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塞拜疆 【稅項全包】【高加索文明古國】
阿塞拜疆(巴庫、戈布斯坦、舍馬基、舍基) 格魯吉亞
(西格納吉、第比利斯) 亞美尼亞(迪利然、塞凡湖、
加爾尼、格加爾、埃里溫) 11天團 LMKIG11N

行程特點

● 到訪【裡海之珠】.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少女塔
● 遊覽曾被馬可孛羅形容為【如畫般美麗的城市】.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
● 前往亞美尼亞，參觀2000年歷史的【加爾尼神殿】及高加索最大的高山湖【塞凡湖】
● 到訪歷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有【玫瑰城】美譽之稱的【埃里溫】
● 訂金每位$8000，餘款須於出發前30天清付

Day1  香港─伊斯坦堡或阿拉木圖
~ ●乘坐土耳其航空之團隊，此早、晚餐將於航機上享用。
~ 上述表列午、晚餐將因應安排而作出調動為午餐或晚餐，敬請留意。
~ s如因航班延誤或取消之情況導致未能入住之酒店，基於酒店住宿條款，本社恕不能作出任何退款或改期，敬請留意。

 
Day2  伊斯坦堡或阿拉木圖─巴庫(阿塞拜疆)─希爾萬沙皇宮─【世界文化遺產】少女塔

~『巴庫』是裡海最大的港口，有「石油城」之美譽，現為阿塞拜疆共和國首都，人口約300萬，全市分為內城和新城兩部份，建於海
灣的山坳上，城市清潔環境寧靜宜人。 
~『少女塔』於2000年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冊內。少女塔始建於西元前7世紀，是12世紀所建的汗王宮殿建築群的
一部分。現為巴庫的標誌性建築。少女塔坐落在巴庫老城中心，比鄰裡海海濱，高29.5米，牆厚4到5米，為8層圓柱狀，每層可容納
50餘人，內有一口水井，井水四季清涼甘美。塔土每層窗口都有防禦設施，用石灰石砌成。古時候，塔上的窗口可傾瀉滾盪的熔鉛，
或投入燃燒的火把，以抵抗外敵的進攻。古代的戰爭中，少女塔是保護婦女兒童的地方。少女塔經受了1304年大地震，當時許多居民
住宅都被移為平地，它郤安然無恙。

~ ●乘坐土耳其航空之團隊，此早、晚餐將於航機上享用。
 
Day3  巴庫─【世界文化遺產】戈布斯坦(觀賞史前石器時代遺留至今的石雕壁畫)─巴庫─市集廣

場─地氈工藝坊
~『戈布斯坦』位於阿塞拜疆中部荒漠地區突起的岩石高原，這裡蘊藏著6000幅精美雕刻，顯示了4000年前的岩石藝術。此地還發現
了原始居住地遺跡，顯示人類在上一個冰河時代之後曾經在此大量定居，時間亦從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延續至中世紀。

 
Day4  巴庫─舍馬基─迪里巴巴陵─舍基

~『舍馬基』曾是古代絲路的商貿重鎮。14世紀曾有伊斯蘭教士埋葬在此。由於屍骨經年不化，此處漸漸成為當地人遇到困境時尋求
精神寄託的地方。 
~ ＊由巴庫到舍馬基約需2-3小時車程。
~ ＊由舍馬基到舍基約需2-3小時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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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舍基─【世界文化遺產】汗國皇宮─西格納吉(格魯吉亞)─第比利斯
~『舍基』這裡是絲綢之路的西塞，從18世紀中期到1819年是沙基汗國的中心，歷史上多次被毀壞，只有16至19世紀的歷史建築和古
蹟被完好保存。 
~『汗國皇宮』華麗的皇宮建於1762年，整座建築沒有用一根釘子，被認為是鬼斧神工的手作藝術。 
~『西格納吉』此山中小鎮建於15世紀，是屬於Kakheti行政區之一，鎮內大部份的房屋多選用木材而建，更建有限台，家家戶戶喜歡
用不同花朵去粉飾家居，美輪美奐。 
~ ＊由舍基到第比利斯約需4-5小時車程。

 
Day6  第比利斯─薩美巴大教堂─猶太教堂─麥迪基教堂─ 納里卡拉古堡─格魯吉亞母親雕像

~『薩美巴大教堂』位於庫拉河畔的艾利山丘上，1989年開始規劃，2004年完工，是格魯吉亞最大規模的東正教堂。
 
Day7  第比利斯─【世界文化遺產】梅茨赫塔教堂群─ 斯維傑茨霍裡大教堂─傑瓦利修道院─迪

利然(亞美尼亞)─【世界文化遺產】薩納欣及哈巴特修道院
~『梅茨赫塔教堂群』教堂群為高加索地區傑出的中世紀宗教建築之典範，是格魯吉亞民眾的信仰中心，完美展現了中世紀建築藝術
以及古王國時代高度的文化水準。 
~『迪利然』坐落於北部蒼翠繁茂的森林地帶，又稱亞美尼亞小瑞士，風景美麗，更是當地人郊遊之熱門地點。 
~『薩納欣及哈巴特修道院』兩座拜占庭修道院，在丘里吉安王朝時是重要的學習文化中心。薩納欣以其手抄本彩繪及書法學校聞
名；而哈巴特修道院以圓錐形屋頂為中心的工整設計，可說是10至13世紀亞美尼亞宗教建築之典範。在歷經了幾次的修復後，修道院
融入了拜占庭式與高加索地區固有的建築風格，而形成現今的獨特風貌。 
~ ＊由第比利斯到迪利然約需3-4小時車程。

 
Day8  迪利然─塞凡湖─加爾尼希臘神殿─【世界文化遺產】格加爾修道院─埃里溫

~『塞凡湖』面積1360平方公里，為亞美尼亞境內及高加索地區最大的高山湖泊，湖面海拔1900米，四面環山，盛產魚類。因西北角
半島上一座建於9世紀的塞凡納旺克修道院而得名。 
~『加爾尼希臘神殿』宛如迷你版的雅典衛城，始建於1世紀的羅馬時期，是目前國內碩果僅存的希臘式建築。這座神殿是獻給太陽神
Mythra。
~『格加爾德修道院』被世界教科文組織選定為保存完好的中世紀建築，於2000年被納入世遺名冊。修道院建於一個洞窟內，稱為
「寺院的洞窟」。傳說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時，刺穿身體的長矛及其他遺物都被帶到此地，現存放於埃奇米艾津的國庫內。 
~ ＊由迪利然到埃里溫約需1-2小時車程。

 
Day9  埃里溫─歷史博物館─艾瑞布尼古堡博物館─【世界文化遺產】埃奇米艾津大教堂

~『歷史博物館』館內展出亞美尼亞從遠古到近代的歷史文物，當中不乏從歷史或藝術角度皆十分珍貴的精美展品。 
~『艾瑞布民古堡博物館』這裡是埃里溫的起源，建於西元前782年，是一座3000年前烏拉爾圖王國(Urartian)的堡壘。
~『埃奇米艾津大教堂』亞美尼亞最古老的教會建築，而埃奇米艾津則是指「耶穌降臨之地」之意。教堂生動地呈現出亞美尼亞中央
十字型和穿廊形式的教堂發展歷程。

 
Day10  埃里溫─第比利斯(格魯吉亞)─伊斯坦堡或阿拉木圖

~ *由埃里溫到第比利斯約需3-4小時車程。
 
Day11  伊斯坦堡或阿拉木圖─香港
 

天數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 / /● 航機上/阿拉木圖市內酒店(乘坐阿斯塔納航空之團隊適用)

2 酒店享用● /
阿塞拜疆【特色鐵鍋

烤肉】
Hotel Diplomat或同級

3 酒店享用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Hotel Diplomat或同級
4 酒店享用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Hotel Olympic或同級

5 酒店享用
格魯吉亞【傳統燉

牛】
當地餐廳 Holiday Inn或同級

6 酒店享用 當地餐廳
【格魯吉亞餃子+芝

士烤餅】
Holiday Inn或同級

7 酒店享用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Best Western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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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 :硫磺浴硫磺浴
內容:硫磺浴在公元五世紀由伊
比利亞國王發現，更因此將王
國首都遷至第比利斯。多年
來，硫磺浴被視為對治療皮膚
疾病，如濕疹和痤瘡、減輕關
節炎和肌肉/關節痛有幫助。經
過一天的辛勞後，浸泡在硫磺
泉水中，亦可令人疲勞盡消。
俄國詩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說「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場是世上最好的。」
名稱名稱 :裏海遊船裏海遊船
內容:乘船暢遊位於亞洲與歐洲
之間的裏海。它是世界上最大
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鹹
水湖，面積371,000平方公里，
湖岸線長約7,000公里。湖岸分
屬土庫曼、哈薩克斯坦、俄羅
斯、阿塞拜疆及伊朗。

8 酒店享用
亞美尼亞【特色風味

餐】
當地餐廳 Metropol或同級

9 酒店享用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Metropol或同級
10 酒店享用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航機上

11 / / / 安抵香港

注：注： 交通資料交通資料

1.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客人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可選擇雙人房加床，團員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雙人房加床一般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床或沙發床。)

●乘坐土耳其航空(TK) 或 AIR ASTANA(KC)豪華客機往返
乘坐土耳其(TK)或阿斯塔納(KC)航空公司客機往返，資料如
下：
土耳其航空：
去程 約晚上2300後出發
回程 約翌日下午1600後抵港
阿斯塔納航空：
去程 約早上0900後出發
回程 約翌日早上0800後抵港
本團不設停留服務。
航班時間如有更改，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行程將因應航空公司分配之機位安排而有機會更改為亞美尼
亞首站，阿塞拜疆尾站，敬請留意。

航班時如有更改，則以航空公司資料為準。

2.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3.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4. 客人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具備綜合旅遊保險
5.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詳情請參
閱收據備註，恕不另行通知。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6.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7. 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8. 行程所提及之商店，營業時間將視乎當地商店之安排，如遇休業日或提早關門時間，恕不另行通知。
9. 客人可於永安網站查閱或於報名時向分行索取「旅客須知」，以便於出發前作好適當準備。
10. 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閱「旅行團報名及責任細則」，客人可向分行職員索取或參閱收據或報名表背頁，並可於永
安旅遊網站(www.wingontravel.com)下載最新版本。

11.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
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交通服務供應商或會因應
個別出發日期之航班、加班機或包機而徵收較高之退票費甚或不設退票，確實金額以交通服務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
準，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12.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自費項目表自費項目表]

自費行程名稱及內容 城市(國家) 活動時間(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
人數

計價
方式

幣別
價格

不參加之客人安排
成人 小童

第比利斯(格
魯吉亞) 1小時

到達該地
區期間進
行

30分鐘 10人 人 USD 50 50 自由活動

葉里溫(亞美
尼亞) 45分鐘

到達該地
區期間進
行

30分鐘 10人 人 USD 40 40 自由活動

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
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
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
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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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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