路的终点站。这座有着新文艺
复兴时代建筑风格的亚洲车站面临马尔马拉海，大门外面有一个蒸
汽火车头的模型，不远的岸边停泊着船只，站前小广场两边是水上
巴士的码头。走进这历史悠久的老车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
着两百年历史的建筑不但像一座博物馆一样保存完好，也是一个有
着现代设施的轨道交通枢纽。

地址：Kadiköy Iskelesi Karsisi  Haydarpaşa Istanbul, 34714 Istanbul

★ 长途巴士站

长途巴士是土耳其连接城市之间最方便和快捷的交通方式。伊斯坦
布尔市内有两个长途巴士站，分别位于欧亚两洲，一个是Esenler 
Otogar(欧洲区)，另一个是Harem Otogar(亚洲区)。

Esenler Otogar(欧洲区)又称伊斯坦布尔国际长途巴士站(Uluslararasi 

İstanbul Otogari)是伊斯坦布尔最主要的长途巴士站。这是一个非常大

市内交通 
伊斯坦布尔市内交通发达，偶尔存在堵车现象。地面交通、地下交
通、轨道交通、轮船渡轮多管齐下，十分便利。作为全国乃至世界交
通枢纽，火车、轮船和飞机也能让你方便的抵达你想去的地方。伊斯
坦布尔大多数交通工具不论距离，一概单程2里拉，如果使用
Istanbulkart(伊斯坦布尔交通卡)的话是1.75里拉。在费用方面，与使
用之前的AKBIL的费用是一样的。办理伊斯坦布尔交通卡的费用是7里
拉，退卡的时候只退6里拉。使用交通卡换乘是有优惠的(第二趟1里
拉，这张卡是可以多个人用，但如果多人使用，换乘的时候只优惠第
一个人)在买卡的小售卡亭里有写单程，双程，多程是多少钱。伊斯坦
布尔的4种交通方式，轨电车、地铁、公交车和轮渡均可用这种卡，任
何一个站点，或者小卖店都可以充值。强烈建议购买交通卡，因为很
多车站只有自动售币，没有人工的，所以有交通卡在手会比较方便。

★ 轨道交通
伊斯坦布尔的轨道交通系统分别由LRT(轻轨)，Metro(地铁)和
TRAM(有轨电车)组成。车票全部都是1.75 里拉。

LRT(轻轨)：连接了阿塔图克机场和主要的长途汽车站首班车为早上
5:40， 末班车为凌晨1:40。间隔每十分钟一班。

Metro(地铁)：从塔克西姆广场出发一直向北，穿过城市中心。首班
车为早上6:30， 末班车为凌晨00:20。间隔每十分钟一班。

TRAM(有轨电车)：车身超长，车速缓慢而又穿过城市闹市区苏丹艾
哈迈德，Eminonu，Karakoy等)，正好可以游览市容市貌，很有特
色值得体验。首班车为早上6:00到午夜。间隔每五分钟一班。

★ 公交车
伊斯坦布尔的市内公共交通系统还是比较发达的，乘客在绝大多数地
方方便的搭乘公交车。市区有几个主要的公交总站，位于塔克西姆广
场，于斯屈达尔等。大多数线路首班车为6:30，末班车为23:30。公
交车票需要上车前买好(1.75里拉左右)，各主要公交站旁边的小白亭
子都可以买到票。具体的线路可以上公交公司的官网查询。
www.iett.gov.tr

★ TAXI
伊斯坦布尔的出租车是黄颜色的，伊斯坦布尔出租车起步价为2.5里
拉，每公里1.6里拉。午夜到早上6:00起步价要高50%左右。如果
司机要固定收一个价格千万别答应。要坚持打表比较靠谱儿。

的车站枢纽，位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欧洲部分以西10公里处，这里还
有很多小面包车和出租车都可以方便地送你进入市中心，而且轻轨也在
这里有一些站点。这里有通往各地的城际和国际班车。

您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M1到EsenlerOtogar，巴士站有很多的长途
巴士公司，可以随时买票上车前往土耳其的任何一个城市。比较好
的长途巴士公司有Metro，Varan，Kamilko，Ulusoy。这些巴士
公司都有免费班车从市区到达汽车站。

亚洲区的巴士站(Harem Otogar)相对小很多。这个巴士站主要始发
前往土耳其内陆的大巴。可以从Eminonu码头坐船过去。渡轮从
7:00到21:30每隔半小时一班。

http://www.tcdd.gov.tr
http://www.tcdd.gov.tr
http://www.iett.gov.tr
http://www.iett.gov.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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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轮渡 见地图A,B标识 
         伊斯坦布尔最主要的码头在金角湾入口(Eminonu，Karakoy
和 Sirkeci)，每天有许多轮渡来往于亚洲海岸，金角湾沿岸和欧洲
海岸，票价大约1.75里拉左右。这也是游览城市很好的方式之一。
具体的轮渡时刻表可以登录官网查询
www.ido.com.tr

★ 缆车 Funicular
为解决市内山坡陡峭问题，伊斯坦布尔有两条缆车索道。一条是从
Karakoy到贝伊奥卢的独立大街，另一条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
Kabatas到塔克西姆广场的地铁站。整个线路时间大概3分钟左右，
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7:00到晚上21:00，周末从7:30开始运行，票
价1.75里拉。

餐饮 
土耳其被称为世界第三大美食之国，最著名的就是土耳其的旋转烤
肉(Doner)。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四处可见这种土耳其烤肉的餐
馆小店。竖直旋转烤架上慢慢烤熟的羊肉或者鸡肉，然后一片一片
地切下来夹到面包或者烤馕里。有时候饼里还夹着冷的炸薯片、青
椒，配上咸味酸奶(Ayran)。另外土耳其式比萨饼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食物。独木舟形状的面团上撒满奶酪，鸡蛋和碎肉，然后烘烤而
成。土耳其餐一般从开胃菜开始，相当于中餐的凉菜。开胃菜的规
模之大颇有喧宾夺主之势。可以是大量新鲜的蔬菜沙拉、也可以是
腌制的泡菜；可以是土耳其羊奶酪，也可以是各类辣椒料理；还有
千奇百怪的各类小菜。另外一定试一下土耳其的传统早餐，相对于
正餐，土耳其的早餐就清淡了很多。包括新鲜出炉的白面包，果酱
或者蜂蜜、黑橄榄、生黄瓜、西红柿、煮熟的鸡蛋等，还有一大块
咸味山羊奶酪配以一杯一杯的土耳其红茶。

另外土耳其的糕点和饮品也是值得一尝的。土耳其咖啡历史悠久，
很多茶馆、餐馆和一些商店都会提供土耳其咖啡的土耳其人，尤其
是女性常用喝剩下的咖啡渣来占卜推算当日运势，十分有趣。

土耳其冰激凌可是大名鼎鼎，到了这里，如果不尝尝冰激凌可是少
了体验土耳其文化的乐趣。冰激凌小贩熟练的将金属的“冰棍”挥

活动
★ 托钵僧旋转舞

来土耳其有一个必看的表演这就是著名的托钵僧旋转舞，这种舞蹈
出现在伊斯兰教的祭祀仪式中用以祭奠亡灵，历经800年的传承，
现在托钵僧旋转舞已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重点推荐在索非亚大教堂附近的Cavalry Bazaar餐厅，要
是在他家吃饭的话，有免费的旋转舞表演，东西好吃价格公道。大
家一定不能错过！
地址： Sultan Ahmet Mh. 34122 Fatih/Istanbul 

在FATIH清真寺的托钵僧旋转舞的表演也很正宗，但是门票较贵，
而且只有周一晚上有演出。

地址： Ali Kuşcu Mh. Fatih Cami Istanbul Province

门票：60里拉。

另外在苏丹哈迈德的Sirkeci火车站每周六和周二晚上19:30会有旋
转舞表演，但是门票也是比较贵的。

舞的眼花缭乱，用高超的技术，“戏弄”着每一个来买冰激凌的
人，真是一种视觉享受。而且味道甜而不腻，很有“弹性”，非常
好吃。还有土耳其的甜品可以排入世界美食行列头三名的。来过土
耳其的游客都会对土耳其甜品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实在太甜了。
伊斯坦布尔街头很多专门买甜品的小店，逛景点逛累了就在小店里
买个甜品尝尝顺便歇歇脚吧。在秋季去土耳其，满大街都是鲜榨橙
汁和石榴汁。景点的较贵，5里拉一杯，桥上买只要1里拉。

★ 当地特色

Havuzlu Restaurant 见地图A标识 
这座餐厅位于大巴扎附近，环境干净卫生，当你逛累的时候来这里饱
餐一顿土耳其美食实在是棒极了。土耳其特色烧烤和土耳其式主菜是
这家店的招牌，价格大概在9里拉到15里拉左右，也算是比较实惠。
地址：Gani Celebi Sokak 3, Grand Bazaar

Sefa Restaurant 见地图A标识 
这家餐厅位于从苏丹艾哈迈德区去往大巴扎的路上，售卖一些简单
的土耳其家常菜，味道特别地道。而且可以英语点菜。主菜价格大
约在7-16里拉左右。
地址：Nuruosmaniye Caddesi 17, Cagaloglu

Tarihi Karakoy Balik Lokantasi 见地图A标识 
一家主营鱼鲜的餐厅，从爱琴海打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再加上土耳其
式的烹调方式一定让你大快朵颐。这里价格公道，鱼汤仅仅6里拉。
地址：Kardesim Sokak 30，off Tersane Caddesi，Karakoy

★ 世界特色

Dubb Ethnic Restaurant 见地图A标识 
这是一家印度餐厅，主要经营各种印度风味的碳烧料理。值得一提
的是，这家餐厅的四楼天台可以看到圣索非亚大教堂的美景。
地址：Amiral Taftil Sokak No 25，Sultanhmet

Boncuk Restaurant 见地图B标识 
亚美尼亚的特色菜是这家的主营，在别的国家很少能品尝到亚美尼
亚美味。在这里算是尝尝鲜吧。推荐菜品Topik。这里开胃菜大概4
到8里拉，主菜大概10-16里拉左右。
地址：Nevizade Sokak 19
电话：+90-0212-243-1219

★ 中餐

小中国 Little China
这是一家中等档次中国餐厅，吃不惯土耳其餐的，可以来这里解解馋。

地址：Cevdetpaşa Caddesi, Bebek Palas Apt, No57, Bebek, Istanbul
电话：+90-0212-287-3278      
www.littlechina.com.tr

中国中国餐厅 CinCin Restaurant 
这是另一家中餐厅的价格比上一家便宜一些，并且可以上网订购。靠
近塔克西姆广场。
地址：Beyoglu Zambak sokak 4-6, Sehitmuhtar, Turquie
电话：+90-212-244-21-85
www.cincinrestaurant.com.tr 

http://www.ido.com.tr
http://www.ido.com.tr
http://www.littlechina.com.tr
http://www.littlechina.com.tr
http://www.cincinrestaurant.com.tr
http://www.cincinrestaurant.co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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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伊斯坦布尔的住宿,从高档的国际品牌酒店到廉价的Guesthouse应
有尽有，总体价格比国内便宜。不过，如果不是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的连锁店，其星级标准至少比国内低一级半。在旺季的时候比较容
易客满。去之前可以打电话询问一下。通常酒店都不为客人提供拖
鞋和洗漱用品。

黄金市场边上的青年旅馆或小酒店。这些地方价格都不高，10-20
美元左右，条件一般，好处只有一个——随时随地杀进黄金市场。
一个很有名的住宿地方是Harbiye，位于欧洲边界的新城中心,具备

国际标准的公寓、酒店以及经济型酒店。Nişantaşı和Taksim距离 

Harbiye五分钟，所以如果你待在Harbiye的话，你可以享受所有在

Nişantaşı和Taksim的活动了。Taksim是欧洲边界新城的主要中心

区，当地居民和游客都喜欢去Taksim 购物娱乐。有很多想省钱的旅
行者也住在这里的经济型旅店。Sultanahmet是欧洲边界旧城区的
中心。这里有很多精选的价钱合理的酒店。有些酒店有天台，可以
俯瞰Golden Horn, Marmara海和Blue Mosque. 虽然这里有很多
高级酒店，但也能找到旅行者经常光顾的经济酒店式住宿。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购物 
外出游玩，购物是必不可少的。伊斯坦布尔的巴扎有好几个，老城
区的苏丹默罕默德的巴扎最大也最有名(请参见景点介绍)。其他还有
在新市区世纪大道的大巴扎，在加拉塔大桥和金三角另一座桥中间
地带的一个大巴扎，以及在尼耶清真寺旁边的埃及巴扎。此外，伊
斯坦布尔还有很多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没事的时候也可以逛一逛。

Khaftan
这家店出售土耳其特色屈塔西亚和伊兹尼克的陶瓷，这些东西都是
带回国内礼物很好的选择，这里卖的都是古董和顶尖货。
地址： Nakilbent sokak 33
营业时间：9:00-20:00
电话：+90-0212-458-5425
www.khaftan.com

Cocoon
这是一家经营土耳其特色地毯和纺织品的商店，出售土耳其，中
亚，波斯和高加索地区各式地毯，商品十分具有艺术性。
地址：Kucuk aya sofya Caddesi 13，Sultanahmet，Istanbul
营业时间：8:30-19:30
www.cocoontr.com

安全
急救电话：112                  匪警：155
火警：110                        交通警察：154
信息咨询：174                  旅游警察：+90 0212 527 4503

★ 治安
伊斯坦布尔的治安状况和其他世界大都市比较起来，应该是中等水
平。最需要注意的是交通安全，这里的司机开车非常猛，没有礼让行
人的习惯。所以最好不要横穿马路，过马路时要小心谨慎。在独立大
街附近的一些小巷值得留意一下，有时候会发生街头抢包的事件。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
地址：Tarabya Mahallesi, Ahi Celebi Coban Cesme Sokak 
No.4, Sariyer, Istanbul
电话:：+90-212-2992188/2634/3731(总机)
          +90-212-2996385(办公室)
istanbul.chineseconsulate.org/chn

★ 医疗应急 见地图A标识  

作为外国游客，伊斯坦布尔的私立医院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私立医
院的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而且工作人员会说英语。下面推荐两个口
碑较好的私立医院。 
Alman Hastanesi
地址：Siraselviler Caddesi 119，Taksim，Istanbul
电话：+90-0212-293-2150
Amerikan Hastanesi
地址：Guzelbahce Sokak 20， Nisantasi，Istanbul
电话：+90-0212-444-3777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 街头小吃

        街头的一份Kokreç(面包夹杂碎)或者Midye都会让你的胃感觉

特别的舒服。嘴馋又不想发胖的时候，在街道上很容易找到得烤玉

米、烤栗子、香脆的芝麻面包圈和Ciğ Köfte，能解解你的馋虫。

虽然街头小吃可能是最平民的食物，但是作为吃客必须要知道哪里

的小吃味道更棒。就好像如果你喜欢吃Içli köfte，那就应该去伊斯

坦布尔著名步行街Istiklal街的atlas集市那里，那里做Içli köfte的
街头小吃贩不但手艺好，而且是特别善聊的人，在和他聊天的过程

中，可能你就已经吃了很多Içli köfte，善聊就是这位仁兄的营销手

段。如果你觉得天气太热，你可以往步行街更深处走，在Nevizade
街上有个卖杏仁水的摊位，甘甜冰凉的杏仁水能霎时间让你振奋。

伊斯坦布尔手工艺品市场 Istanbul Sanatlar Carsisi
这是一个多个小房子环围而成的手工艺市场，这里的手工品种类繁
多且具有土耳其特色。还有民间手工艺家现场创作。
地址：Kabasakal Caddesi，Sultanahmet，Istanbul
营业时间：9:00-18:30
电话：+90-0212-517-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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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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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coontr.com
http://istanbul.chineseconsulate.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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