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絲路重鎮 - 烏茲別克斯坦
首都 - 塔什干 TOSHKENT、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 希瓦古城 KHIVA、布哈拉古城 BUKHARA
中亞最古老的城市 - 撒馬爾罕 SAMARKAND、帖木兒故鄉 - 沙赫里薩布茲 SHAHRISABZ
世界文化遺產 - 泰爾梅茲 TERMEZ、尤爾馬拉大佛塔 10 天絲路文化旅遊攝影之旅
出發日期：5 月 20、27 日,6 月 10、17、24 日,7 月 08、15、22 日,8 月 05、12 日
全 包 價：HK$21,980(包全程機場稅、服務費、簽証費)
單人房附加費：HK$3,480
*時差：烏兹別克比香港慢 3 小時
烏茲別克： 為中亞細亞的國家，首都塔什干，它介乎於伊朗土庫曼和阿富汗之間，在裡海之東，哈薩克之南，從前是蘇
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1991 年，蘇聯解體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與其他獨立國協就此成立。 古絲路上的
重鎮－烏茲別克；這個內陸國家，曾是古絲綢之路的行經點，為歐洲與亞洲溝通橋樑。早在唐代已有商旅經
過此處，唐玄宗天寶九年，曾經與大食國打仗，就為了爭奪塔什干。
希瓦古城： 猶如一座露天博物館，該城最有名的古蹟─伊羌卡拉城古城，古城內有 94 座古代所建的清真寺及 63 座神學
院，城內處處洋溢著莊嚴古樸的氣息，走在接上的當地居民仍著傳統服飾以及配戴當地飾品，若忽略城內的
遊人，則令人有種進入時光隧道回到中古世紀的錯覺。
布哈拉： 是烏茲別克的第三大城，位於澤拉夫尚河三角洲畔，沙赫庫德運河貫穿，全城古蹟和現代建物並存，布哈拉
（Bukhara）梵文意指修道院，城市大約建於一世紀前，九至十世紀時為薩曼王國的國都，1220 年為成吉思
汗所佔，1370 年落入帖木兒之手，在此之前布哈拉一直由卡拉罕王朝及契丹人所控制。在十六世紀中葉烏
茲別克的謝巴尼德人建都於此，史稱布哈拉汗國，中國古書中稱之為不花刺、新唐書中的戊地國、唐代招武
九姓中的畢國、安國，均指是布哈拉汗國。布哈拉意指修道院，當然有許多神學院座落於此，如 1509 年所
建的烏魯別克神學院、1536 年建造的米利－阿拉伯伊斯蘭神學院，無論是景觀造型，或是內部陳設仍保留
古風古貌。
撒馬爾罕： 是烏茲別克的第二大城，也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Samarkand 突厥語為富庶之地，坐落在海拔 710 公尺的澤
拉夫尚河谷地，人口為 50.5 萬，東北至塔什干的鐵路距離為 270 公里，南至阿富汗國境為公里，此為絲路
西段（北路）必經之地，為印度、波斯、突厥、中國等商賈交流買賣重鎮，漢代曾稱此地為「康居」，故融
合了印度、伊朗、蒙古、中國及歐洲文化。撒馬爾罕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西元前四世紀名為馬拉坎達，
曾為索德候國的都城，西元 329 年被亞歷山大帝攻佔，當亞歷山大進入撒馬爾罕時，忍不住的稱「除了比我
的想像來的更美麗外，其餘我所聽到有關撒馬爾罕的傳說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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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行
程
D1 香港  北京 (CZ309 1320/1715)
(晚餐：吊燒雞風味)
中午乘直航客機前往中國首都北京。
D2 北京  塔什干 TOSHKENT (CZ6027 1620/1935)
早上拍攝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 - 雍和宮。午餐後乘國際航空前往烏茲別克首都
- 塔什干。
D3 塔什干  烏爾根奇 URGENCH (HY1051 0700/0840) – 希瓦 KHIVA
早上乘內陸機前往烏爾根奇。到達後前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古蹟保護區
- 希瓦舊城區，拍攝古老要塞城堡建築群、穆罕德愛彌卡罕神學院、伊斯蘭教
卡加清真寺、拉芬克神學院、穆罕默德拉肯罕神學院、愛美洱吐爾神學院、蘇愛
卡令德柏柏墓、切瓦坎兒井、二聖陵園、朱馬清真寺、塔什托什宮等。
D4 希瓦 KHIVA – 布哈拉 BUKHARA(車程約 7 小時)
早上前往中亞古老名城 - 布哈拉，是 UNESCO 評定為人類文化遺產古城。到達後
拍攝波麗卡龍建築群、米麗阿拉伯神學院、阿穆兒神學院、烏魯見克神學院、塔
克圓頂, 庫庫爾大什經學院, 、納迪爾迪萬巴格神學院, 麥高阿塔里清真寺、來
比哈斯遊覽區。
D5 布哈拉 BUKHARA – 撒馬爾罕 SAMARKAND(車程約 4 小時)
上午拍攝布哈拉舊城區、博洛豪斯建築群、烏魯見克神學院(現為博物館）
、阿卜
杜勒·阿齊茲經學院、Chor-Minor 陵墓、恰希瑪-E-阿尤布陵墓。下午乘車前往撒
馬爾罕。
D6 撒馬爾罕 SAMARKAND - 沙赫裡薩布茲 SHAHRISABZ(車程約 4 小時)
早上拍攝中亞最古老的城市 - 撒馬爾罕、列基斯坦神學院(院內分為烏魯貝克學
院、希爾多爾學院、提雅卡力學院)。中午拍攝古爾 - 埃米爾建築群、15 世紀中
亞最大的烏魯貝克天文臺遺址、安佛拉斯亞比古代建築遺址群、沙赫靜達陵墓
群。下午驅車前往沙赫裡薩布茲(竭石)。
D7 沙赫裡薩布茲 SHAHRISBZ - 泰爾梅茲 TERMEZ(車程約 5 小時)
沙赫里薩布茲是帖木兒的故鄉。早上拍攝阿克薩拉伊、藍頂禮拜寺、阿米爾鐵木
爾博物館（絲綢之路古代佛教文物館）
。下午前往泰爾梅茲，泰爾梅茲是烏茲別
克斯坦的蘇爾漢河州(Surxondaryo Viloyati)首府，位於烏茲別克斯坦 - 阿富
汗邊境阿姆河口北岸，是烏茲別克斯坦與阿富汗兩國之間的交通要道。泰爾梅茲
土地肥沃，農業發達。
D8 全天泰爾梅茲 TERMEZ
早上拍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古蹟、Fayaztepa 佛教遺址、Karatepa
佛教遺址、尤爾馬拉大佛塔、Kampirtepa 古聚落(古老佛教遺址群)、泰爾梅茲歷
史考古博物館等。
D9 泰爾梅茲 TERMEZ  塔什干 TOSHKENT (HY1125 0940/1120)
塔什干 TOSHKENT  北京 (CZ6028 2135/0635+1)
早上乘內陸航機前往塔什干、拍攝塔什干獨立廣場、帖木兒廣場、Khasti Imam
建築群、Kaffal Ash-Shashi 陵園,巴拉克汗學院、椴謝赫清真寺、伊斯蘭手工藝
博物館。晚餐後乘搭國際航機前往北京。
D10 北京  香港 (CZ310 0835/1210)
早上午抵達北京機場，轉乘直航機回香港。
***行程完滿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早 午 晚
酒
店
希爾頓逸林酒店

(5 星)或同級
   Miran
International
Hotel(5 星)或同級
   Asia Khiva Hotel
(4 星)或同級

   Asia Bukghara
Hotel
(4 星)或同級

   Grand Samarkand
Hotel
(4 星)或同級
   Shahrisabz Yulduzi
Hotel
(3 星)或同級

   Meridian Hotel
(4 星)或同級

   Meridian Hotel
(4 星)或同級

   航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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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持有效香港特區護照(HKSAR)或香港(英藉)海外護照(BNO)，參團嘉賓須要『簽證』
，但護照必須有效期為6個月或以上，以返
港日期計算。
2. 請參加者於報名前必須細閱及理解『博覽行』之旅遊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標準
http://goexpo.com.hk/wp-content/uploads/2014/05/travelterm_130503.pdf 。
3. 團費已包括各地機場稅、安檢費等。
4. 旅行團已包括服務費，費用包括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職員之費用。
5. 若單人報名者，如出發前本公司未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共用一雙人房間，本公司則須收單人房間附加費，參加者不得異議或藉
詞退團。
6.團費均包括 0.15% 印花費，即所有旅行團已受「香港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所保障
7.本公司主辦之團隊、均獲『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的保障，並包括『旅行平安保險』港幣 30 萬元。
8.根據航空公司規定，每位乘客可攜帶 1 件但分別每件重量不超過 23kg(50.6 磅)的寄艙行李；另可攜帶一件手提行李，體積不
超過(22 吋 X 14 吋 X9 吋).
9.本公司建議貴客參團時應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若參加者於茶會前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本公司將會取消參加者
之定位及可能扣除客人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10.行程中內旅遊景點，若列入內之博物館等，萬一遇上事故，休息，關閉維修等，不能入內參觀，則退回有關入場費費用，團
友不得返港後爭議追討投訴。
11 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稅項以航空公司
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客人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已繳所有款項(包括團費及各項
額外費用)例不發還及不會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12.行程上任何景點如遇當地假期、訂位問題或其他(特殊)情況下而未能前往參觀，本公司將會作相應的調動舫，客人不得藉詞
退團/轉團/反對或要求賠償。
13.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圑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無關。
14.以上行程、航班時間及出入境只供參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按接待單位安排作準,恕不另行通知。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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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

簽證須知：1.辦理簽證人士須附加以下文件: BNO/香港特區護照彩色清晰副本、有效期最少 6 個月。
2.《僱主、僱員》放假信正本(須有公司印章、簽名、公司名稱、地址及申請人職位等)
3.《主婦、退休人士》結婚證書副本、《學生》學生證副本。
4.*2 張相片，須為 3 個月內白色背景之彩色近照，相片尺寸必須為 (1.5 吋 X 2 吋)
5.*所有旅客之證件必須留空全頁方可入境及經烏國外交部蓋上核准之邀請函。

第 3 頁，共 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