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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文明古國·完美時刻 

地區巍巍山峰，蒼鬱山林比瑞士阿爾卑斯山更略勝一籌。格魯吉

亞、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立國僅數世紀，卻創建無數宏偉壯觀建

● 亞美尼亞︰遠眺聖山「亞拉拉特山」，傳說是

「挪亞方舟」最後停泊之地。 

● 世界第二高淡水湖「塞凡湖」。 

● 格魯吉亞︰「中世紀城市」第比利斯、美蒂茲教

堂及聖三一教堂。 

● 「上帝堡壘」古老巨大天然岩洞烏普利斯岩城 

● 「哥里」前蘇聯軍政強人斯大林故居。 

● 阿塞拜疆︰「希爾萬沙宮殿」、「少女塔」 

行程特點  
乘搭加航或聯盟飛機先入阿塞拜疆，後往亞

美尼亞，不走回頭路，行程順暢。 
暢遊高加索【三國】世界文化遺產 : 

 亞美尼亞︰「格加爾德修道院」岩洞教堂; 
「茲瓦爾特諾茨建築群」天使教堂。 

 格魯吉亞「梅斯克達」於約二千年前興建 
阿塞拜疆「高布斯坦」洞窟內壁畫引證冰河

時期已有人類在此居住。 
全部升級五星酒店Pullman, Hyatt等 
贈送全部門票，包括所有當地特色膳食 
包括所有自費，贈送每天礦泉水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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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塔—地標建築  Flame Towers  
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的新地標建築，屹立在巴庫里海邊
的高地上，在巴庫的任何角落幾乎都能看到它。三座
火焰狀的塔體用藍色的鏡面玻璃做外裝飾，無論白天
還是夜晚都晶瑩剔透，熠熠生輝。2012年竣工, 耗資
3.5億美元. 樓體設計成曲線優雅的火焰狀, 為了展現
巴庫歷史上對火的崇拜. 

高加索 Caucasus 
· 位於俄羅斯南部，介於黑海和裡海之

間，是世界最豐富的古文明中心之
一。古代絲綢之路最繁盛的一帶。長
久以來由於處於不同的帝國之間，波
斯，羅馬，拜占庭，奧斯曼，俄羅斯
等。遺留下令人歎為觀止的文化遺
產。也是近幾年最熱門的旅行家和攝
影大師的首選。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 遊覽“裡海之珠”首都巴庫古城區的

希爾萬沙王宮及少女塔 UNESCO 火焰
塔—地標建築 

· “高布斯坦”參觀石器時代留下來的
史前石雕壁畫 UNESCO 

 

格魯吉亞 Georgia 
· 馬可波羅形容為“如畫般美麗的首

都”第比利斯 
· 前往譽為格魯吉亞最美麗依山而建的

“西格納吉” 
· 參觀“中世紀宗教建築之典範”梅茨

赫塔教堂UNESCO 

 

亞美尼亞 Armenia  
· 前往高加索最大的高山湖“塞凡湖” 
· 參觀2000年歷史的“加爾尼希臘神

殿”彷如雅典的巴特農神殿。 
· 神聖的“埃奇米艾津大教堂”UNESCO 
· 氣勢宏偉“格加爾岩石修道院”

UNESCO 

神聖的“埃奇米
艾津大教堂”
UNESCO 

2000年歷史的“加爾尼
希臘神殿”彷如雅典的
巴特農神殿 

霍瑞維拉修道院 
UNESCO 
亞拉拉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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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Toronto - Baku  多倫多 -   巴庫（阿塞拜疆） 

於指定時間集合於多倫多國際機場。專業華籍領隊協助辦理登記手續，乘飛機前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庫 

 
Day 2:  巴庫(阿塞拜疆)～拜火教廟～天然氣火焰地～獨立紀念碑～巴庫文化中心～火焰塔 （晚） 

Baku (Azerbaijan)～Fire Mountain～Fire Temple~Martyr’s Lane~Heydar Aliyer Centre~Flame Towers 
抵步後乘車市內觀光，參觀獨立紀念碑和巴庫文化中心地標（外觀），以及火焰塔（外觀）等等。巴庫在公元前1世紀

已有人居住，曾經與波斯古皇朝聯在一起，在中世紀早期以漁業為主要的經濟，近代的發展以煉油為生產，參觀拜火

教神廟及天然氣火焰地，晚餐後，入住酒店：5* Hyatt Regency Baku or same class 
 
Day 3: 巴庫～高布斯坦(世界文化遺產)～ 少女塔～希爾萬沙宮殿(世界文化遺產) （ 早，午，晚 ） 

Baku～Gobustan～ MaidenTower  (UNESCO)～Palace of the Shirvanshahs (UNESCO) 

高布斯坦石群裡有各式各樣的石刻，包括動物形態、人類狩獵等，引證了冰河時期人類聚居於此。(UNESCO)世界文

化遺產。少女塔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古塔外為著名古代駱駝商旅酒店所在地。希爾萬沙宮殿（世界文化遺產）是12世

紀的皇宮建築群。入住酒店：5* Hyatt Regency Baku or same class 

 

Day 4: 巴庫～舍馬哈～皇朝陵園遺址～扎瑪哈清真寺～舍基汗皇宮 (世界文化遺產)～舍基市（ 早，午，晚 ） 

Baku～Shemakha～Seven Dombs～Jummah Mosque～Sheki Khans Palace (UNESCO)～Sheki 
舍基汗皇宮（夏宮）內部裝飾豪華而見稱，彩色玻璃鑲嵌的精湛技術，及其壁畫上之狩獵和戰鬥場面嘆為觀止。 

入住：5* Sheki  Marxal hotel or same class 
 
Day 5: 舍基～阿塞拜疆/拉弋代希～格魯吉亞邊境～品酒～仙湖湖畔山莊酒店（ 早，午，晚 ） 

Sheki～Azerbaijan/ Lagodekhi- Georgia Border～Wine tasting～Lake Lopota 
西格納吉鎮建於15世紀，家家戶戶喜歡用不同花朵去粉飾家居，美倫美奐。品嚐當地特式的酒釀。 

入住 : 5* hotel Lake Lopota Spa Resort or same class 
 
Day 6:  第比利斯～格魯吉亞母親雕像～美蒂茲教堂～聖三一教堂～格魯吉亞舊城～納里卡拉古堡 (外觀)～和平橋～

雙程纜車最高觀景台（ 早，午，晚 ） 

Tbilisi～Mother of Georgia～ Metekhi Church～Sameba Church～Old Town～Peace Bridge～Cable Car 
第比利斯公元5世紀時由格魯吉亞國王所建立並成為首都，城內部份的房屋建於19世紀、城堡、教堂和鐘樓等建築，多

選用木材而建，更建有陽台，美輪美奐。聖三一教堂 : 建於1995-2004年間，是格魯吉亞自蘇聯解體以後，也是有史

以來，修建的最大教堂，現在是格魯吉亞東正教母堂。主建築高近100米，是格魯吉亞最高的教堂，從第比利斯各個角

度幾乎都能看到。地標和平橋。乘搭纜車前往城市至高點觀景台。入住 : 5* hotel Tbilsi Hualing or same class 
 
Day 7: 第比利斯～梅斯克達～斯維傑茨霍裡大教堂(生命之柱大教堂)(世界文化遺產)～傑瓦利修道院～哥里～斯大林

故居～烏普利斯岩城～盧斯塔維利街～自由紀念廣場（ 早，午，晚 ） 

Tbilisi～Mtskheta～Svetitskhoveli Cathedral (UNESCO)～Jvari Monastery～Gori～Joseph Stalin Museum～Uplistsikhe Cave

～Rustaveli Avenue～Freedom Monument 
傑瓦利修道院：4 世紀傳教士聖女尼諾親自在那裏豎立起十字架，據說耶穌是被釘在這個十字架上的。斯維傑茨霍裡

大教堂(生命之柱大教堂)：格魯吉亞最重要的基督教建築遺跡，亦是高加索地區具歷史意義的建築大教堂，始建於西

元 4 世紀。烏普利斯岩城：烏普利斯岩城有「上帝的堡壘」之譽。由古老而巨大的天然岩洞構成。城內的街道和建築

物均由一整塊岩石鑿出來。石窟內有由岩石雕鑿而成的各種各樣不同大小的房間。 入住 : 5* hotel Tbilsi Hualing or 
same class 
 

阿塞拜疆 格魯吉亞 亞美尼亞 Azerbaijan,  Georgia,  Armenia 13天全景游  

 出發日期：2020年  4月29     10月26   2021年  4月28                                                      AB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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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全程5星酒店。所有機票，所有觀光門票，行程表所列的膳食﹐專業華人領隊﹐豪華冷氣巴士。 

費用不包括﹕旅遊及醫療保險﹐服務費 : 隨團領隊，當地司機及導遊合共$182美金﹐自費節目 

格魯吉亞簽證：    加拿大護照不需要簽證，香港特區護照和中國護照需要簽證 

阿塞拜疆簽證：    加拿大護照需要簽證，香港特區護照需要簽證，中國護照可以辦理落地簽證 

亞美尼亞簽證：  加拿大護照需要簽證，香港特區護照和中國護照可以辦理落地簽證   

其他事项：小童( 2～11 ) 岁与 2 成人同房，不另加床。3 人同房不加床，每人减$15。本公司提供 85 折保險 !! 

团费已于原价扣除 3 %，如需用信用卡付款，请付原价。 

其他城市出發：本公司選購聯票，從世界各地出發，如加拿大美國（溫哥華，卡爾加里，滿地可，渥太華等）亞洲（香港，上

海，北京，台北等）特別廉價機票 
報名細則﹕報名時每位須交訂金加幣 $500﹐余款須於出發前60日前付清。行程如因航班時間有所调動﹐團友不得籍詞反對。 

取消及退款細則﹕本公司有權在出發前取消出發日期﹐在此情況下﹐將全數退回客人。本公司不需負取消行程和更改出發日期的責

任。參加者若取消行程﹐在出發前185天或以內取消扣訂金$500CAD。在90天以內取消扣除全部費用，恕不退還。 ABE13  

Effective date: NOV 2019   

成人 

團費加幣 

单人 

附加費 

另税 
 

4999 975 750 

Day 8: 第比利斯～斯華利水庫～阿納努里城堡～卡茲別克 （ 早，午，晚 ） 

Tbilisi～Jinvali Water Reservoir～Ananuri～Mt. Kazbegi  
阿納努里城堡：它是個城堡群，保存著完整的修道院、教堂、鐘塔及監獄等，站在城堡上可遠眺斯華利水庫。 

卡茲別克 : 大高加索第六最高峰的雪山山峰卡茲別克Mt. Kazbergi為海拔5047米高，風景優美。(如天氣適宜，可乘坐四驅車，登

上山上觀賞大高加索山脈奇妙景色)。遊畢乘車回第比利斯。入住: 5* hotel Tbilsi Hualing or same class 
 
Day 9:  第比利斯～亞美尼亞過邊境～狄里茵～塞凡湖～埃里溫(亞美尼亞)（ 早，午，晚 ） 

Tbilisi～Georgia Border & Armenia～Dilijan～Lake Sevan～Yerevan (Armenia) 

塞凡湖: 是亞美尼亞著名的遊覽勝地。湖面海拔1900米，是一個高山淡水湖。最深處83米，面積1200平方公里，比全香港還大，蓄

水58.5立方公里，是高加索區最大湖泊，亦是世界三大高山淡水湖。入住: 5* hotel Yerevan Grand Hotel or same class 
 
Day 10:  埃里溫～瀑布廣場～紀念碑～亞美尼亞母親像～大市集～埃里溫（ 早，午，晚 ） 

Yerevan～Cascade Square ～Genicide Memorial～Mother Armenia Monument～Market～Yerevan 

埃里溫城市遊覽 : 共和國廣場，市中心瀑布廣場﹑歌劇院﹑國會大樓及總統府，亞美尼亞紀念碑，位於城市至高點的最佳觀景台

及雕像“亞美尼亞母親像”等。之後前往城市最大的市場參觀。入住: 5* hotel Yerevan Grand Hotel or same class 
 

Day 11:  埃里溫～格加尼神廟～格加爾德修道院(世界文化遺產)～埃里溫（ 早，午，晚 ） 

Yerevan～Garni Temple～Geghard Monastery～Yerevan (UNESCO) 
格加尼神殿： 建於西元前2世紀，有希臘羅馬式的多神教廟宇等。神殿旁還有羅馬浴池遺跡，是亞美尼亞國王夏宮所在地。 

格加爾德修道院 : 它被世界教科文組織選定為保存完好的中世紀建築。於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入住: 5* hotel Yerevan Grand Hotel or same class 
 
Day 12:  埃里溫～埃奇米阿津～霍瑞維拉修道院～遠眺亞拉拉特山～茲瓦爾特諾茨（ 早，午，晚 ） 

Yerevan～Etchmiadzin～Khor Virap Monastery～Mt. Ararat View～ Zvartnots (UNESCO) ～Flight back 
埃奇米阿津主教堂為亞美尼亞第一所教堂 。被稱為「亞美尼亞梵蒂崗」。亞拉拉特山－海拔5100米之大亞拉拉特山，是亞美尼亞

人之聖山、據說是「挪亞方舟」最後停泊地。晚上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返回原居地。 

 
Day 13: 原居地 

返回原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