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加索
【嶄新行程 : 15天 高加索 三國 精選遊】
《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 GE15

高加索   Caucasus

位於黑海和裏海之間，其山脈地區巍巍山峰，蒼鬱山林比瑞士阿爾卑斯山更略勝一籌。擁

有高達5642米「厄爾布魯士峰」更被稱為「歐洲之巔」。高加索山脈分割為南、北兩部分，

南高加索包括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三國。北高加索屬於俄羅斯、達吉斯坦、車

臣、印古什、北奧塞梯、卡巴爾達等共和國。 早文明遺跡可追溯至三百萬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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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壁畫，其古樸原始風

格，細膩得扣人心弦，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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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
● 乘卡塔爾航空先入阿塞拜疆，後往亞美尼亞，不走回頭路，行程更順暢，玩足15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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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銅器時期約二千年前興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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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遍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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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風景優美」的塞凡湖。
● 格魯吉亞︰「中世紀城市」第比利斯、美蒂茲教堂及聖三一教堂。

　★『增遊』瓦爾齊亞洞穴城， 這座岩石鑿成的城堡由6000間客房組成，分佈在19個樓層，規模龐大

，佔據半壁山坡。

　★『 新開放的鑽石橋 』格魯吉亞 - 薩爾卡峽谷- 菱形設計的玻璃橋(又名鑽石橋)，懸空絕景，長240
米的透明玻璃步道，可挑戰個人膽識，慢步在空中近距離看峽谷奇景。

　★『增遊』格魯吉亞-拉巴特要塞 : 這座古老的中世紀堡壘建於 13 世紀，佔地 7 公頃的巨大文化和歷

史綜合體。

● 阿塞拜疆︰「希爾萬沙宮殿」、「少女塔」
● 住宿五星級酒店:  巴庫：Hyatt Regency    ;    西格納吉 : Kabadoni

第比利斯：Sheraton Grand Metekhi Tbilisi    ;  埃里溫：Armenia Marriott Yerevan

★ 特別安排 : 欣賞地道文化表演及飲食

★ 阿塞拜疆及亞美尼亞民族歌舞表演晚宴 ★格魯吉亞品嚐當地特色餃子 ★亞美尼亞品嚐燒烤鱘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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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多哈 巴庫

Hong Kong Doha Baku (Azerbaijan)
出發前一晚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本公司華藉領隊陪

同辦理手續後，乘航機經多哈前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庫。

★航機於第二天凌晨抵達 。抵步後，乘車前往酒店休息

早餐：航機上 午餐：航機上 　 晚餐：航機上

住宿：Hyatt Regency 或同級

第二天

巴庫(阿塞拜疆)～拜火教廟～天然氣火焰地～

巴庫國家運動場 (第一屆歐洲運動會場)(外觀)
Baku ～Fire Mountain～Fire Temple~Baku
National Stadium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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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乘車市內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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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拜火教神

廟及天然氣火焰地，遊畢回市區，晚餐於餐館。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yatt Regency 或同級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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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氈店
Baku～Gobustan～ MaidenTower (UNESCO)～
Palace of the Shirvanshahs (UNESCO)～
Carpet Shop

高布斯坦：此處地質已經有幾百萬年，附近有不同的風

化石，石群裡有各式各樣的石刻，包括動物形態、人類

狩獵、煮食等，引證了冰河時期人類聚居於此。此保護

區於2007年被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

少女塔：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塔外為著名

古代駱駝商旅酒店所在地。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yatt Regency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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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巴庫～舍馬哈～皇朝陵園遺址～舍基汗皇宮 (世界

文化遺產)～舍基
Baku～Shemakha～Seven Tombs～Sheki
Khans Palace (UNESCO)～Sheki

舍基汗皇宮: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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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如

生，令人眼界大開，嘆為觀止。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Sheki Saray 或Marxal Sheki 或同級

第五天

舍基～阿塞拜疆/拉弋代希～格魯吉亞邊境～葡萄

酒莊  (品嘗美酒)～西格納吉

Sheki～Azerbaijan/ Lagodekhi- Georgia
Border～Winery (wine tasting)～Sighnaghi

西格納吉: Sighnaghi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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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建有陽台，家家戶戶喜歡用不同花朵去粉飾家

居，美倫美奐。前往葡萄酒莊，可品嚐當地特式的酒釀，

(由於鎮內住宿酒店缺乏，大部份是2-3星級酒店，如旺

季期間，酒店客滿，可能會安排前往另一鎮Kachreti住
宿。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Kabadoni Sighnaghi 或 Lopota同級

第六天

西格納吉～斯華利水庫～阿納努里城堡～卡茲別克

Sighnaghi～Ananuri～Jinvali Water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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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Rooms Hotel Kazbegi 或同級

第七天

卡茲別克～梅斯克達～傑瓦利修道院~斯維傑茨霍

裡大教堂(生命之柱大教堂)(世界文化遺產)~
第比利斯

Kazbegi～Mtskheta～Jvari Monastery～
Svetitskhoveli Cathedral (UNESCO)~ Tbil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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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茲別克 : 大高加索第六 高峰的雪山山峰卡茲別克

Mt. Kazbergi為海拔5047米高，風景優美。要視乎當地

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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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遊建於14世紀的聖三一教堂

Gergeti Trinity Church。

遊畢乘車前往古城梅斯克達遊覽。這座城市位於

Mtkvari河和Aragvi河的交匯處   距離第比利斯20公里

。考古學家曾經在這裡發掘出玻璃香水瓶、希臘和阿拉

娒語文字、金屬製品和珠寶都在這裡出土過，相信當時

古老的貿易路線上。

傑瓦利修道院：為紀念基督教傳入，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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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位於山頂上，可以欣賞姆特卡瓦河

和阿拉格維河以及整個姆特克斯卡塔整個城市之間的

交匯處的美景。

斯維傑茨霍裡大教堂(生命之柱大教堂)：
格魯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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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Sheraton Grand Metekin Tbilisi 或同級

第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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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會堂～

納里卡拉古堡 (外觀)～和平橋

Tbilisi～Mother of Georgia～Metekhi Church～
Sameba Church～Narikala Fortress (Outside)
～Old Town～Jewish Synagogue～Peace
Bridge

第比利斯 : 位於大高加索和小高加索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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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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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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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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教堂，從第比利斯各個角度幾乎都能看到。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Sheraton Grand Metekin Tbilisi 或同級

第九天

第比利斯～薩爾卡峽谷～鑽石橋～瓦爾齊亞洞穴城

Tbilisi～Tsalka Canyon ～Diamond Bridge～
Vardzia Cave Town

格魯吉亞鑽石橋：距離首都第比利斯約2小時車程，於

深近275米的薩爾卡峽谷，架起了一道長240米的透明

玻璃步道。概念來自皇冠珠寶，鑽石建築於峽谷中閃閃

生輝。耗資4千萬美元、花約3年時間，步道中間更建了

一個鑽石型建築，底層是咖啡室，集展望台及咖啡室於

一身，可以慢步以鳥瞰式去看峽谷絕景。

除「靜態」散步外，設計師再向高難度挑戰，裝置了峽谷

大韆鞦及zipline上踩單車，無遮無擋地感受峽谷的風速
，挑戰眾人膽識。該區亦有照顧一眾畏高者，可環繞在

山道中，慢慢看峽谷內的瀑布靚景，再由谷底抬頭看那

空中「鑽石」，自然跟人工建築的奇妙融合。

瓦爾齊亞洞穴城: 位於格魯吉亞的西南邊陲，靠近土耳

其的邊境。它坐落在庫拉河上游左岸一座小山坡上。公

元12世紀格魯吉亞王喬治三世在此建立城堡，不久之

後，格魯吉亞塔瑪拉女王又建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修道

院。從此這裡成為了格魯吉亞的宗教中心。這座岩石鑿

成的城堡由6000間客房組成，分布在19個樓層，包括

25個酒窖、1個修道院，15個小教堂和1個藥劑師，規模

龐大，佔據半壁山坡，在這幾百年間，洞穴教堂群被保

留了下來，裡面也保存了一批精美壁畫，尤其是保存了

喬治三世和塔瑪拉女王父女的畫像。這樣的規模在世界

範圍的洞穴建築來說是名列前茅的。

(由於洞穴城內日久失收,如遇下雨天,地面較為濕滑,不
適合遊覽, 屆時只在外面觀景)。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Vardzia Resort 或同級

第十天

瓦爾齊亞~阿哈爾齊赫~拉巴蒂城堡~亞美尼亞過邊

境～久姆裡

Vardzia~Akhaltsikhe ~ Rabati Fortress~
Georgia Border & Armenia ~Gyumri

乘車前往格魯吉亞邊境辦理出入境手續，前往亞美尼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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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特要塞 : 這座古老的中世紀堡壘建於 13 世紀，

此後在重大軍事戰役後多次被摧毀和修復。這座堡壘

的創始人被認為是 Jakeli 王子家族，300 年來一直是

他們的住所。 初一座堡壘被稱為阿哈爾齊赫

"Akhaltsikhe”，從格魯吉亞語翻譯為“新堡壘”。正是這

個古老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578 年該鎮被奧斯曼

土耳其人佔領時，要塞被重建並被稱為拉巴特。它被

完全重建，變成了一個佔地 7 公頃的巨大文化和歷史

綜合體。在堡壘的底部，您可以找到咖啡館、餐館、商

店甚至旅館。在上部有一座東正教教堂、一座清真寺、

雅克利城堡和歷史博物館。如果您登上觀景台，您可

以欣賞到城鎮及其周邊地區的美麗景色。

久姆裡 : 是亞美尼亞第二大城市，也是該國西北部希

拉克省的首府。 作為亞美尼亞 古老的定居點之一，

擁有 3000 年的歷史， 該地區擁有 1,000 多座建築，

講述著這座城市過去的故事。 老城區 及其古色古香

的建築風格、木製陽台和色彩繽紛的外牆。 它是該國

為數不多的保留了正宗亞美尼亞城市建築的景點之

一。

★遊畢後、前往該市 受歡迎的餐廳之一 Cherkezi
Dzor，品嚐燒烤鱘龍魚。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Cherkezi Dzor
住宿：Grand Hotel Gyumri By Apricot或同級

第十一天

久姆裡~瓦塔南廣場 ~黑堡壘~ 哈格帕特修道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札塔克索爾

Gyumri~ Vartanants Square~ Black Fortress~
Haghpat ~ Fioletovo ~ Tsakhkad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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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堡壘 : 是久姆裡一座廢棄的俄羅斯帝國堡壘，建於

1834 年至 1847 年間。目前，它是亞美尼亞的國家文化

遺產紀念碑，用作藝術和文化中心。

哈巴特修道院 : 位於土馬尼亞(Tumanian)地區的拜

占庭修道院，在丘里吉安(Kiurikian)王朝時是重要的

學習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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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世紀亞美尼亞宗教建築之典範。經歷了幾

次的修復後，修道院融入了拜占庭式與高加索地區獨

有的建築風格。

札塔克索爾 : （亞美尼亞的“花之峽谷”）是亞美尼亞的一

個溫泉小鎮和一個受歡迎的療養勝地，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Tsakhkadzor Marriott  或同級

第十二天

札塔克索爾～塞凡湖 ~ 埃里溫~瀑布廣場

(自費項目 : 亞拉拉特 白蘭地酒廠)
Tsakhkadzor ～Lake Sevan～ Cascade
Monument Square~ Gafesjian Center
(Optional Tour : Ararat Brandy factory)

塞凡湖: 塞凡湖，距離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僅60公里，

是亞美尼亞著名的遊覽勝地。湖面海拔19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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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泊。

市中心瀑布廣場(户外藝術展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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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項目  : 參觀亞拉拉特白蘭地酒廠，品嚐 2 種白蘭
地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Armenia Marriott Yerevan 或同級

第十三天

埃里溫～格加尼神廟～加尼峽谷～霍瑞維拉修道院

Yerevan～Garni Temple～Garni Gorge~
Khor Virap Monastery

格加尼神殿 ： 約建於西元前2世紀至5世紀，當時在銅

石並用時代的居民點上建立了加尼堡壘，有防護城牆廢

墟和希臘羅馬式的多神教廟宇等。因為亞美尼亞人4世
紀後改信基督教，號稱全世界 早信基督教的國家，因

此格加尼神殿又稱為異教徒神殿，神殿旁還有羅馬浴池

遺跡，保存還算不錯。加尼神殿殿原來是亞美尼亞國王

夏宮所在地，是希臘文化末期亞美尼亞文化的唯一遺

迹。

加尼峽谷 : 世界上十大柱狀玄武岩地質奇觀之一。 出

名的景觀是“石頭交響曲“ -瀑布狀冰凍玄武岩”風琴管“，
就像一座在谷底遭侵蝕和凹割而形成的空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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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 Armenia Marriott Yerevan 或同級

第十四天

埃里溫～埃奇米阿津～茲瓦爾特諾茨(世界文化遺產)
Yerevan～Etchmiadzin～～Zvartnots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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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奇米阿津 : 亞美尼亞在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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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梵蒂崗」。

茲瓦爾特諾茨 ：又名「天使之堂」始建於7世紀，為ー中

央圓頂建築，20世紀初重新被發掘。

晚上乘車前往機場乘搭卡塔爾航空經多哈轉機返港。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第十五天

埃里溫 多哈 香港

Yerevan Doha HongKong
航機於零晨開出經多哈轉機返港，航機於晚上抵達香

港國際機場，行程結束。

[ 基本條款及細則 ]
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呼籲外遊人仕均需購買合適旅遊

保險。客人安全為首要，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當中醫療保

額須達港幣一百萬元或以上。

所有行程、景點、酒店及其他設施根據當時資料編製，如遇上
(例如但不限於)展覽會、滑雪季節、天氣問題、節日慶典、休
館、維修、交通問題等特殊情況下而致未能前往預先安排行程
及使用設施，『金怡假期』將視乎實際情況作出臨時更改及調
動，以可行之項目代替。如取消項目涉及票務，將按照服務供
應商提供之團體票價退回客人。

所有大自然景象賣點，不能保證每團均可預期看到，敬希見
諒。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時間和先後次序。

各國、地區之酒店、客房、單人房規定均有不同，房間設備及
編排乃受制於地接社及酒店/旅館入住情況；如(例如

但不限於)偏遠地區、特式酒店、雪山、高地、滑雪區、古堡或
文物改建等之客房尺寸均有差別，不能保證同團客人均能入
住同類客房；房間分配實際情況按各國地區酒店規條而定。客
人不得藉此要求退團或向『金怡假期』追討任何賠償。

請注意入住極地，特色村落與高山等地區房間尺寸及設施均

較為簡單，敬希見諒。

按照「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引177條「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

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生技術

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和工業行動、旅遊

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之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

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不利旅客外

遊的情況。

根據指引177條「迫不得已理由」『金怡假期』可於出發前取消

旅行團或在旅程時按實際情況縮短、延長或替換旅程任何項

目，客人同意並接受此安排。由此而產生之額外費用均須客人

於當地支付。

否則『金怡假期』有權不作任何安排及保留追討因此而引致之

相關費用權利。一切損失概與『金怡假期』無關，客人不得藉以

向『金怡假期』追討、反對或退團。惟『金怡假期』仍會為客人竭

盡所能向服務供應商爭取退款(如有)。更改行程而令經營成本

減少，則會於回港後七個工作天內處理退還減低成本比例之

款項。如在出發前取消旅行團，則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

作出退團或轉團安排。『金怡假期』有權在辦理相關手續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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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客人每位港幣$800-$2,000不等之手續費視乎團種而定及

退票費(如有)，扣除手續費後餘款將以客人付款方式退回。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有一定風險，收取訂金後客人已視作同意

行程一切活動安排，客人參加各項活動時，必須留意個人身體

狀況、環境、天氣、活動內容、遵守服務人員指引和安排。如因

自身理由不參與行程中之活動相關之活動費用將不獲退回。

宣傳單張，旅遊册子，行程表中如沒有列明包門票、包入場、

入內參觀等，所列之景點或地點均有機會以外觀，遠眺或途經

型式進行。

行程表、宣傳廣告中所展示之相片、圖像、拍攝地點、輯錄季

節、時間均有差別所有行程圖片或特輯只供參考，不能藉以圖

片，特輯作景點索償。

收取訂金前如有任何優惠或價格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所有訂

位以確定收取訂金後為準。

有關旅行團之詳細責任條款及細則以金怡網站及收據背頁為

準。『金怡假期』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 終決定權。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條例第223指引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

由而取消旅行團』，旅行社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費每

位港幣$800-$2000(視乎地點及團種而定)及退票費(如有)。整
個退款過程大約需時7-20個工作天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如適

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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