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天 賞「Go」高加索~阿塞拜疆 
 
暢遊：巴庫、戈布斯坦、庫巴、阿普歇倫半島  

『閃亮推介』 
『拜火教聖地』火焰山 

到訪「不滅之火」所在地，參觀拜火神殿，了解信仰的起源。

『千年藝術和泥火山奇觀』戈布斯坦 

數千幅精美雕刻訴說著四千年前藝術的精妙，令人讚嘆不絕。

近距離觀賞泥漿火山口噴泉，領略大自然的神奇。 

『小耶路撒冷』猶太紅城 

除以色列及美國之外，全球唯一的一個全猶太人區。 

『隱世山村』Khinalug 

座落於2千多米高山上的千年古村落，彷彿與世隔絕。 

『世界文化遺產』巴庫舊城區 

典型的中世紀歐洲城堡設計，原有 2 層外牆防禦現只餘下一
牆，城內有皇宮、教堂、學校、市場、民居等依然保存良好。 

『極致安排』 
~乘坐阿聯酋航空經杜拜或卡塔爾航空經多哈飛往巴庫，安全
舒適。 
~優選住宿優質 5 星級酒店，舒適豪華。 
~重本安排品嚐裏海黑魚子醬，珍貴美味不言而喻。 
~預留充足時間逛市集，選購最愛手信。 
~4 人可組團，由當地英語導遊接待(3 人或以下組團需繳附加
費)，10 人以上專業領隊隨團。 

『精選美饌』 
精選傳統卓瑪捲 dolma、阿塞拜疆餡餅 Kutab、鹹香烤肉捲
Lule Kebab、國王飯 Shah pilaf、傳統手抓飯 Pilaf with 
greenery 於行程中當地餐廳或酒店餐廳享用，一嚐地道滋
味。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Tour code: ECAB07 

品嚐「黑色鑽石」 - 魚子醬 

新舊交匯的巴庫 



由於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因此集合時間為出發前一天晚上  
第 1 天 香港  巴庫 (阿塞拜疆) ~高地公園                                   
Hong Kong  Baku (Azerbaijan) ~ highland park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乘坐卡塔爾航空經多哈或阿聯
航空經杜拜飛往巴庫，抵達後輕鬆觀光。 
I巴庫：阿塞拜疆首都，是經濟及文化中心，更有著「石油
城」之美譽。 
I高地公園：最佳位置欣賞巴庫灣全景以及火燄塔。 
：5星級Boulevard Hotel Baku酒店或同級 
第2天 巴庫 ~ 舊城區[世界文化遺產] ~ 少女塔 ~ 希爾萬沙
宮殿 ~ 泥漿火山 ~戈布斯坦保護區                              
Baku ~ old city ~ Maiden tower ~ Shirvanshahs’ Palace ~ 
mud volcanoes ~ Gobustan                                     
早餐後，巴庫市內觀光。 
I少女塔：有阿塞拜疆“古建築明珠”之稱。坐落於舊城中
部，瀕臨裏海，是12 世紀所建的汗王宮殿建築群的一部分，
現為巴庫的標誌性建築，於2000 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希爾凡可汗王宮殿：建於14 世紀，宮殿內包括清真寺、國
王布拉德之門及皇宮浴室等。 

I泥漿火山：世界上有一半泥漿火山位於阿塞拜疆，於戈布
斯坦山丘上的火山口會間歇性地湧出氣泡和泥漿，近距離觀
賞泥漿噴泉奇景。 
戈布斯坦保護區：彙集古時代的遺跡：岩畫、村落遺址、
墓碑等，蘊藏著數千幅精美雕刻，顯示了4千年前的藝術。 
：5星級Boulevard Hotel Baku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巴庫 ~ 五指山 ~庫巴～ 猶太紅城 ~ 地毯工作坊~ 
千年古村 Khinaliq                                                 
Baku ~ Beshbarmag mount ~ Krasnaya Sloboda ~carpet 
workshop ~ Khinalug                                            
早餐後，深度遊覽阿塞拜疆北部區域庫巴。 
I五指山：高加索山脈其中一座名山，山下有座清真寺，是
很多朝聖者心目中的聖地。 
猶太紅城：除以色列及美國之外，全球唯一的一個全猶太
人區。人口約4千人，更有小耶路撒冷的美稱。 
Khinalug：位於2200米高海拔上，超過2千年歷史的古村，
建於高加索阿爾巴尼亞王國年代。純樸的小村及沿路絕色美
景，彷彿就是拜訪高加索的原因。 

（如因天氣、路況安全或其他原因未能參觀Khinalug，則以Afurfja 瀑布、

Tengya Alty峽谷取代） 

：5 星級 Guba Palace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庫巴 ～巴庫 ~ 阿普歇倫半島 ~拜火神殿 ~ 火焰山                                                 
Guba ~ Baku ~ Absheron Peninsula~ Ateshgah~Yanardag                                                 
早餐後，驅車返回巴庫，並繼續觀光。 
I阿普歇倫半島：高加索山脈的延伸，對著裏海。 
拜火神殿：古時代拜火教寺廟，曾燃點著不滅之火，不滅
之火於1969 年曾熄滅，現時燃燒之火焰是由天然氣所提供。 
I火焰山：因天然氣不停從岩石的裂縫上洩漏並不斷燃燒，
形成「不滅之火」，當地人更視它為聖火，已持續燃燒超過4
千年。 

：5星級Boulevard Hotel Baku酒店或同級 
第5天 巴庫 ~ 泰澤市集 ~午餐品嚐魚子醬~ 下午自由活動                                               
Baku ~ Teze bazzar ~ lunch with caviar ~ free time PM                 
早餐後，前往傳統市集參觀，午餐將品嚐珍貴魚子醬，午餐
後自由活動。 
泰澤市集：擁有 80 年的歷史，是巴庫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市
集，售賣裏海捕獲最新鮮的海鮮及鱘魚，以及矜貴的魚子醬。
除了食物及香料外，亦有售賣手工藝品及紀念品。 

魚子醬：傳統魚子醬 CAVIAR 是指於裏海或黑海的歐鰉鱘
（Beluga）、奧西特拉鱘（Asetra）和閃光鱘（Sevruga）鱘
魚子所製成的產品，由於裏海鱘魚近年明顯減少，產量亦急
劇回落。要制造最佳風味魚子醬，必須在無菌室裡 15 分鐘內
完成十數道工藝，製作完成後需於+3 至-3 溫度保存，無開封
下 4 星期內食用風味最佳。 
 (魚子醬矜貴罕有，2016 年起阿塞拜疆政府已加強限制黑色魚子醬出口 – 

任何人可以於機場持牌商店選購最多 125 克携帶出境。) 
：5星級Boulevard Hotel Baku酒店或同級 
第 6/7 天 巴庫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地毯博物館~ 香港                               
Baku~ Heydar Aliyev Center ~ carpet museum~ Hong 
Kong                                                                    
早餐後，參觀至中午，享用完午餐後前往機場乘坐卡塔爾航
空經多哈或阿聯航空經杜拜飛返香港，於第7天抵達香港，行
程完滿結束。 
I阿利耶夫文化中心：為香港人所熟知的「曲線女王」薩哈·
哈帝於2013年的作品。2014年本作更獲得倫敦設計博物館 
2014 Design Museum年度最佳設計獎（Design of the Year 
Award 2014），不僅是首次由建築作品獲得該獎項，更是首
次女性設計師獲此殊榮。被認是薩哈·哈帝代表作之一。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7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晚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航機上/自理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s://www.premiumholidays.com/tour_terms/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

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

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EUP20-005-0428 

https://www.premiumholidays.com/tour_te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