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加索三角：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巴库 (Baku) – Gobustan – 沙马希 (Shemakha) – 舍基 (Sheki) – 锡格那吉 (Sighnaghi) - 

泰拉维 (Telavi) – Tsinandali – Napareuli — 第比利斯 (Tbilisi) — 阿纳努里 (Ananuri) -

古达吴里 (Gudauri) — 伽斯贝克 (Kazbegi) — 库塔伊西 (Kutaisi) — 祖格迪迪 (Zugdidi) -

梅斯蒂亚 (Mestia) – ushguli — 巴统米 (Batumi) — 哥里 (Gori) – 姆茨赫塔 (Mtskheta) -

第比利斯 (Tbilisi） - 塞万湖 (Sevan lake) — 迪利然 (Dilijan) – Sanain — 埃里温 (Yerevan) -

Geghard - 加尔尼 (Garni) — 玛坦纳达兰 (Matenadaran) — 霍瑞维拉 (Khor Virap) - 

诺拉旺克 (Noravank) – Areni - 杰尔穆克 (Jermuk) – spandaryan 水库 — 塔特夫 (Tatev) -

埃里温 (Yerevan) — 埃奇米阿津 (Echmiadzin) — 埃里温 (Yerevan)

(16天15夜）

第1天：巴库

到达巴库,  跟旅游公司代表见面。酒店住宿。在巴库过夜。

游览巴库：arteshgyak火礼拜寺，老巴库“镇中心的Icheri Shekher”历史建筑保护区，2000年十二月，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少女塔（12世纪），Bibi Heybat（12世纪）的清真寺希尔万沙阿

布法斯farruhzad的建立；希尔凡沙阿少女塔宫（16世纪），其中保存完好的清真寺、浴室和门入口。

晚餐。在巴库过夜。

第2天：巴库–Gobustan–沙马希---舍基

早餐。到达保护区“Gobustan”。2007年，Gobustan岩石艺术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大约有6000张图片，显示创造了石器时代和中世纪以来的历史。数字主要存在于洞穴和岩石的废墟中。

在图片中，你可以找到狩猎场面，仪式舞蹈，农业，描绘各种动物，船和各种象征性的迹象。参观在Maraza

的  Deery Baba陵墓（1402）。

午餐。下一站游览沙马希---最古老和最有趣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公元前9世纪是一个泛希尔凡

王国的首都。这个城市的主要景点是GIZ galasi要塞（古利斯坦,11-12世纪）-希尔凡沙阿最后的避难所，埃

迪gumbez“七丘”与沙马希统治者众多墓陵，JUMA大教堂清真寺（10世纪，在19世纪重建，），参观众多10-

17世纪的建筑遗迹。这是一个公认的地毯织造中心。

到达-舍基。晚餐。过夜。

第3天：舍基– 锡格那吉

早餐。舍基位于巴库以西380公里，靠近格鲁吉亚边境。考古证据表明，这个城市可以被认为是高加索地区最

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其土地上的许多发现都超过了2500岁。游览舍基颐和园（1797）豪华的壁画和花格窗

shebeke，石头城堡（18世纪），无数的商队旅馆驿站（他们中的许多现已修复，变成了酒店和餐馆），舍基

的可汗家，拒马清真寺（18世纪），清真寺的尖塔gileilin（18世纪），中世纪的浴场，丰富的博物馆和当

地的历史。参观舍基的可汗的宫殿（18世纪）。舍基是一个公认的丝绸生产中心和气候良好的度假胜地。购

买纪念品， 午餐。

到达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边境。过境（文件手续等）。

到达永恒爱情的“锡格那吉”镇，位于阿拉扎尼河的山脊上，俯瞰山谷。晚餐。过夜

第4天：–锡格那吉- 泰拉维- Tsinandali- Napareuli--第比利斯



早餐。参观锡格那吉历史博物馆，从公元前5世纪直到19世纪人类学展品。博物馆还设有著名的格鲁吉亚艺术

家皮罗斯马尼（Niko Pirosmani）的绘画。

参观酒厂的“Kindzmarauli Marani”，一个具有欧洲最新设备和旧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的秘密现代植物园，

种植了400多个生长在格鲁吉亚境内的葡萄品种。在这里你可以买到许多国际展览上得冠的葡萄酒制造商的产

品。

伊利亚湖上的午餐。

出发去帖拉维。城市远足。帖拉维是卡哈蒂地区主要城市和行政中心，其博物馆堡垒是签署了俄罗斯帝国条

约的乔治弗斯克，著名的Erekle II沙皇（18世纪）。参观在Tsinandali  村落的Alexandre Chavchavadze-

房屋博物馆。下一站参观Napareuli的葡萄园，品尝葡萄酒。娜芭列乌里位于历史悠久的村庄，老酒窖由双胞

胎兄弟修复。境内的“MARANI”包括封闭式酒窖，葡萄酒的发酵，装瓶的酒室。地窖里的“Zavodi”-伏特

加–ChaCha的生产。葡萄酒博物馆。品尝4种葡萄酒和茶。乡村之家酒店晚宴。

转移到第比利斯。过夜。

第 5天：第比利斯

早餐。在第比利斯观光游览。格鲁吉亚的首都是独一无二的，坐落在几座小山上，“老街区”的“蜕变”。

第比利斯–美丽的岩石海岸是一条美丽的库那河，流经整个城市。第比利斯是世界上罕见的地方，在老城区

那里可以看见东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天主教教堂和谐共存。

“老城”，是第比利斯的历史中心，位于Mtatsminda（圣山）山。普希金和大仲马热情地描述古城的硫磺

浴， 几乎所有的老城区的建筑物都是历史文化遗址，城市这区域是一个很活泼的地方，有很多旅客逛街，在

钟塔附近遇见情侣。钟塔是由木偶剧院导演Rezo Gabriadze建造的。

这里的艺术家展示他们的绘画，工匠提供了许多纪念品。走在街上–shardeni第比利斯异教之地，以法国天

主教传教士后命名，有许多餐馆和精品店。搭载最新的缆车到达Narikala堡垒（4 世纪），我们可以在上升

中从空中鸟瞰城市。

在第比利斯游览包括参观 metekhi教堂（5世纪）、Sioni 大教堂（6-7世纪），圣玛丽Anchiskhati长方形基

督教堂，现存最古老的教堂， 三圣教堂（Sameba）格鲁吉亚东正教大教堂。徒步旅行在Shota Rustaveli大

街, 在干桥购买纪念品。

民族歌舞晚宴。在第比利斯过夜

第6天：第比利斯-阿纳努里----古多里–伽斯贝克-第比利斯

早餐。去看现代的滑雪胜地–古多里。在路上，我们可领略风景如画的阿纳努里城堡（16世纪），位于阿拉

格维河边，也可以参观美丽的任瓦利水库。如果天气晴朗可旅行穿越横传球（2400米），在斯特潘茨明达方

向（Stepantsminda ， kazbegi）。在山里吃午餐。

在伽斯贝克游览： Gergeti教堂（2170米海拔）。当天气晴朗时，领略山上的景色伽斯贝克 山（5147米），

格鲁吉亚最高处，晚餐。返回第比利斯。在第比利斯过夜。



第7天：第比利斯-库塔伊西

早餐。出发去库塔伊西。游览已超过3000年历史的城市。参观修道院院格拉特（十二世纪），由伟大的格鲁

吉亚沙皇David IV建造，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巴格拉提大教堂一瞥。午餐。漂流在普罗

米修斯喀斯特岩洞，他是手持火把的人，被束缚的反抗精神的传奇。晚餐。在库塔伊西过夜。

第8天：库塔伊西- 祖格迪迪- 梅斯蒂亚

早餐。出发去祖格迪迪。祖格迪迪的宝藏是优雅的世袭宫dadiani王子的巨型公园。目前，这是一个难得的历

史珍藏博物馆，包括拿破仑波拿巴的死亡面具。dadiani王子古老的贵族家庭以其与拿破仑波拿巴的关系著

称。午餐。

在梅斯蒂亚我们可以欣赏四个高加索瀑布和Shkhelda、ushba、马泽三座山峰的美景。在梅斯蒂亚的酒店住

宿。晚餐。过夜。

  

第9天：梅斯蒂亚–ushguli–梅斯蒂亚

早餐。 在Ushguli 驾驶“得利卡” 吉普旅行。漂移在ushguli ，svanetian村位于海拔2200m处，是欧洲最

高山脉的永久定居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参观Lamari教堂（海拔2300米），ushguli

博物馆的坐标，塔玛拉女王塔，ushguli人类学博物馆。午餐。参观margiani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返回梅斯

蒂亚。晚餐和过夜。

第10天：梅斯蒂亚---巴统米

早餐。去巴统米。途中的午餐。植物园短途游览。酒店住宿。

晚上的观光旅游。巴统米是“格鲁吉亚的新加坡”--最著名的黑海度假胜地。 拥有12万 人口。巴统米广场

建于2009年，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巴统米最喜爱的地方。 2010年一个全新

的高达7米的动人爱情雕塑成了城市的装扮。这个纪念碑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形象来表现。他们彼此寻

找，经过8-10分钟又互相靠拢，在城市旅游：动画喷泉（激光显示），阿尔戈英雄广场的美狄亚雕像，漫步

黑海岸。晚餐。在巴统米过夜。

第11天：巴统米--哥里---姆茨赫塔----第比利斯

早餐。出发去第比利斯。游览是哥里 -斯大林的故乡。参观斯大林博物馆。博物馆由三个街区组成：博物

馆、斯大林故居和私利铁路车厢。

到达姆茨赫塔。午餐。- 参观古都博物馆，此地被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访问姆茨赫塔古城

的Svetitskhoveli教堂（1010-1029），在它底部埋有许多格鲁吉亚国王的陵墓。耶稣基督穿着的长袍在那里

埋葬。参观Samtavro寺院，那里常年生长着花和果实的黑莓灌木，大约四世纪启蒙者在此生活和宣扬尼诺，

在格鲁吉亚属基督教的发源。那里有伊比利亚母亲神图标，圣尼诺圣像、国王mirian和他的女王nani的坟

墓。访问古老的寺庙修道院 ”Jvari”（6世纪）。  到达第比利斯。晚餐。过夜 。

第12天：第比利斯---塞万湖---迪利然- Sanain- 埃里温

早餐。抵达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边境。过境（文书手续等）。



在亚美尼亚的蓝珍珠和高加索地区旅行，最大的湖泊–塞万湖Lake Sevan（1900m）。爬石阶上到sevanank修

道院的观测平台，可俯瞰湖泊的壮丽景色。参观修道院。开车去迪利然。近期在市里新开了艺术馆，有俄罗

斯和亚美尼亚广泛参与（i.aivazovskiy、Minas Avestyan等）的19-20世纪绘画，17-19世纪的西欧绘画

（Jean Baptiste Greuze的Correggio，十七世纪佛兰芒大师，等）和考古文化文物，在Tavush的研究人类学

的收集。在寺院sanain游览。sanain寺占地面积小，约2公顷区域的中心部分，围绕主寺sanain -圣母–建造

教堂和圣格雷戈瑞教堂amenaprkich（10世纪）的学院建筑（11世纪）、书库（1063g）、画廊（10世纪）、

前庭（1181g）和钟楼（13世纪）。-修道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到达埃里温。晚餐，过夜。

第13天：埃里温---Geghard-加尔尼 -玛坦纳达兰--埃里温

早餐。参观独特的洞穴（凿壁岩石）修道院的Geghard（12-13世纪）。geghard修道院的名字与枪有关，被基

督的罗马军团包围和守护。这枪尖菱形板保存在埃奇米亚津的博物馆。吉加德修道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名录。游览亚美尼亚国王的夏宫–加尔尼要塞（公元前三世纪-十三世纪时期），和太阳的异教徒庙宇（1

世纪），建立了King Trdat。参观古代手稿-Matenadaran研究所，一个独特的古代手稿图书馆博物馆（5-15

世纪。）。1997年，玛坦纳达兰古代手稿收藏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注册的“世界记忆”。在埃里

温“阿勒山”白兰地厂参观品尝。晚餐，在埃里温过夜。

第14天：埃里温–霍瑞维拉–诺拉旺克–Areni–杰尔穆克

早餐。出发到17世纪霍瑞维拉要塞修道院。在这里，从教堂里观望，等待着我们的是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不

朽的象征，一处令人难忘的角度。根据教会的传说，圣格雷戈瑞–基督教创始人在亚美尼亚自称“另一个宗

教”，King Tiridates III被囚禁在一个深牢里整整13年。今天，这个地牢对游客开放。从山洞里出发。之

后，旅行去诺拉旺克，一个十二世纪的修道院，位于一个曲折的峡谷岩壁陡峭的悬崖间。在诺拉旺克附近的

鸟穴，你会结识亚美尼亚的最新考古发现。在这个洞穴里，考古学家发掘了酒厂。葡萄籽，葡萄藤，混合酒

被安排在Areni的生产和储存可以证明一个事实，这个地区是在葡萄酒工业生产中一个古老复杂的环节。国外

考古学家在同一洞穴群也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皮鞋（5500岁）。出发去杰尔穆克。晚餐。过夜。

第15天：-杰尔穆克 spandaryan水库---塔特夫--埃里温

早餐。游览spandaryan水库-储量为亚美尼亚第二大水库。spandaryan水库位于亚美尼亚的南部，被修建在休

尼克地区北部的佛洛坦河。水库容积为2亿5700万m2。然后去Zorats Karera（Karahunj）Syunik marz。在戈

里斯镇，有一个最著名的巨石结构-- 亚美尼亚zorats卡雷尔（karahunj）-史前纪念碑由数百个高达2米垂直

设置的石头与顶部连通。它也被称为“美国巨车阵”。它坐落于海拔1770米的高原，占地超过7ga，在河畔峡

谷DAR左岸地区是佛洛坦河的一条支流。午餐。

游览tatev修道院，位于Syunik Marz与一个大峡谷的边缘。修道院建于公元四世纪，它有一个教堂和少数僧

侣。自九世纪，tatev寺是亚美尼亚一个最大的科学和教育理念中心。到了十一世纪末，它已经有了St.

Peter和保罗大教堂两座教堂，圣玛丽和圣格雷戈瑞的灯塔，为朝圣者和其他建筑物的酒店。在此期间，修道

院多次遭受外国的入侵以及地震。教堂的对面是建在圣三一904荣誉的“建筑奇迹”，摆柱”gavazan”高度

可达8米。据民间传说，当牧师触摸vardapetsky杆，大家聚集在柱杆，如果信徒是诚恳的，柱便开始摇摆…

由地震而振动，甚至由人的手去触摸，柱杆便可以倾斜，并独立返回到起始位置。钟摆的震动警告了修道院

的地震，人口，以及敌军的逼近。特色：Tatev索道“tatev”双翼，绵延5.7公里，是在爱尔兰记录簿里世界

上最长的索道。该索道尽头是具有千年历史的tatev亚美尼亚著名的修道院。旅行提供了佛洛坦河上一处观光

河流的峡谷，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古建筑之美。返回埃里温。晚餐。过夜。



第16天：埃里温-埃奇米阿津-埃里温

早餐。在埃里温观光游览。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它与巴比伦和古罗马的年龄相

同。城市的初始年是公元前782年-argishti王创立了艾瑞布尼堡垒。在山上的Tsitsernakaberd公园坐落有

1915大屠杀死难者纪念碑。纪念碑由12个圆排成一圈，向中心塔聚拢。在位于40米的方尖碑的形式，尖叉金

字塔。2001、在埃里温基督教第一千七百周年在亚美尼亚建一座宏伟的庙宇，Gregory illuminator。参观亚

美尼亚种族灭绝博物馆和纪念馆。

午餐。

接下来参观圣埃奇米亚津博物馆，里面的先锋者。这里有Saint Echmiadzin大教堂（16世纪），面向所有人

的Catholicos居住的神学院等等。大教堂成立伊始，由亚美尼亚基督教收养。据传说，Gregory illuminator

建造了一座庙宇，供奉耶稣基督。访问寺庙遗址上独特的兹瓦尔特诺茨。Holy Etchmiadzin和天堂守夜军队

兹瓦尔特诺茨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出发到机场。

美元旅游价 p/ p：

2 4 5 8+1 10+1 12+1 14+1 单人入住附加费

酒店 3* 3750 2830 2705 2415 2235 2112 2025 380

酒店 4* 4096 3316 3095 2850 2658 2530 2440 590

价格包括：

•住宿4星级宾馆，标准双人间：巴库（阿塞拜疆）1夜，舍基（阿塞拜疆）1夜，                         

锡格那吉(格鲁吉亚)1夜；第比利斯（格鲁吉亚）4夜，库塔伊西（格鲁吉亚）1夜，                      

梅斯蒂亚（格鲁吉亚）2夜，巴统米1夜，埃里温（亚美尼亚）3夜，gorisi(亚美尼亚)1夜。

•FB：15早餐，15午餐，15晚餐加每人一杯酒； 

•根据导游计划进行短途旅行；（3位导游：一位在格鲁吉亚，一位在亚美尼亚，另一位在阿塞拜疆）；

•按计划运输服务（3辆公交车：一辆在格鲁吉亚，一辆在亚美尼亚，另一辆在阿塞拜疆）

•每人每天0.5公升的一瓶水（巴士上）；

•门票费用

•在埃里温的干邑品鉴会；

•格鲁吉亚品酒会；

•旅游团的免费向导

价格不包括：

•飞机票；

•签证服务；

•以上未提及的服务； 

•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