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 察重點 ：


撒馬爾罕 ~ 古絲路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中亞最古老城市之一。帖木耳帝國首都，花喇子模帝
國的新都和文化中心。現整個城市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布哈拉 ~ 在阿維斯塔聖書中提到的，布哈拉是最古老的烏茲別克人居所之一。它曾是古絲綢之
路上的大商業中心。中國民間傳說中的阿凡提據說就是出生在布哈拉。那裡建有阿凡提的塑像。



希瓦 ~ 古絲路最主要城市之一。原屬花喇子模國，被成吉思汗夷為平地,後逐步恢復。古城完美
展現當年風貌。



塔什幹 ~ 烏茲別克首都。歷史名勝包括埃米爾帖木兒廣場、獨立廣場、收藏世界三大古蘭經之
一的藏經閣、古絲路驛站-圓頂集市。

乘坐航班
乘坐航班：

第一天: KC930 0935/1430 HKG-ALA
第二天: KC127 1220/1250 ALA-Tashkent
第三天: HY051 07:15/08:45 Tashkent-Urgench
第八天: KC128 1420/1650 Tashkent – ALA
第九天: KC929 0015/0810 ALA-HKG

日期

行程內容

酒店

16/9
香港阿拉木圖

07:30 香港國際機場阿斯坦納航班櫃檯集合，辦理登機手續。09:35 乘坐 KC930 飛阿拉木圖
14:30 抵達阿拉木圖。送酒店（如時間許可，安排遊覽市區）。當地餐廳晚餐，餐後送返酒店休息。

Ramada Hotel
or the similar

17/9
阿拉木圖-塔什
-Chimgan-塔
什幹

酒店早餐，辦理退房手續。前往機場。12:20 乘坐 KC127 飛塔什干國際機場。12:50 抵達塔什幹國際
機場，導遊接機后前往當地餐廳午餐，餐後市區遊覽，包括帖木兒廣場，獨立廣場，歷史博物館等。
19:30 當地餐廳晚餐，餐後送返酒店休息。

Miran
International
Hotel 4 *或同級

18/9
塔什幹 –烏爾
根奇-希瓦

05:00 在酒店享用早餐，辦理退房手續。06:00 前往機場。07:15 乘坐 HY 051 飛烏爾根奇。08:45
抵達烏爾根奇，前往希瓦。10:00 遊覽有“露天博物館”之稱的 Ichan-Kala 建築群。包括馬賽克宮
殿，獨特的美麗尖塔，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宮殿，清真寺，Pahlavan Makhmud 陵墓，Kunya 方舟
堡壘（1868-1888）
，Kalta 小型塔（1855）
，Juma 清真寺和尖塔等各種保存完好的名勝古跡。
13:00 當地餐廳享用午餐。餐后入住酒店。15:00 參觀阿卜杜拉汗陵（1865 年）
，阿拉丁陵（十四世
紀）等。20:00 當地餐廳晚餐。送返酒店休息。

Malika Khiva
Hotel 4 *
或同級

19/9
希瓦–布哈拉

08:00 酒店早餐，辦理退房手續。09:00 乘車前往布哈拉（450 公里）
。穿越 Kisil Kum 沙漠。沙漠
午餐。16:00 抵達布哈拉。19:00 當地餐廳晚餐。入住酒店。

20/9
布哈拉

09:00 在酒店用早餐，10:00 參觀布哈拉眾多歷史名勝古蹟，包括：Samanids 陵墓（9-10 世紀。），
Chashma-Ayub 陵墓（12-14 世紀。）
，Bolo Khouz 方舟古堡（⻄元前 11 世紀）
，13:00 當地餐廳
午餐，14:00 參觀 Kalyan Minaret（12 世紀）
，Mir Arab Madrassah（15 世紀）
，Ulugbek
Madrassah（15 世紀）
，Taki-Zargaron Dome Bazar（XVI），Lyabi-Khauz 清真寺（XVI-XVII）
，
16:00 參觀布哈拉埃米爾賽義德阿裡姆末代大汗的夏宮（“Sitorai Mokhi Hossa”汗，18 世紀）
，
18:00 參觀 Nadir Divan Begi Medresseh，觀看⺠族歌舞表演，19:00 晚餐在建於十八世紀的⺠族建
築 - Doston's 屋。品嚐傳統的烏茲別克菜 - 銅鍋肉飯，20:00 返回酒店。

Omar Khayyam
Hotel 4 *
或同級

21/9
布哈拉 –
Gijduvan –
撒馬爾罕

22/9
烏爾根奇-塔什
幹
23/9
塔什幹 - 阿拉
木圖

08:00 酒店早餐，辦理退房手續。09:00 前往 Gijduvan(52 公里)。10:00 抵達 Gijduvan。 參觀 Abdullo
Narzullaev 陶瓷工作室並午餐。12:30 前往撒馬爾罕（231 公里）
。16:30 參觀 Konigil 村和造紙廠
“Meros”（根據古代技術{10 世紀始}，紙張由桑樹，棉花和絲綢製成）
。18:30 抵達劇院
“El-Merosi”，觀賞烏茲別克⺠族服裝表演。19:30 抵達撒馬爾罕。20:30 在當地餐廳用晚餐。入住
酒店。
酒店早餐，09:00 全日遊覽，包括：Registan 廣場-medrese Sherdor，medrese Tilla-Kori，medrese
Ulugbek，古埃米爾陵墓（埃米爾帖木兒墓）
（14-15 世紀），13:00 當地餐廳午餐，15:00 參觀
Shakhi-Zinda 建築群（Timurids 王子和公主的陵墓）
（14-15 世紀）
，⺎魯格⾙克天文臺（阿米爾帖
木兒的孫子）
，16:00 前往撒馬爾罕火車站。17:30 乘坐高鐵往塔什幹。19:40 抵達塔什幹，20:00
前往當地餐廳-告別晚宴，22:00 入住酒店（Miran International Hotel 4* or the similar）
08:00 酒店早餐，辦理退房手續。09:00 塔什幹半日遊：埃米爾帖木兒廣場，獨立廣場等。12:00 前
往塔什幹國際機場飛往阿拉木圖（巴士速食午餐）
，14:20 乘 KC-128 飛往阿拉木圖，16:50 抵達阿
拉木圖。機場轉機。晚餐自理。

Bak Hotel 4 *
或同級

Miran
International
Hotel 4 *
或同級

24/9
00:15 乘坐 KC929 飛返香港。08:15 達香港國際機場
阿拉木圖行程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香港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HKD17800.00 標準雙人房(佔半房）

飛機上

單人房差額：HKD1950.00

費用包括：
1. 酒店 – 4 星級或當地中上標準酒店,雙人房含早餐。
2. 用餐 –全程主要用當地餐, 包括烏茲別克餐，哈薩克餐等特色餐。
3. 行程所列航班、5 程來回機塲税、旅行團印花税，參觀景點門票及高鐡和火車票。
4. 全程香港領隊（粤/普/俄語）、當地導遊和司機服務費。
5. 含港幣 30 萬元平安保險和港幣 5 仟元旅遊意外醫療保險。
6. 烏兹别克斯坦簽證費（含當地官方簽證機構） 。
價格不包括：
1. 在某些景點（館内）使用照相機和攝像機可能的收費（每個人約 1-5 美元/人） 。
2. 酒店行李搬運費等額外的服務。
3. 機塲行李托運超重費和個人消費。
4. 個人旅遊綜合保險（旅行社可以協辦） 。

備 註：
1. 哈薩克斯坦：香港/澳門特區護照及中國護照免簽證 （護照必須有至少 6 個月有效期） 。
2. 唯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政府擁有簽批權. 因個人原因簽證被拒與組團旅行社無關。
3. 行程會因應當時當地的情況而做調整,可能不另行通知。
4. 15 人以上成團。加人要視機票（航空公司）情況而定。
5. 以成團並已出機票不可退回。如不成團定金全数退回。

報名查詢：余小姐 6200 7599 / 2877 2388

WhatsApp：
：9229 4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