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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加索又稱為南高加索，指高加索山脈以南格魯吉亞(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疆(亞

塞拜然)三國所在地區。外高加索地區位於歐亞大陸腹地，北面屬於俄羅斯聯邦北高加索地

區，有豐富的資源和迷人的風光。巍峨的雪山下，碉樓林立、草原廣闊、植被豐茂，是旅

遊出行的首選之地！我們除了暢遊以上三國風景名勝之外還會去高加索南部被稱為神秘

「404 國度」阿爾扎赫(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外⾼加索三國⼀地區⼗六天探索之旅 

 

   2

 

    亞塞拜疆共和國（亞塞拜疆語：Azərbaycan Respublikası ），又稱亞塞拜然，是一個位於

西亞外高加索東部的跨大陸的總統制、憲法共和制的國家，所處地區是連接東歐和西亞的

十字路口，東臨裏海，南接伊朗，西邊和亞美尼亞、土耳其及喬治亞為鄰，北界俄羅斯。

亞塞拜疆的一塊飛地：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與土耳其東北部有小段接壤。國名來自於古

波斯語，意為「火的國家」。該國以地理位置而言屬於亞洲，但對外一般自稱歐洲國家。  

    亞塞拜疆民主共和國於 1918 年正式宣佈獨立，成為第一個以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世

俗化民主共和國，也是第一個有歌劇和戲劇院和現代大學的穆斯林國家。亞塞拜疆於 1920

年併入蘇聯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亞塞拜疆在蘇聯解體前的 1991 年 8 月 30 日獨立。1991

年 9 月，亞塞拜疆境內具有爭議、以亞美尼亞人為主體的納戈爾諾–卡巴拉赫區域，重申

了它們自願想要獨立建國的宣言，即納戈爾諾–卡巴拉赫共和國。自 1991 年的納戈爾諾

–卡巴拉赫戰爭爆發以來納戈爾諾–卡巴拉赫共和國才正式獨立運作，之前在法理上被國

際廣泛認作是亞塞拜疆的領土，直到戰事結束，在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推動下，就其地

位經過談判已經解決，納戈爾諾–卡巴拉赫共和國在實際上取得獨立。  

    亞塞拜疆現為歐洲委員會、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PfP）的成

員國，以及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也是世界貿易組織觀察員國身份和國際電信聯盟的成員

國。亞塞拜疆是突厥語族 6 個獨立的國家之一，也是突厥議會和突厥文化國際組織的成員，

和獨立國協 (CIS)、古阿姆民主和經濟發展組織 (GUAM) 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亞塞拜疆於

1992 年加入聯合國，在 2006 年 5 月 9 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亞塞拜疆當選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理事國（任期從 2006 年 6 月 19 日開始）。亞塞拜疆現在與世界上的 158 個國家建

立了外交關係，並加入了 38 個國際組織。 

 

我們的高加索探索之旅由亞塞拜疆起 

 

 
 

Day 1 
香港巴庫 (TK071 / TK332)  

早餐 : --------  午餐:--------  晚餐：-------- 

住宿：土耳其航空豪華客機  6月2日(二) 

今日我們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準時於 21:00 前往香港國際機場 T1 (D) 區集合，搭乘土耳其

航空 TK071 23:00/05:20 預計機型波音 777-300ER 抵達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全球最大機場停

留 2 小時 50 分轉乘土耳其航空 TK332 08:10/12:00 預計機型空中巴士 A321 抵達巴庫，全

程時間約 17 小時。(參考航班資料) 

 



外⾼加索三國⼀地區⼗六天探索之旅 

 

   3

 

Day 2 
巴庫  巴庫老城區  少女塔  希爾萬沙宮殿  火焰塔 

早餐 : --------  午餐: 當地簡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巴庫 Hyatt Regency 或同級  6月3日(三) 

中午抵達巴庫，巴庫是亞塞拜疆首都，時區 UTC+4(即香港下午 16 點巴庫中午 12 點)，巴

庫是裏海最大港口也是外高加索最大城市。 

巴庫城高高聳立於港灣之上的城市最高部分，以其被稱作王(沙赫)宮的漂亮宮殿而著稱。

它真正建在突出的懸崖上，具有皇家的豪華和不同尋常的富麗堂皇。所有的一切都用閃光

而削平的石頭做成，彼此連接精巧之極，無論從哪個角度都辨不出縫隙。城內有眾多名勝

古跡，如 11 世紀建造的瑟納克一卡爾清真寺塔，12 世紀的克孜一卡拉瑟塔樓，13 世紀的

巴伊洛夫石堡，15 世紀的希爾萬沙王宮及 17 世紀的汗王宮殿，少女塔等古建築至今均保

存完好。我們將會再此度過愉快的文化之旅，領略小杜拜之稱的巴庫魅力。 
 

希爾萬沙宮殿—世界文化遺產，用阿普歇倫斯克產的石灰石建成，這種石灰石具有很獨特

的價值，經過打磨後呈牛奶白色，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漸獲得金赭色的色調。宮殿的牆用

不同大小的石頭壘成，但是 15 世紀亞塞拜然的工匠非常用心細緻地對石頭進行打磨，技

術如此高超而有品位，以至於看不出壘砌的石頭縫。除此以外，一排窄石頭、一排寬石頭

角本身就已經壘出了花紋圖案。一些石灰石水準鋪設，另一些垂直鋪設，這鋪設上的差異

也創造出完全看得見的顏色效果：一些石頭看起來亮一點，而另一些則暗一點。在宮殿的

同一層面上還建有基萬汗宮，坐落在宮殿的北面並部分與之相接，基萬汗宮是一個不大的

方形小院，三面都有拱頂的柱廊圍繞。院子的中間是一個圓形建築物，它的中間部分是一

個八角形大廳。無論是大廳還是柱廊都建在一米半厚的巨大底座上。箭形的門孔從外面鑲

上了門框，其中幾個框上還能看到刻在石頭上的幾何圖形和植物圖案。 

 

  
 

少女塔—世界文化遺產，坐落在巴庫老城中心，比鄰裡海海濱，是 12 世紀所建的汗王宮

殿建築群的一部分。全塔高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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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土每層窗戶都有防禦設施，可傾瀉滾燙的熔鉛，或投下燃燒的石油

火把，抵杭外敵的進攻。少女塔經受了 1304 年大地震，當時許多居民住宅都被夷為平地，

它卻安然無恙。 

 

巴庫古城—阿塞拜疆的巴庫是一座米黃色的古城，一座號稱「比杜拜還要奢華但卻更有內

涵的城市」。自舊石器時代起巴庫一帶就開始就有了人類活動的蹤跡。當然，現在巴庫古

城的主要建築集中建造於 12-15 世紀之間。2000 年，巴庫古城的城牆及城內的希爾凡王宮

和少女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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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庫對火的崇拜有著悠久的歷史，被稱為“永恆的火焰”，而這為巴庫開發標誌性設計提供

了靈感。火焰塔由三個火焰形狀的塔組成，每一個塔都有不同的功能，呈現三角形的形狀。

高達 140 米的巴庫火焰塔將會成為周邊地區的制高點，也是巴庫天際線的亮點。 

 

Day 3 
巴庫  戈布斯坦  泥火山  火祠  巴庫國家博物館  裏海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巴庫 Hyatt Regency 或同級 6月4日(四) 

酒店早餐後，導遊將會帶您前往戈布斯坦觀賞世紀文化遺產。距離巴庫約 50 公里的戈布

斯坦，有一個岩石文化藝術館，岩石藝術文化景觀是阿塞拜疆的一處世界遺產。它本身屬

於戈布斯坦國家保留地，為了保護區域內的古代雕刻，在 1966 年被定為阿塞拜疆國家歷

史景觀，2007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景區將步行一個小山丘遊覽約半小時) 

 

  
 

泥火山—亞塞拜疆的泥火山十分著名，在裡海地區大約有 400 座泥火山，幾乎是世界上所

有泥火山的一半，當然這些泥火山沒有發燙的岩漿，噴射出的泥漿隨洞口慢慢下趟，很快

便凝結成塊，形成了一個個小土堆，類似小火山的奇妙地質景觀，現場簡直就像紀錄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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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的火星地表一樣，小土堆上用打火機可以立即點燃冒出來的氣體，就像坐在火藥桶上

一樣，大的泥漿池裡咕咚咕咚冒著泡，似乎馬上沸騰一般。小土堆不時散發出帶有臭味的

類似硫化氫的氣味，令人不停的咳嗽。來自地下的能量，造就了亞塞拜然泥火山的奇幻風

景，絕對值得一遊。(前往泥火山需要導遊安排當地私家車接駁前往費用已包括) 

 

  
 

裏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鹹水湖，位於歐洲和亞洲的交界處。裡海雖稱海，但卻是一個巨大的

內陸鹹水湖，之所以叫海，是因為面積足夠大，以及其性質偏向於海水，如顏色，海灘等。

巴庫便是裡海邊的城市，晚餐後，沿著裡海慢慢走，吹著海風，欣賞一下巴庫夜景，再愜

意不過…… 

 

  

 

火神廟—在亞塞拜疆還保留很多拜火教的文化。火，在亞塞拜疆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距

離首都巴庫 30 公里的火神廟，是聞名全球，即有著永恆之火的地方—“火祠”。一束長明之

火在庭院中心靜靜地燃燒。周邊的各個小屋，其實是對於火神廟的歷史和典故的詳細介紹。

其實原來真正的長明火在 19 世紀因為地下資源的枯竭而已經熄滅了，如今看到的其實是

原蘇聯時期人工重新接入的天然氣之長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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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耶夫文化中心—阿利耶夫文化中心由紮哈·哈迪德建築事務所設計，其所在地曾是蘇聯

兵工廠，流線型的外觀擺脫了巴庫隨處可見的蘇聯時期僵化的紀念碑式建築風格及威權的

壓迫感，展現出開放包容的亞塞拜然文化。曲線的外形在周圍環境中顯得獨樹一幟，重新

定義了展覽和演出的空間，成為城市中引人注目的新地標。(外觀拍攝) 

 

  

 

Day 4 
巴庫  沙馬基  舍基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舍基 Sheki Park 或同級  6月5日(五) 

早餐後前往希爾凡曾經的首都、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沙馬基（Samaxi），在 11-16 世紀，

這裡是希爾萬王國的首都，也是國王的居住地，在 18 世紀曾是沙馬基王國的首都。 

 

途中遊覽坐落于瑪鄂澤村莊的陵墓 Diri Baba 陵，這是建造在懸崖上的陵墓，據說在此拜謁

可以祛病減災。 

 

聚馬清真寺—這是高加索地區最大的清真寺。清真寺前的廣場上豎立的大理石碑，記錄清

真寺曾在 1859 年及 1902 年遭到地震損毀，並於“1918 年 3 月大屠殺”中遭到亞美尼亞人焚 

毀。這也許是兩國關係緊張、處於戰爭狀態的導火索之一。 聚馬清真寺於 2010 年—2013

年之間進行大規模修復重建，我們現在才會見到清真寺這麼新。(入寺內需脫鞋女士需包頭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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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繼續乘車前往舍基(Sheki)，十九世紀，舍基在絲綢之路上是當時聞名世界的國際絲綢

生產中心。今天，它是亞塞拜然風景最吸引人的城鎮之一，整個城鎮都有鋪滿了鵝卵石的

街道，在街道周圍就是具有特色的中世紀建築，還有寧靜民風樸實的南部鄉下風景。清晨

的舍基、傍晚的舍基、夜幕中的舍基都會給您留下美好的印象！舍基是一個被群山環繞白

雪覆蓋的邊陲小鎮，作為歷史悠久的古絲綢之路驛站，展示著貿易往來給這裡帶來的繁榮。

汗國皇宮—她建造於 1797 年，至今依然保存完好。這座宮殿的特別之處是，它沒有用任

何的釘子，而且裡面保存了當時的壁畫和各種藝術特色。大面積採用色彩豔麗的馬賽克玻

璃，當陽光投射進皇宮內，是一番繽紛的美景，美好的多彩世界。參觀，玻璃作坊裡這種

帶有色澤的玻璃是馬賽克玻璃，陽光透過馬賽克玻璃，會灑下璀璨的光影，尤為美觀。 

 

  

 

Day 5 
舍基  格魯吉亞  哈列巴酒莊  西格納吉  第比利斯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第比利斯 Brim Hotel 或同級  6月6日(六) 

從這天開始，亞塞拜疆的行程算是結束了，我們將要開啟格魯吉亞之旅啦！ 

 

    格魯吉亞（格魯吉亞語：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又稱喬治亞，是一東歐國家。它曾經是蘇聯

加盟共和國，1991 年 4 月 9 日正式獨立，首任總統茲維亞德·加姆薩胡爾季阿。獨立後法

定國名為「格魯吉亞共和國」，1995 年 8 月 24 日該國通過新憲法，國名定為「格魯吉亞」，

曾為獨立國家國協成員。因為 2008 年南奧塞梯戰爭，格魯吉亞根據議會 2008 年 8 月 14

日通過的決議做出退出獨立國協的決定，並於 2009 年 8 月 18 日完成手續，正式退出。 

    格魯吉亞領土面積達 69,700 平方公里（包括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人口數量有

4,352,224（2011 年人口統計）；主要民族為格魯吉亞族（70.1％），其他主要少數民族有亞

美尼亞族、俄羅斯族和亞塞拜然族等；官方語言為格魯吉亞語，當地居民亦多通曉俄語；

多數人信仰東正教，少數信仰伊斯蘭教。 

    格魯吉亞位於地區的黑海沿岸，北鄰俄羅斯，南部與土耳其、亞美尼亞、亞塞拜疆接

壤。格魯吉亞是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故鄉，現在格魯吉亞政治上傾向於歐盟和西方國家，

其最終目標是加入歐盟。 

 

酒店早餐後驅車前往亞塞拜疆與格魯吉亞的海關辦理過關手續，隨後前往哈列巴酒莊，品

紅酒，吃烤肉！ 

    格魯吉亞釀酒歷史超過 7000 年，是世界上最早釀造紅酒的國家。這裡的葡萄酒最大

特色是全部使用陶罐釀酒法，所以味道與其他地區的完全不同。因此，品一杯上好的格魯

吉亞紅酒，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哈列巴酒莊歷史悠久，紅酒香醇，烤肉肥美，當天，我們

會帶您品嘗格魯吉亞紅酒，搭配濃鬱香醇的烤肉，給您帶來視覺、味覺的極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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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完美酒美食，就該看看美景嘍！西格納吉海拔 790 米，依山而建，城牆環繞。2007 年

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的旅遊業對其內部的建築進行了一些改建，尤其是房頂刷成了當地人喜

愛的紅色，西格納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後半葉，當時的國王伊拉克利亞下令築城，

同時也修築了防禦工事，現今依然保存下來了大部分古城牆和 23 個塔樓。小鎮的建築風

格統一，以石質為主，因為美麗的景色和浪漫的氣氛，很多當地人會來這裡舉辦婚禮，所

以逐漸這裡慢慢地也就流傳出“戀愛中的城市”這麼一個名頭。 

 

  
 

這麼美的地方，我們當然要好好參觀啦，等大家拍好照、逛一逛，就驅車前往格魯吉亞首

都第比利斯。預計晚上到達，住宿在第比利斯星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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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第比利斯  石頭城  哥裡  卡茲別克  古道裡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古道裡 Macro Polo 或同級  6月7日(日) 

早餐後驅車前往距今有 2000 多年的歷史的“上帝城堡”——石頭城。吃過午餐後，前往

史達林的故鄉哥裡市，參觀史達林故居、史達林博物館。 

 

優利斯特斯西洞穴之城（簡稱石頭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鐵器時代的早期，它位於一個高

聳的岩石峭壁上，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穆克伐力河岸，該洞穴是在天然的沙石裡開鑿而成，

占地 8 公頃。洞穴雖經歷多年風吹雨打，是製造到地震威脅，至今仍宏偉壯觀，仍是異教

與基督教的建築風格完美結合的典範。 

 

  
 

午後，我們繼續踏上旅途，帶您去看看高加索聖山——卡茲別克山。卡茲別克山海拔 5033

米，位於格魯吉亞和俄羅斯北奧塞梯之間。高坡是冰原，低坡有草甸，風光旖旎，神聖安

詳。山頂可以環視卡茲別克山美麗的風光，白雪覆蓋的山頂和綿延起伏的草甸，以及寧靜

安詳的小村莊，是高加索地區最美麗的景色之一。(需換乘當地小車上山費用已包) 

 

 
 

隨後前往滑雪勝地，古道裡，伴著高山清風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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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古道裡  Ananuri城堡  姆茨赫塔  聖三一教堂  第比利斯老城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第比利斯 Brim Hotel 或同級 6月8日(一) 

早餐後離開高山，重新向城裡出發。期間，我們會遊覽，Ananuri 城堡，該城堡登上過孤獨

星球封面，歷史悠久，值得一看。 

 

  
 

午餐後驅車前往古城姆茨赫塔，首先參觀最為古老的季瓦裡教堂，它像巨石一樣佇立在庫

拉河與阿拉格維河的交接處，站在這裡可以看到姆茨赫塔古城的全景；遊覽姆茨赫塔古城，

感受格魯吉亞王朝過往的輝煌時刻，參觀格魯吉亞最神聖最壯麗之一、曾經埋葬了耶穌血

衣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姆茨赫塔曾列為<<瀕危世界遺產清單>>，現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 

 

   
 

姆茨赫塔距離第比利斯半個小時車程，因此我們有足夠的時間遊覽這座充滿魅力的城市。

我們將會遊覽和平橋、母親雕像、自由廣場、聖三一大教堂等。傍晚登山第比利斯要塞，

欣賞城市全方位夜景，一覽眾山小。(包單程纜車上山) 

 

作為格魯吉亞的首都，第比利斯的命運也是多舛。經歷波斯、拜占庭、阿拉伯、蒙古先後

攻陷，讓這座古城留下了不同風格的古建築。愛攝影、愛建築的發燒友不可錯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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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我們將前往亞美尼亞 

 

 
 

Day 8 
第比利斯  亞美尼亞  哈巴特大教堂  塞凡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塞凡 Noy Land Resort 或同級  6月9日(二) 

亞美尼亞共和國（亞美尼亞語：Հայաստանի Հանրապետություն），通稱亞美尼亞，是一個位於

西亞或外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制國家，有時也會被視為是東歐的一部分。行政疆界上，亞美

尼亞位於黑海與裏海之間，西鄰土耳其，北鄰喬治亞，東為亞塞拜疆，南接伊朗和亞塞拜

然的外飛地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以艾裡溫為首都。在 1991 年蘇聯解體之前，亞美尼亞曾

經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 

 

目前，亞美尼亞與鄰國亞塞拜疆之間存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領土爭議問題，並曾在

2016 年 4 月雙方因此問題在邊境發生軍事衝突，亞美尼亞也因為 1915 年奧斯曼帝國土耳其

民族主義者發動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的歷史認知問題與土耳其之間有外交上和對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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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事件承認問題上存在爭議，但是近年亞土雙方已透過元首互訪等方式逐漸修復關係、重

建溝通對話。不過，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疆的外交關係仍較不穩定。亞美尼亞是歐洲委員會

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一員。亞美尼亞也宣稱擁有在 1991 年宣佈獨立但為未被普遍承認的國

家的阿爾紮赫共和國的主權。 

 

早餐後,由導遊帶領大家前往亞美尼亞，過關後前往塞凡，拜訪久負盛名的塞凡湖。塞凡湖

是高加索最大的高山湖泊，是著名的遊覽勝地。有著“高加索的明鏡”的美譽，湖面倒映

著天上的白雲，倒映著地上的雪峰，像是剪下的一片藍天，被鋪在了群山間。雪山環繞的

湖水寶石般碧藍，湖邊沙灘雪白，樹葉金黃，讓人一時搞不清是在哪裡。 

 

  
 

塞凡湖如此美麗、聖潔、寧靜，因此，我們將會在此住一晚，為第二天的行程養精蓄銳！ 

 

  
 

Day 9 
塞凡 卡拉巴赫  Dadivank修道院  斯捷潘納克特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卡拉巴赫 Europe Hotel Artsakh 或同級 6月10日(三) 

早餐後乘車前往一個特殊的 404 國度——卡拉巴赫。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是位於南高加

索的一個內陸地區，介於下卡拉巴赫與贊格祖爾之間，包含小高加索山脈的東南支脈。該

地區多屬山地與森林。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普遍被國際承認為亞塞拜疆的一部分，但大部分

地區由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實際統治。通俗的講，這個國家是個不被聯合國承認的獨

立地區，不給亞塞拜疆管，自己管自己。卡拉巴赫風景秀麗，像是一個被遺忘的小鎮。首

都斯捷潘納克特、Dadivank 修道院等景點，等著您去探索哦。 

 

Dadivank 修道院是卡拉巴赫最大的修道院建築群，由紀念大教堂（Katoghike），聖母教堂，

紀念鐘樓和幾座輔助建築組成。也是亞美尼亞中世紀建築的真正傑作之一。傳說，這個修

道院建於西元 1 世紀末，以一位使徒聖人 Dadi 命名，他在亞美尼亞東部地區傳教。在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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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紀，這座修道院成為了 Aghvan 主教的住所，後來又成為了該區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修

道院的中央建築-大教堂於 1214 年由 Haterk 女王 Arzou 建造，內部牆上裝飾著大量的壁畫。 

 

  
 

斯捷潘納克特是卡拉巴赫自治州首府， 全國土地面積 12,000 平方公里，人口約 15 萬。坐

落在山城，高高低低的馬路，途經國會大樓、員警總部、國家銀行等。總統也是民選產生

的，但現在仍沒有自己的貨幣、車牌、互聯網代碼。 

 

  
 

Day 10 
卡拉巴赫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卡拉巴赫 Europe Hotel Artsakh 或同級  6月11日(四) 

 

卡拉巴赫旅遊資源豐富，當天我們將會前往甘紮薩爾修道院、獅子岩石、Shushi 要塞、

Ghazanchetsots 大教堂、我們是我們的山等景點，讓您度過愉快的一天 

 

甘紮薩爾修道院含義為寶藏之山，據說院內有施洗約翰與他父親撒迦利亞的聖骨。修道院

建築群被高牆圍繞，教堂穹頂的牆壁上雕刻有精美的浮雕，包括亞當、夏娃、耶穌受難等，

很多藝術史學家認為該院是亞美尼亞式建築的傑出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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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形岩石：在 Vank 村附近的旅遊景點之獅子巨石，是顯示獅子形態，張開嘴巴，栩栩

如生，威猛生動。 

 

我們是我們的山：又被稱為媽媽和爺爺的山，是紅色火山凝灰岩的巨型雕塑，呈現一對老

年農民夫婦的半身像，坐落於首都北部一座小山上，高 2.5 米，寬 2.4 米，是前蘇聯亞美尼

亞足雕塑家 Sargis Baghdasaryan 於 1967 年創作。他們象徵了當地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 

 

   
 

Shushi 舒沙城位於斯捷潘納克特附近的山上，是典型的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曾經 卡拉 巴赫

戰爭最激烈的城市，雖然在周邊國家的斡旋下亞阿兩國實現停火，但納卡地區歸屬問題卻

依然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2016 年雙方還曾在納卡地區的 東北 部發生了交火，現

在還遺留著戰爭的痕跡。 

 

Ghazanchetsots 教堂是的卡拉巴赫很重要的教堂。Gandzasar 修道院 Gandzasar Monastery 是卡

拉巴赫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修道院。修道院第一次見於歷史記載是西元 10 世紀；但

現存建築都是 12、13 世紀的。中心建築施洗聖約翰教堂高頂外側的淺浮雕是亞美尼亞同類

藝術精品。俗稱的 vank 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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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卡拉巴赫  塔特夫之翼  塔特夫修道院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塔特夫 Goris Hotel 或同級  6月12日(五) 

早餐後, 我們將告別這個 404 國度前往亞美尼亞塔特夫，這裡有世界最長索道——塔特夫

之翼，塔特夫是世界最長空中纜車索道，總長 5.7 公里，最快行車速度為每小時 37 公里，

單程耗時 11 分鐘。索道山頂有塔特夫修道院，在纜車上，您可以盡情欣賞山谷絕美風景。 

  
 

塔特夫自然資源豐富，因此風景十分美麗。當晚，我們會入住當地著名的木屋酒店，給您

一個放鬆、休閒之旅。 

 

Day 12 
塔特夫  埃裡溫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埃裡溫 Caucasus Hotel 或同級  6月13日(六) 

早餐後，我們將前往亞美尼亞首都埃裡溫，路程不是很遠但時間稍長，沿途處處是景，一

路上細心品味一個熱情友善的國家民族風情。晚餐後特別為大家安排欣賞一場精彩絕倫的

亞美尼亞歌舞劇。 

 

霍瑞維拉修道院：位於土耳其及亞美尼亞邊境附近，本為囚禁聖人格列之監獄，亞美尼亞

國王因格列而信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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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是諾亞方舟的最後

停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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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裡溫（Yerevan），是位於拉茲丹河畔的一個城市，為亞美尼亞共和國的首都和經濟、文

化中心，外高加索古城之一。葉裡溫建在山坡上，四周自然景色優美舉目遠眺，阿拉臘山

和阿拉加茲山白雪皚皚，千仞冰峰，朗然在目。葉裡溫市內房屋大多用山上的石頭建造，

因此葉裡溫市的房屋絢麗多彩。葉裡溫的石雕建築藝術也很有名。新城建在山坡上，翠綠

的山崗閃現著瑰麗的住宅，風景十分優美。 

 

  
  

Day 13 
埃裡溫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埃裡溫 Caucasus Hotel 或同級 6月14日(日) 

 

格加尼神廟：建於西元前 2 世紀—5 世紀，當時建立了加尼堡壘，有防護城牆廢墟和希臘

羅馬式的多神教廟宇等。由於亞美尼亞人在 4 世紀後改信基督教，算是世界上最早信仰基

督教的國家。因此，格加尼神廟又成為異教徒神殿，神殿旁有羅馬浴池遺跡，保存還算不

錯。是亞美尼亞國王夏宮所在地，是希臘文化末期在亞美尼亞文化中唯一的遺跡。 

 

  
 

茲瓦爾特諾茨：又名天使之堂，始建於 7 世紀，是一中央圓頂建築，20 世界被重新發掘 

 

埃奇米阿津：亞美尼亞在西元 301 年視基督教為國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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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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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4 
埃裡溫  第比利斯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第比利斯 Brim Hotel 或同級 6月15日(一) 

早餐後驅車返回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車程約 6 個多小時，我們邊開車邊停下來拍照，

即使坐車，也讓您有一個放鬆的乘車環境。 

 

哈巴特大教堂。這座拜占庭式的基督教教堂，建於 991 年，位於北部亞美尼亞修道院內的

中央。13 世紀初始，高加索木式結構寺院便陸續圍繞著它建了起來。這種兩種不同類型的

寺院的巧妙結合，是 10 世紀至 13 世紀之間亞美尼亞宗教藝術最傑出的藝術典範。這些修

道院建築群在歷經了幾次的修復後，融入了拜占庭式與高加索地區固有的建築風格，而形

成獨特風貌。 

 

  
 

Day 15 
第比利斯  香港 (TK383 / TK070) 

早餐 : 酒店  午餐: 西式午餐  晚餐：航機上 

住宿：土耳其航空豪華客機  6月16日(二) 

由於飛機是當地時間下午五點，因此我們還有一上午的時間遊覽第比利斯。期間，我們將

會前往跳蚤市場、第比利斯海編臉史雕塑群。午餐後，送往機場候機。 

 

第比利斯海是個湖，前往湖邊高山上有個雕塑群，這裡展示著歷代格魯吉亞國王的歷史。 

隨後前往跳蚤市場又稱幹橋市場，是高加索地區最大的二手市場。裡面有各自前蘇聯時期

的舊物，包括錢幣，護照，勳章，指南針，望遠鏡，古董，老唱片，明信片，書籍，首飾，

相機，廚具，鐘錶，衣服鞋帽，五金配件，舊電話等……總能淘到好東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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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外高加索 15 天發現之旅到此結束。由導遊帶我們前往第比利斯國際機場，我們載著

滿滿的外高加索印象，告別純樸熱情的外高加索人民準備乘搭航機返回香港。 

 

參考航班資料 : 土耳其航空 TK383 17:25/19:00 預計機型空中巴士 A321 抵達土耳其伊斯坦

布爾停留 6 小時 35 分轉乘土耳其航空 TK070 01:35/17:05 預計機型波音 77W 抵達香港，

全程時間約 19 小時 40 分。抵港後記得把手錶調整香港時間。 

 

Day 16 
第比利斯  香港 (TK383 / TK070) 

早餐 : 航機上  午餐: 航機上   

安抵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 6月17日(三) 

 

感謝各位的支持！預祝您們玩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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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包團費 : HK$ 28,800 (成人) 

 

費用包括 : (1) 來回機票、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建設費、安檢、手續費 

          (2) 全程交通、風味美食、酒店住宿、景點門票 

          (3) 塔特夫之翼索道、第比利斯老城索道、民族歌舞表演 

          (4) 三國導遊司機服務費 

          (5) 特區護照二國一地簽證費 (格魯吉亞、亞塞拜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6) 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費用不包 : (1) 個人消費及電訊費 

          (2) 酒店服務生小費 

          (3) 如遇簽證隨機拒簽需重新送簽每個簽證 HK$350 

 

備    註 : (1) 參加者必須持有以上三國認可的護照 (建議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2) 建議購買個人旅遊保險，蘇黎世 16 天精選計畫$330  

             (如需更高級計劃另行通知我們) 

          (3) 任何人都必須遵守及尊重三國的法例法規 

          (4) 行程內容比平時團隊安排更豐富，時間或實際情況不允許將作合理刪減 

而不作任何彌償 

          (5) 參考航班以航空公司最後批核為準 

 

簽證資料 : (1) 護照資料頁電腦掃描 (不接受手機拍攝) 

          (2) 正面脫冠白底證件像 (特區護照標準、建議照相鋪直接輸出電子檔案) 

          (3) 護照電腦掃描請不要低於 300dpi 及相片電子檔，請把檔案電郵到 

             yaushingpress@gmail.com 郵件主旨請寫上您的中文名即可 

             如沒器材掃描的我們日後會再約您取件 

          (5) 請注意護照有效期至少在回程日起計足 6 個月有效及具有 5 頁空白頁 

          (4) 4 月 2 日前提交 

 

退團及換人須知 : 

 (1) 交付訂金後於任何原因退團均會損失$4000，(指定日期前可換人) 

 (2) 5 月 2 日後不接受換人所繳任何費用會視乎實際情況退回少部分款項 

 (3) 送簽證後退團無論是否簽批或換人均需支付$1500 簽證及工本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