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得假期
BC.Travel (Registration #3145)

絲綢之路延續篇

哈薩克
吉爾吉斯17天西域之旅
12月20日前報名
烏茲別克
每位減 US$300

中亞細亞

出發日期： 2020 年4月18日

費用US$7188起

優惠價

US$6888起

「西域」一個家傳戶曉的古代地名，泛指新疆天山以西的遼闊區域，也即是今日的中亞細亞。著名的絲綢之路因西漢
旅遊家張騫出使西域而誕生，唐代詩人王維的千古名句「西出陽關無故人」，道盡西域荒漠的悲涼。事實上，中亞
細亞是古代絲綢之路連貫東西方世界的重要樞紐，曾經盛極一時。時至今天，中亞細亞更成為中國政府推動「一帶一
路」跨區域政策的重要踏腳石。
今次西域之旅，帶大家走入古絲路中亞地段，有神祕古文明遺蹟，有現代大都會繁華；有湖光山色美景，更有大漠
風情。

行程特色：
哈薩克 (KAZAKHSTAN)，或稱哈薩克斯坦，全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地跨歐亞兩洲，主要位於中亞北
部，為世界最大內陸國家。1991年蘇聯解體後，哈薩克重塑自己成為一個獨特繁榮和現代化的中亞國家。
* 首都努爾蘇丹 (NURSULTAN)：前稱為阿斯塔納 (ASTANA)，是世界第二寒冷的首都，僅次於蒙古的
烏蘭巴托。市內以伊希姆河為界，將北部舊區及南部政府新區一分為二，舊區的蘇聯時代風格和新區
金碧輝煌的時尚建築物形成強烈對比。該市經濟為中亞地區之冠，譽為中亞地區的「杜拜」。
* 阿拉木圖 (ALMATY)：全球綠化最好城市，以盛產蘋果著稱，因此名稱亦解作蘋果城。1991年舉世矚
目的蘇聯解體宣言《阿拉木圖宣言》在此發表，為哈薩克最大城市，亦是前首都。
(KYRGYZSTAN)，或稱吉爾吉斯坦，全名吉爾吉斯坦共和國位，於天山山脈兼擁有世界第二大
吉爾吉斯 (KYRGYZSTAN)，或稱吉爾吉斯坦，全名吉爾吉斯坦共和國，於天山山脈兼擁有世界第二大高
高山湖泊，有「中亞瑞士」美譽。
山湖泊，有「中亞瑞士」美譽。
* 首都比什凱克 (BISHKEK)：是古代絲綢之路其中一條經過天山山脈，貫通西域和中亞草原的要道驛
站，城外的碎葉城更是大唐詩仙李白的故鄉。
烏茲別克 (UZBEKISTAN)，或稱烏茲別克斯坦，全名為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是著名絲綢之路古國，擁
有眾多世界文化遺產(UNESCO)。
* 首都塔什干(TASHKENT)，意為「盤石之城」。古代中亞絲路的起點和交通樞紐，張騫、唐三藏均曾
在此留下足跡。擁有二千多年歷史，現在是中亞地區第一大都市。
* 希瓦古城(KHIVA) : 歐亞絲路中心，古代絲路前往裏海及伏爾加河流域的貿易重鎮，也是中亞著名的奴
隸交易城市。希瓦古城內總共有90多座清真寺，60多所神學院，猶如一座伊斯蘭露天博物館，被譽為
「中亞的明珠」、「太陽之國」。
* 布哈拉(BUKHARA) : 中國古稱「不花刺」，中亞古時絲路的主要商業城市，擁有2500年歷史
的亞克城堡，又名「傳說之城」，相傳是《天方夜譚》中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發生地。
* 撒馬爾罕(SAMARKAND) : 意為「肥沃的土地」。曾為中世紀花刺子模帝國和帖木兒帝國的首
都，中亞古絲路的歷史名城，有「東方羅馬」之稱亞歷山大大帝曾征服的城堡，以15-16世紀
帖木兒王朝的歷史文物精美建築而聞名天下。
*
			
*
*

精選國際五星級酒店，包括HILTON ASTANA HOTEL, HYATT REGENCY HOTEL,
RITZ CARLTON HOTEL及當地旅遊景區酒店，品質有保證。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午餐及晚餐以西餐為主，並品嚐各地風味膳食。
前往烏茲別克各主要歷史名城，特別乘搭內陸機及火車，節省時間及免除長途車程之疲倦。
* 全程配備耳機，團友可清楚聆聽講解及提示。

行程內容：
第1天
4月18日（星期六） 溫哥華 ( 北京    VANCOUVER ( BEIJING
團友在溫哥華國際機場集合，辦理登機手續後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客機前往北京。
第2天
4月19日（星期日）
北京 ( 努爾蘇丹（哈薩克）     BEIJING ( NURSULTAN (KAZAKSTAN)
（早餐）
晨早航機抵達中國首都北京，辦理入境手續後，乘坐接駁巴士前往機場酒店進食早餐及休息，下午返回機場，飛往哈薩克斯坦首都—努
爾蘇丹。到達後，專車送往2017世界博覽會場地的著名酒店休息。
住宿：HILTON ASTANA HOTEL 或同級
第3天

4月20日（星期一）

努爾蘇丹( 比什凱克（吉爾吉斯）
NURSULTAN (KAZAKHSTAN) ( BISHKEK (KYRGYZSTAN)
（早、晚餐）
早餐後，自由活動。中午專車送往機場飛往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在蘇聯時代，這城市曾稱為伏龍芝(FRUNZE) 是為了紀念蘇聯時
代在此出生的大將軍而命名。南面為天山山脈，晴朗時可見天山頂的雪山，景色非常美麗。晚餐於酒店。
住宿：HYATT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第4天
4月21日（星期二） 比什凱克—碎葉城 （托克馬克）—比什凱克 BISHKEK - TOKMOK - BISHKEK （早、午、晚餐）
早餐後，全日觀光，前往唐朝在西域的重鎮：碎葉城，是古絲路上一重要城鎮，當年的碎葉城是仿照長安城而建，為“安西四鎮”之
一。玄奘法師曾在此見到西突厥可汗，得到可汗所贈豐厚資助并派一名通解漢語的少年隨行，一路護送西去。公元701年，唐代詩人
李白也是在此地出生。繼參觀布拉納宣禮塔，建於公元9世紀，但在十五世紀因地震而倒塌了一半，從塔頂可一望無際的天山景色。及
後參觀國家歷史博物館，內陳列著帳篷、地毯、刺綉、甚至還有露天土耳其圖騰式的墓碑—阿拉圖廣場(ALA-TOO SQUARE)，每天在
這廣場都有早上升國旗和黃昏降國旗的儀式。再往愛樂廣場(KYRGYE STATE PHILHARMONC HALL)位在市中心白色的建築物，以紀
念現代民間詩人、作曲家托克托古爾．薩特甘諾夫 (TOKTOGUL SATYLGANOV)，他是吉爾吉斯傳統藝術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和
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晚餐於本地餐館及欣賞民族舞。
住宿：HYATT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第5天
4月22日（星期三） 比什凱克—阿拉木圖    BISHKEK - ALMATY (KAZAKHSTAN)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哈薩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圖，阿拉木圖是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必經道，面臨天山，氣候、景色怡人，是中亞地區最大貿
易中心，前往遊覽潘菲洛夫公園 (PANFILOV PARK) 紀念潘菲洛夫率領28位軍士抵禦德國坦克車7天英勇殉國事蹟。繼往位於公園內的
澤尼科夫教堂 (ZENKOV ORTHODOX CATHEDRAL)，它是屬於帝俄時期的木造建築物，曾於蘇俄時期被用作博物館和音樂廳，獲聯
合國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
住宿：RITZ CARLTON HOTEL 或同級
第6天
4月23日（星期四） 阿拉木圖    ALMATY (KAZAKHSTAN)
（早、午、晚餐）
早餐後，繼續遊覽共和國廣場 (REPUBLIC SQUARE)、獨立紀念碑(INDEPENDENCE MONUMENT)及國立博物館 (STATE HISTORY
MUSEUM)等。乘吊車往科克托別山飽覽阿拉木圖全景。
住宿：RITZ CARLTON HOTEL 或同級
第7天
4月24日（星期五） 阿拉木圖 ( 塔什干 （烏茲別克）  ALMATY ( TASHKENT (UZBEKISTAN) （早、午、晚餐）
早餐後，送往機場乘航機飛往烏茲別克的首都：塔什干(TASHKENT) ，是古代中亞絲路的交通樞紐地點，塔什干的意思是指「盤石之
城」，是一個擁有二千年歷史的現代城市，抵達後，參觀位於舊城區的宗教中心－伊瑪穆建築群 (KHASTIMAM MEMORIAL COMPLEX)；包括格魯特神學院 (KUKELDASH MADRASAH) 及手工藝市集 (CHORSU BAZAAR)，而後前往遊覽位於新城區內獨立廣場
(INDEPENDENCE SQUARE)，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APPLIED ART)及帖木兒廣場(AMIR TIMUR MONUMENT AND SQUARE)。
住宿： HYATT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第8天
4月25日（星期六） 塔什干 ( 烏爾根奇 - 希瓦古城 ( 塔什干
		
TASHKENT ( URGENCH - KHIVA ( TASHKENT
（午、晚餐）
清晨乘內陸航機飛往烏爾根奇，抵達後驅車前往歐亞大絲路的中心－希瓦古城。這裡曾是絲路前往裏海及伏爾加河流域的貿易站，曾
名列中亞三大汗國之一。參觀康雅烏爾堡(KUNYA-ARK FORTRESS)的內城－伊羌卡拉(ICHAN KALA)，烏茲別克首個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指定保護的人類文明遺產景點。參觀內城之入口－父親門及2.5公里長的城牆。而後前往參觀建於18世紀的達瑪清真
寺(JMAI MOSQUE)，寺內共有二百多支圓柱座，身處寺內可聆聽到獨特的聲音迴響。繼遊覽希瓦古城最高之建築物；美麗的卡塔米諾
宣禮塔(ISLAM KHODJA MINARET AND MADRASAH)，希瓦汗王故宮(PAKHLAVAN MAHMOUD MAUSOLEUM COMPLEX)及TASH
HAULI (STONE YARD) PALACE等 ，晚上飛返首都塔什干。
住宿：HYATT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第9天
4月26日（星期日） 塔什干 - 布哈拉 TASHKENT - BUKHARA
（早、 午、晚餐）
早餐後，乘火車直往布拉格整日觀光，布哈拉古城，希臘名字為「索特」，中國古稱「不花刺」，曾是大絲路中段上極為重要的商業中
心，歷史上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波斯人、阿拉伯人及蒙古人都曾在此駐足，留下了許多歷史印記；也是《天方夜譚》神話

中的亞里巴巴故事的所在地。先往參觀查斯馬.阿約(CHASHMA-AYUB MAUSLEUM) 陵墓，而後前往參觀建於10世紀，2008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UNESCO)的楚貝克爾建築群(CHOR-BAKR MINOR COMPLEX)，其建築和規劃美妙絕倫，包括墓碑、石碑刻和幾何裝
飾的凹槽安裝結構、清真寺(KALYAN MOSQUE)、尖塔(KALYAN MINARET)和庭院、圓頂覆蓋的墓地等，堪稱建築和技術集成的優秀
範例，顯示人類歷史的發展和精神文化的重要階段。
住宿：ZARGARON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10天
4月27日(星期一)
布哈拉     BUKHARA
(早、午、晚餐)
早餐後，繼續參觀其他歷史名勝：烏魯貝克學院(ULUGBEK MADRASSAH)、最後布哈拉統治者-埃米爾的夏宮、波羅毫茲清真寺
(BOLO-KHAUZ MOSQUE)及布哈拉堡(THE ARK FORTRESS)等。及往當地市集，自由選購特色香料，紀念品及品嚐濃郁地道咖啡。
住宿：ZARGARON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11天
4月28日(星期二)
布哈拉 - 撒瑪爾罕 （約4小時）     BUKHARA - SAMARKAND
(早、午、晚餐)
早餐後，驅車前往烏茲別克第二大城市撒瑪爾罕，它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漢代稱此地為「康居」，元朝稱為「花刺子模」。曾為歐亞
大絲路上重要路段。在成吉思汗入侵時曾遭屠城，毀於一旦。此地最為人知者為韃靼帖木兒(TIMUR或稱TAMERLANE)的陵寢所有。也
是唐朝「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出生地，聯合國文教科組織(UNESCO)更將此地列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名單中，乃烏茲別克國家重量
級的觀光點之一。
住宿：HOTEL DILIMARH 或同級
第12天
4月29日(星期三)
撒瑪爾罕     SAMARKAND
(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撒瑪爾罕市名勝，參觀建於中世紀的帖木兒陵寢(GURI-AMIR MAUSOLEUM)及帖木兒之妻比比哈藍清真寺(BIBI KHANYM MOSQUE)，金藍色圓拱頂、瑪瑙方磚圖案、精美壁畫、敷金浮雕、氣勢恢宏，強烈的波斯建築風格，被視為中亞獨特模型
先驅，印度著名的泰姬陵，亦受其風格影響。之後往雷吉斯坦廣場(REGISTAN ENSEMBLE)，為宏偉的伊斯蘭古建築組合，由兀魯
伯 (ULUGH BEG)，提拉卡利(TILYA-KORI) 及 (SHER-DOR) 三大神學院組成，裝飾金碧輝煌。及後參觀沙赫靜達陵墓(SHAKHIZINDAH MAUSOLEUM)；當地市集等。
住宿：HOTEL DILIMARH 或同級
第13天
4月30日(星期四)
撒瑪爾罕—塔什干（約5小時）     SAMARKAND - TASHKENT
(早、午、晚餐)
早餐後，參觀烏魯貝克天文台(ULUG’BEK OBSERVATORY) 建於1428-1429年烏魯貝克留下的新天文表，描述了1,018顆星辰的方位，
是繼希臘天文學家巴爾赫之後測定星辰最準確的紀錄，熱愛天文學的烏魯貝克乃帖木兒孫子，為當世公認的「天文學國王」。他還測
得一年有365天6時10分8秒和現代科技測得的365天6時9分96秒。誤差祗在1分鐘之內，可知當年中亞細亞之文明與科學之興盛。下午
返回塔什干。
住宿： HYATT REGENCY HOTEL 或同級
第14天
5月1日（星期五）
塔什干 ( 努爾蘇丹     TASHKENT ( NURSULTAN
（早、午、晚餐）
早餐後，市內觀光在塔什干電視塔外拍照後，繼往帖本兒廣場參觀，原矗立的列寧像已被拆除及換上騎馬英姿的帖木兒雕像。及後觀看
曾是塔什干地標的雙子鐘樓。晚上送往機場乘航機返回努爾蘇丹，到埗後，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 HILTON ASTANA HOTEL 或同級
第15天
5月2日（星期六）
努爾蘇丹     NURSULTAN
（早、午、晚餐）
早上自由活動及享用豐富早餐，讓大家有足夠時間休息。午餐後，暢遊努爾蘇丹，是世界第二寒冷首都，近年成為一座金碧輝煌的城
市，打造成為中亞地區的「杜拜」。更是世界建築師的樂園。參觀(KHAN SHATYR ENTERTAINMENT CENTER) 大汗帳蓬娛樂中心，
是一座充滿新未來主義風格的透明帳篷狀建築物，其全世界最大的帳蓬由英國著名建築師NORMAN FOSTER所承建，樓高十米，有十
個足球場之大，內有過山車、海灘及各式各樣的購物於一身。繼往(CENTRAL CONCERT HALL) 中央音樂廳，外形像一朵花的花瓣。
有如音樂旋律的飄逸，建築設計的擋風玻璃可令全天候的溫度受得起寒冬的低溫。
住宿：HILTON ASTANA HOTEL 或同級
第16天
5月3日（星期日）
努爾蘇丹 ( 北京     NURSULTAN ( BEIJING
（早、午、晚餐）
早餐後，繼續市內觀光：努爾蘇丹的地標—巴列克觀光塔(BAYTEREK TOWER)又名生命之樹，建築物上面是一顆金球形狀的觀光台。
形象代表哈薩克的民間傳說，善良的金鷹(SAMRUK)代表着善良飛到一棵生命樹上誕下金蛋的故事；白宮總統府(AK ORDA PRESIDENTIAL PALACE) 2004年建成，是哈薩克總統辦公、接待外賓和國會會議的地方，頂部為藍色半圓形，象徵着一個傳統的哈薩克毯房（近
似蒙古包）；哈薩克國家中央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透過收藏的展覽品、手工藝品及服
裝可加深了解哈薩克的歷史及其在古絲路的重要性。傍晚送往機場乘搭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客機飛往北京。
第17天
5月4日（星期一）
北京 ( 溫哥華     BEIJING ( VANCOUVER
航機於是日清晨抵達北京，乘坐接駁巴士前往機場酒店進食早餐及休息。下午返回機場，乘搭航機返回溫哥華。
旅程至此圓滿結束，祝各位旅途愉快。

（早餐）

報名辦法：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US$2000元及護照副本，餘款於2
月1日前繳清，或按航空公司情況提早繳付（信用咭
付款5%手續費），逾期未繳清費用，本公司將訂金
及坐位作廢，訂金恕不退回。
費用不包括：
l 機票稅項及燃油附加費US$350起（價格隨航空
公司情況變動）。
l 如須前往香港或其他城市，附加費用請與本公司
查詢。
l 建議小費：領隊/司機/導遊全程合計每人
US$280（於出發前繳付）。
l 單人房加收每位US$1800。
l 航機商務客位附加費。
l 個人意外及醫療保險（各團友必須購買）。
費用包括：
l 隨團領隊（20人以上），由當地導遊陪同解說。
l 中國國航及內陸航機經濟客位。
l 行程表內住宿酒店或同級以二人一房為標準。
l 行程表內所列出的觀光項目，交通及所需的入場
費。
l 行李，每人以寄倉行李(20KGS)及手提各一件。

責任問題：
恆信旅遊所提供的旅行團內採用的交通、觀光、酒
店、膳食等安排，均是代客服務性質。所有航空公
司、酒店及其他提供旅遊服務的機構和當地接待公司
均是獨立經營，而並非本公司的僱員，附屬公司或代
理公司，恆信旅遊所提供的旅遊服務均按照各機構所
自訂下之條例為解決根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在旅遊期間，恆信旅遊對於閣下之任何意外損失，
特此聲名概不負責。為保障閣下自身利益及意外損
失，請在交付訂金時，購買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以保
障自己。
恆信旅遊有權接納或拒絕任何人士參加旅行團及要求
團員馬上離團。對於意外傷亡，財物損失、簽證或護
照申請受阻延而未能入境；或鑒於個人因素而被拒上
機或入住酒店等情形，概與本公司無涉。
如因天氣惡劣，火災，罷工，戰爭，暴亂，機器故
障，瘟疫，海關受阻等及其他特殊情況，恆信旅遊
有權取消或更改行程及酒店。團員不得因故反對或退
出。因故延長或縮短行程而省下之費用將退回團友，
如超出費用則由團員自行承擔。交付訂金即表示清楚
及同意以上條款。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l 參加人士若因事取消訂位，請以書面或電郵通知：
l 所有訂金，概不發還。
- 出發前75-60天  扣除總團費之50%
- 出發前59-46天  扣除總團費之60%
- 出發前45天內   扣除全部費用
- 出發後於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者，所繳
交費用恕不退回。
l 本公司有權在旅行團出發前取消任何行程或出發
日期，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悉數退回客人所繳
交之費用（簽證費除外），本公司不需負責，因
取消任何行程或出發日期之任何責任。
證件及簽證：
l 團友必須攜帶有效旅遊證件（回程前最少六個月
有效），本公司可代安排辦理簽證手續。
l 如因簽證或護照問題或過海關手續等不能入境，
本公司毋須負任何責任。
旅遊保險：
建議團友購買個人平安保險，旅遊醫療保險及行李保
險，以保障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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