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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 Yıldrım Beyazıt女生宿舍 
到安卡拉有兩種方式: 

1.由伊斯坦堡轉國內線飛機  

2.從伊斯坦堡搭客運 

1. 坐飛機來的，到機場門口搭乘 havaş 車，跟他說要到

Tandoğan 下車，出來搭計程車大約六七塊 YTL，記得一

定要攜帶地址。 

2. 在伊斯坦堡機場找到 metro 站，搭到 otogar 站下車，直接

往眾多客運的櫃檯買票(推薦 nilüfer、kamikkoç)約 6 小時

車程抵達安卡拉 otogar，因為有行李實在是不方便，建議

從那裡搭計程車去(一樣給他看地址)大約 15-20YTL。 

進去辦公室跟阿姨確認住宿，她會叫你去 AKBANK 繳錢，

帶著阿姨寫的條子，大家一起走到大門口向右轉有個公車站

牌，搭 227、427、413 到 ulus 下車，很明顯街上會有個

AKBANK，進去把條子給他們就知道了。 

 

P.S 有關 Ulus 請參閱後面的安卡拉指南 



交通篇 

一﹑搭公車(otobüs) 

 公車分兩種收費方式:1.付現 2.插卡 

1.車上會有一個專門的收費員排隊過

去把錢給他就對了，學生票 1.1YTL

然後他會給你一張紅色的票。(可找

錢，但要跟他說明是 öğrenci) 

 

2.在捷運站或是路邊的小亭子購買 EGO 卡

學生票

11YTL/10 次 22YTL/20 次 

就像台灣以前的公車票，在前門綠色機器刷卡，每用一次後

面會刷出剩餘金額。 

 

並不會顯示到哪一站，要靠自己認路!下車由中或後門下，

記得按下車鈴，按哪一個就由哪裡下。 

 

P.S 公車是沒有冷氣的，而且土人狐臭的比率超高，大家坐

公車要有心理準備。 

 

二﹑搭捷運(metro、ankaray) 

 捷運路線只有兩條，只要搞清楚方向一點都不複雜，紅色

的叫 Metro，綠色的叫 Ankaray，交集點是 Kızılay。 



  

 搭乘捷運也是使用 EGO 卡，只需要進去的時候刷卡，出站

不需要，一票到底蠻方便的，而且從出站到下次進站在 45

分鐘內就免費搭乘。 

 

三﹑搭客運(Otogar) 

 假日出遊最好的夥伴就是發達的客運系統，假日搭車人潮

多，建議決定出遊地點後馬上買票，搭捷運到 otogar 總站，

挑選公司然後詢問有沒有到和票價，比較之後付錢買票。

嫌 aşti 遠的話可在 kızıray Izmir Caddesi 的店購票。 

  

 可以每次嘗試不同客運公司的車，依我們的經驗，

Anadolu、kamilkoç 挺不錯的，metro 則有點像國光號，略嫌

舊了一點。大致上服務都差不多，車也是開的不錯快。 

 

通訊篇 
一﹑電話(telefon) 

 1.公用電話:使用電話卡，有 50 kontör 和 100 kontör 的差

別。每張的價錢隨地方不同而不同，從 3.75YTL 到 5YTL

都有可能。打國際電話，在我試過的卡片裡普通電話卡通

話品質是最好的，但點數(=錢)可是飛快的消失。

 

撥回台灣: 市話- 00 886 2 293 XXXXX 



(區域碼) (電話號碼) 

 

手機- 00 886 932 XXXXXX 

(去掉 0932 前面的 0) 

 

 2.手機:買個預付卡是最方便了，選好了要用哪家就進去他 

們的門市說你要買 SIM 卡，只需要

護照和幾塊錢，選好號碼等個幾小

時就開卡了。打電話需要 kontör，

購買 kontör 卡看背面的說明加值

就可以開始用了，一張 16.17 塊，

很實用，也可以用來傳簡訊回台灣。 

 手機有可能用了一個星期就面臨被鎖的命運，有兩種方法

解決:1.買個土國濫手機沒有中文 2.去解鎖(每家公司解鎖時

間不一樣)聽說 TURKCELL 解鎖時間最快，所以可以考慮

使用它的。 

 

P.S 電話卡還有手機點數卡都可以在最方便的小亭子買到 

 

生活篇 
一﹑寄信、寄明信片 

 到 PTT，進去領號碼的機器上有好幾個選項，按 mektup 的

領號碼紙等待，到你的時候跟他說要寄去台灣，會秤重，

大約是 1 塊錢。信上的地址只要臺灣的部份註名英文

TAIWAN(R.O.C.)即可，其餘的地址寫中文。差不多耗時兩

三個星期，回家的前一天應該可以收到。 



二﹑換錢 

 換錢就找 Döviz，kızıray上學的路上就有兩家，每天的匯

率不同，所以說看準就換，有時候的捶心肝是難免的。 

 

Ankara指南 

1.ANKAmall-買東西到這邊準沒錯，旁邊有超大的 5M migros

超市，裡面東西應有盡有。 

(坐捷運紅線到 Akköprü 出站就會看見) 

2.Tunalı-俗稱小東區，從高檔到平價，很多咖啡店，可以在

這邊逛逛或是坐下來喝杯咖啡度過悠閒的下午。 

(從Güven Parkı前搭 112 經過 Kuluğu Parkı 下車，也就是看

到要上坡前的大轉角下車) 

3.G.O.P <Gazi Osman Paşa>-是安卡拉的高級地段，有高級飯

店、住宅、MM migros 超市、各國大使館、台灣代表處還

有美味中高檔的餐廳。 

(從Güven Parkı前搭 112 上山，整個區域都是 G..O.P) 

4.台灣代表處-代表處的人對台灣學生超棒!不管是交換生還

是遊學生，都非常照顧。所以說去的時候不要忘記帶些伴

手禮謝謝他們! 

(在 G..O.P，搭 112 到 Kuleli sok.下車，走到對面的 rabat 

sokak，代表處是 16 號) 

5.成吉思汗-安卡拉最棒的中餐廳，裡面有錢爸、錢媽，他們

非常親切，代表處也時常到那裡聚會。 

(在 G..O.P，搭到最上面看見麥當勞下車，往回走過馬路就

能看見明顯的大紅招牌) 

6.家樂福-大家都認識的家樂福在安卡拉有兩家，一家在



kızıray PTT 的旁邊 2 樓，有點隱密。另一家就在 G..O.P 最

上面，順著黎巴嫩大使館的巷子走進去就可以看見。 

7.TÖ MER-安大附設的語言中心，也就是我們上課的地方。

裡面可以學習多種語言，法文、德文、日文、中文等等， 

 Kızıray有一家、Tunalı 也有一家。 

(搭公車到 Kızıray下車，往 PTT 旁那條路走路約五分鐘，在

一家叫 Happy Day 的店後面，轉進去的不起眼小門。至於

另一家則是在 Tunalı 主要的那條街上，往裡面走一會兒就

可以看見) 

8.Kocatepe Camii-安卡拉最大的清真寺，特別的地方在於它

的下方是一間超市，可以從上面俯瞰 Kızıray。 

(從 TÖ MER 旁任一條巷子讓上走，往四根柱子的方向一路

上坡就會到了) 

9.Ulus-安卡拉比較舊的區域，廣場上有凱末爾的銅像，山上

有一間小亞細亞博物館還有安卡拉城堡，往下走是一條手

工藝品跟盜版貨猖獗的集市。在這個區域最好是團體行

動，有土人朋友帶是最安全的，觀光客很容易被遊手好閒

的路人搭訕或騷擾，記得不要理會!若有身體上不舒服的碰

觸，態度強硬點比較不會糾纏不清。在這裡要特別注意自

己的安全!情況不對可以躲到銀行或是商店裡，有時候假裝

聽不懂土文也是個好方法。 

(從 Kızıray很多公車都可以到 427、227、413、114 等等) 

 

土國生活須知 
1.夏天切記防曬!土耳其太陽大的嚇死人，而且白晝的時間很

長，不注意皮膚的保護可是會增加罹患皮膚癌的機會。 



2.保濕!保濕!再保溼!安卡拉位於內陸地區，氣候非常乾燥，

一定要多喝水，皮膚的保濕和滋潤也是必要的(男生女生都

一樣)，根據經驗，乳液起碼要擦個三層才夠。常流鼻血的

人記得隨身攜帶濕紙巾。 

3.一定要去拜訪代表處!土文系的學生，除了有學長姐在那

兒，在土耳其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是仰賴代表處的幫忙，所

以禮貌上要去拜會一下。 

4.腸胃藥必備!剛去的前一兩個星期，大多數的人都會出現一

些腸胃的毛病，畢竟飲食習慣上的差異很大，需要時間適

應，治便祕、止瀉、幫助消化都不能少。如果已經腸胃不

舒服就少吃生菜、多喝 Ayran(噁)就會好很快。 

 

新土耳其里拉(YTL) 
新土耳其里拉 : 新台幣 約= 1 : 25  YTL × 25 = NTD 

0.01YTL 0.05YTL 

0.10YTL 0.25YTL 

0.50YTL 1.00YTL 



1.00YTL 5.00YTL 

10.00YTL 20.00YTL 

50.00YTL 100.00YTL 

 

心得分享 
 安卡拉是屬於文教區，熟悉之後會覺得有點無聊，利用週

末去別的城市觀光、旅行會讓你更了解土耳其。很多事情

得靠自己闖蕩，不是非要依照書上的資訊，多點冒險精神



說不定會發現什麼新奇的事物，也會使得旅行特別又有意

義。也許土耳其並不如你所想，自己在外生活也不那麼容

易，但快樂的秘訣還是要融入當地，對沒見過的東西多嘗

試，享受短短的 30 天，會讓你有很多收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