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 
南高加索/白羅斯/俄羅斯 (外飛地) 

15天 亞美尼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404國度] 
・白羅斯・俄羅斯-加里寧格勒 [外飛地]              KM15 

 

 

南高加索 Caucasus                                                                                                                   
位於黑海和裏海之間，其山脈地區巍巍山峰，蒼鬱山林比瑞士阿爾卑斯山更略勝一籌。擁有高達5642米「厄爾布魯士峰」
更被稱為「歐洲之巔」。高加索山脈分割為南、北兩部分，南高加索包括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及卡拉巴赫。北
高加索屬於俄羅斯、達吉斯坦、車臣、印古什、北奧塞梯、卡巴爾達等共和國。最早文明遺跡可追溯至三百萬年前。格魯
吉亞、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立國僅數世紀，卻創建無數宏偉壯觀建築、壁畫，其古樸原始風格，細膩得扣人心弦，嘆為觀
止。 
  
白羅斯 Belarus 
位於東歐的內陸國家，南部與烏克蘭接壤，西部同波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毗鄰。地形以平原為主，擁有豐富的森林、湖
泊與保育生物等自然資源。歴史上曽數度被不同鄰國占領及控制，直至蘇聯解體後才直正獨立、二次大戰期間受到嚴重破
壞，史太林統治蘇聯其間重建，才成為今天所見的模様。 
 
俄羅斯 - 加里寧格勒 (外飛地) Kaliningrad Russian  
地理位置獨特，南鄰波蘭、東北接立陶宛，是跟俄羅斯沒有領土接壤的外飛地。早於13世紀該地被德國的條頓騎士團征服
，取名哥尼斯堡（Konigsberg），之後700多年間曾是漢薩同盟城市，亦曾是東普魯士省的首府和德國文化中心之一。二
戰期間德國戰敗，當地成為蘇聯的領土，並改名為加里寧格勒，蘇聯解體後則成了俄羅斯的外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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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點 :  
 
暢遊【亞美尼亞】南高加索 - 世界文化遺產:  

● 亞美尼亞︰「格加爾德修道院」岩洞教堂；「茲瓦爾特諾茨建築群」天使教堂。 
● 遠眺聖山「亞拉拉特山」，傳說是「挪亞方舟」最後停泊之地。 
● 「風景優美」高加索區最大的湖泊 - 塞凡湖。 
● [增遊] 【亞美尼亞】南部 : 
● 塔特夫之翼 - 被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列為世界上最長的單線雙向纜車及遊覽建立在另一座懸崖上的塔特夫
修道院。 

● 梭拉茲古巨石陣 - 有7500年歷史，由223塊玄武岩組成，石上還有着奇異的雕刻，其中心是古環石陣。 
● Khndzoresk 洞穴村莊 : 歷史悠久的洞穴村莊位於峽谷陡峭的斜坡上，現 有一個160米長的吊橋，連接 
了新與舊的Khndzoresk的村莊。 

南高加索- 納戈爾諾 - 卡拉巴赫 :  探索神秘《404國度》 
● 納戈爾諾 -卡拉巴赫共和國 :   前名為阿爾扎赫，位於南高加索地區的內陸小國，自稱為獨立國家，但是個仍
未被聯合國承認的國家， 讓我們帶您逐一探索這個峰火的大地，尋找他們的快樂國度。 

● 遊覽Hunot峽谷，蘑菇狀瀑布是裡面的亮點，流水從蘑菇傘型的石塊上灑落，十分特別。 
●  巨型雕塑 [我們是我們的山] We Are Our Mountains：卡拉巴赫地標之一，當地人稱為嫲嫲和爺爺山。 

 
● 白羅斯 
● 米爾城堡 (世界文化遺產)，建於15世紀末，融合了歌德、巴洛克式、及文藝復興式的建築。 
● 別洛韋日自然保護區 (世界自然遺產)，是一座擁有眾多珍稀物種的國家公園。 

 
● 俄羅斯- 加里寧格勒 (外飛地) 
● 琥珀博物館，是世界上收藏天然琥珀珍品最多的博物館。 
● 庫爾蘭沙嘴國家公園 (世界自然遺產)，從加里寧格勒州的城市澤列諾格拉茨克一直延伸至波羅的海，它將庫
爾斯礁湖與波羅的海海岸分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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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莫斯科/多哈 埃里溫 (亞美尼亞) 
Hong Kong  Moscow/Doha Yerevan 
(Armenia) 
早上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本公司華藉領隊陪同辦

理登機手續後，乘航機經莫斯科或多哈轉機前往亞美

尼亞首都- 埃里溫，航機在晚上抵達，前往酒店辦理
入住手續。

 
亞美尼亞共和國：位於黑海與裏海之間，西鄰土耳其，
北鄰格魯吉亞，東為阿塞拜疆，南接伊朗。以埃里溫為

首都。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亞美尼亞曾經是蘇聯的
加盟共和國之一。 
早餐：- 　       午餐：航機上             晚餐：酒店 
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二天 
埃里溫市內觀光～亞美尼亞歷史博物館～ 
阿拉拉特 -白蘭地酒廠 ~ 塞凡湖 ～札塔克索爾  
Yerevan City Tour～History Museum of 
Armenia～Ararat Brandy Factory ~Lake Sevan
～Tsakhkadzor (Armenia) 

 

亞美尼亞歷史博物館：始建於蘇聯時代，博物館展出亞
美尼亞從遠古到近代的歷史文物。 

 
阿拉拉特白蘭地酒廠 : 參觀酒廠及品嚐地道的亞美尼亞  
白蘭地。 

塞凡湖：塞凡湖，距離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僅60公里，
是亞美尼亞著名的遊覽勝地。湖面海拔1900米，最深處
83米，面積1200平方公里，比全香港還大，蓄水58.5立
方公里，是高加索區最大湖泊。 

 

札塔克索爾：（亞美尼亞的“花之峽谷”）是亞美尼亞的一
個溫泉小鎮和一個受歡迎的療養勝地，這座小鎮被高山

草甸所環繞，位於Kotayk省首府埃里溫以北60公里處。 
搭乘纜車上山，可欣賞到壯觀的氣勢和自然景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Tsakhkadzor Marriot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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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札塔克索爾～卡拉巴赫過邊境～Dadivank修道院～
我們是我們的山 (嫲嫲和爺爺山)~斯捷潘纳克特 
Tsakhkadzor ～Armenia / Karabakh Border ~ 
Dadivank  Monastery ～We are Our Mountain 
(Grandma&GrandPa Mountains)~Stepanakert 
乘車前往亞美尼亞邊境辦理出入境手續，前往納戈爾諾-
卡拉巴赫共和國，尋找當地人民快樂之旅。 

 
斯捷潘纳克特 : 是卡拉巴赫自治州首府， 全國土地面積
12,000平方公里，人口約15萬。坐落在山城，高高低低
的馬路，途經國會大樓、警察總部、國家銀行等。總統

也是民選產生的；但現在仍沒有自己的貨幣、車牌、互

聯網代碼。 

 

Dadivank修道院 : 是卡拉巴赫最大的修道院建築群，由
紀念大教堂（Katoghike），聖母教堂，紀念鐘樓和幾座
輔助建築組成。也是亞美尼亞中世紀建築的真正傑作之

一。據傳說，這個修道院建於公元1世紀末，以一位使徒
聖人Dadi命名，他在亞美尼亞東部地區傳教。在公元5世
紀，這座修道院成為了Aghvan主教的住所，後來又成為
了該區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修道院的中央建築-大教堂於
1214年由Haterk女王Arzou建造，內部牆上裝飾著大量的
壁畫。 
 

 
我們是我們的山 : 又被稱為嫲嫲和爺爺山，是紅色火山凝灰
岩的巨型雕塑，呈現一對老年農民夫婦的半身像，坐落於首

都北部一座小山上，高2.5米，寬2.4米，是前蘇聯亞美尼亞
族雕塑家Sargis Baghdasaryan於1967年創作。雕塑佩戴著
當地山區的傳統頭飾，爺爺留著大鬍子，嫲嫲則按傳統用頭

巾遮住了嘴巴，他們象徵了當地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雕像

沒有腳，代表著他們的腳深深植根於自己的土地上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Vallex Garden或同級 
 
第四天 
斯捷潘纳克特～Shushi～Ghazanchetsots 大教堂～ 
Hunot峽谷～甘扎薩爾修道院~獅子岩石 
Stepanakert～Shushi ～Ghazanchetsots 
Cathedral～Hunot Canyon～Gandzasar 
Monastery～Lion Rock

Ghazanchetsots 大教堂：坐落於小鎮Shushi市中心。建於
1886年及1887年，外牆建材為白色石灰岩。 教堂大廳長
34.7米，寬23米，高35米。外觀聖潔而優雅。前面獨立出來
的鐘樓其實建得更早，建於1858年。鐘樓內有天使雕像，
於獨立戰爭中給摧毀了。現在所看到的是戰後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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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ot峽谷：站在山上觀賞峽谷風景，崇山峻嶺，盡入
眼簾。峽谷約250米深，峽谷之下是幽深之秘境。(如天
氣適宜，可徒步至峽谷下，觀賞蘑菇狀瀑布，須徒步1小
時到 ，請各位視乎體力而定)，沿泥路下，踏過簡陋木橋
，蘑菇狀瀑布是這裡的特色，流水從蘑菇傘型的石塊上

灑落，十分特別。 
(前往蘑菇瀑布 : 此活動如遇天氣問題(大雨或水浸)等，
將取消前往，將安排其他景點取代 ) 

 

甘扎薩爾修道院：Gandzasar含義為「寶藏之山」，據
說院內藏有施洗約翰和他父親撒迦利亞的聖髑。修道院

建築群被高牆圍繞，教堂穹頂的牆壁上雕刻有精美的浮

雕，包括亞當、夏娃、耶穌受難等，很多藝術史學家認

為該院是亞美尼亞式建築的傑出代表之一。 

 

獅子形岩石：在Vank村附近的旅遊景點之獅子巨石， 是 
顯示獅子形態，張開嘴巴，栩栩如生，顯示其張牙舞爪 
，彷似獅子會向你咆哮，威猛生動。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Vallex Garden或同級 

 
第五天 
斯捷潘纳克特- 卡拉巴赫/亞美尼亞過邊境～
Khndzoresk 洞穴村莊~塔特夫之翼 (觀光纜車)～ 
塔特夫修道院～梭拉茲巨石陣～傑爾穆克 
Stepanakert- Karabakh Border/Armenia ～
Khndzoresk Cave Village~Wing of Tatev ～
Tatev Monastery～Zorats Karer～Jermuk 
乘車過邊境返回亞美尼亞邊境辦理出入境手續。 

Khndzoresk 洞穴村莊：歷史悠久的洞穴村莊位於峽谷
陡峭的斜坡上，是古代亞美尼亞人民在山里開鑿洞穴而

居。由自然和人工洞穴組成。現有一個160米長的吊橋，
這座新橋連接了新與舊的Khndzoresk的村莊，也連接了
古代與現今的亞美尼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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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特夫之翼：被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列為世界上最長的單線
雙向纜車。空中索道全長5.7 公里長的纜連接Halidzor山和
另一座懸崖上的塔特夫修道院，把原本45分鐘的盤山公路
縮短到15分鐘的空中滑行，凌空俯視秀麗山景。(此活動如
因任何理由停駛，將安排其他景點取代)。 

 

塔特夫修道院：屹立於懸崖邊的塔特夫修道院，建於中
世紀時期，修道院裡為複合式的建築群，有禮拜堂、修

士宿舍、藏書室等等，在當時兼具有大學及圖書館的角

色，是亞美尼亞非常著名及重要的學府。 

 

梭拉茲古巨石陣：亞美尼亞巨石陣有7500年歷史，這片
遺址由223塊玄武岩組成，其中心是古環或圓石陣。最大
可達3公尺高、重於10頓，其中又有部分巨石上有著圓孔
，考古學家推測石頭上的圓孔是用來觀察特定角度的星

象，至於排列的方式可能跟古老的信仰祭祀有關。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Grand Resort Jermuk 或同級 
 
第六天 
傑爾穆克～霍瑞維拉修道院～遠眺亞拉拉特山～ 
茲瓦爾特諾茨(世界文化遺產)～埃奇米阿津～ 
種族大屠殺紀念碑 
Jermuk～Khor Virap～Mt. AraratView ～
Zvartnots (UNESCO)～Etchmiadzin～ 
Genocide Memorial 

亞拉拉特山：海拔5100米之大亞拉拉特山，是亞美尼亞
人之聖山、據說是「挪亞方舟」最後停泊地。 
 
霍瑞維拉修道院：位於土耳其及亞美尼亞邊境附近。本
為囚禁聖人格列之監獄。亞美尼亞國王因格列而信奉基

督教。 

 
茲瓦爾特諾茨：又名「天使之堂」始建於7世紀，為ー中
央圓頂建築，20世紀初重新被發掘。2000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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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奇米阿津：亞美尼亞在公元301年視基督教為國教。埃
奇米阿津主教堂為亞美尼亞第一所教堂 。被稱為「亞美
尼亞梵蒂崗」。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 
 
第七天 
埃里溫～格加爾德修道院 (世界文化遺產)～格加尼
神廟～加尼峽谷~市內觀光～亞美尼亞母親像～ 
瀑布廣場   
埃里溫  明斯克(白俄羅斯)  
Yerevan～Geghard Monastery (UNESCO)～
Garni Temple～Garni Gorge~City Tour～Mother 
Armenia Monument～Cascade Monument 
Square～ Genocide Memorial 
Yerevan Minsk (Belarus) 

 
格加爾德修道院：它被世界教科文組織選定為保存完好
的中世紀建築。於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修
道院建於一古個洞窟內，因而被稱為「寺院的洞窟」。

傳說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時，刺穿身體的長矛及其他遺

物都被帶到此地，現存放於埃其米阿津Etchmiatsin的國
庫內，遊畢回市區。 

 

格加尼神殿：建於西元前2世紀至5世紀，當時建立了加
尼堡壘，有防護城牆廢墟和希臘羅馬式的多神教廟宇等 
。由於亞美尼亞人在4世紀後改信基督教，可算是全世界
最早信基督教的國家，因此格加尼神殿又稱為異教徒神

殿，神殿旁還有羅馬浴池遺跡，保存還算不錯。是亞美

尼亞國王夏宮所在地，是希臘文化末期在亞美尼亞文化

的唯一遺迹。 

 

加尼峽谷：世界上十大柱狀玄武岩地質奇觀之一。最出
名的景觀是「石頭交響曲」 - 瀑布狀冰凍玄武岩「風琴
管」，就像一座在谷底遭侵蝕和凹割而形成的空中花

園。 
遊覽市區：途經共和國廣場，市中心瀑布廣場(有户外藝術
展覽品)﹑歌劇院﹑國會大樓及總統府，繼往亞美尼亞母親像，
二次世界大戰紀念公園。 
 
晚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搭航機由亞美尼亞前往白俄羅斯首

都明斯克。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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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明斯克(白俄羅斯)～市內觀光～獨立廣場～聖徒西
蒙和海倫教堂～勝利廣場～聖靈大教堂～聖三一老

城區～Janka Kupala公園 
Minsk (Belarus) ～City Tour～Independence 
Square～St. Simon and St. Elena’s Church～
Victory Square～Cathedral of the Holy Spirit～
Trinity District～Janka Kupala Park 
清早抵達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  

 
明斯克：是白俄羅斯首都和政治、經濟、科技及文化的
中心，也是獨聯體總部所在地。明斯克市區面積158.7平
方公里，人口170萬，地形較為平坦，間有丘陵和高
地。 

 
勝利廣場：建於1954年，代表著二戰中蘇聯在東部戰線
取得的勝利。廣場位於明斯克市中心，是當地的地標。

廣場中心有座紀念碑，高38米，頂部有一近3米的仿製
「勝利勳章」。紀念碑為紀念二戰的蘇聯和白俄士兵。 
 

 
聖徒西蒙和海倫教堂：建於1910年，又稱“紅教堂”，是
一所哥特式風格建築教堂，教堂為紀念耶穌門徒西蒙，

週末會有人在此舉行婚禮。 

 
聖靈大教堂：教堂內珍藏著聖母瑪利亞顯聖畫像。是一
座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東正教教堂。 
早餐：-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otel Renaissance Minsk 或同級 
 
第九天 
明斯克～米爾城堡(世界文化遺產)～布列斯特要塞 
Minsk～Mir Castle (UNESCO)～ Brest Fortress

米爾城堡：建於第15世紀末，是中歐城堡建築的最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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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之一，其風格融合了哥德、巴洛克式、及文藝復興

式的建築。城堡四周為四方形，在每一個拐角都建有 塔
樓；第5座塔樓上有吊橋和鐵柵欄，可以抵禦襲擊。2000
年米爾城堡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布列斯特要塞：是沙皇俄國和蘇聯的重要軍事要 
塞。1833年開始從布列斯特城區修築，第一次世界大戰
期間建成。蘇德戰爭期間，蘇德軍隊在該要塞進行過多

次激戰。1965年，被授予“英雄要塞”稱號。目前，在要
塞遺址上建有歷史博物館，供遊人參觀，並塑有抵抗的

戰士群雕和高大的紀念碑。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otel Hermitage Brest或同級 
 
第十天 
布雷斯特～別洛韋日自然保護區(世界自然遺產) ～
涅斯維日～明斯克 
Brest～Belavezhskaya Nature Reserve～
Nesvizh～Minsk  

 
別洛韋日自然保護區：是一座擁有眾多珍稀物種的國家
公園，也曾是波蘭和俄國君主的狩獵地。位於波蘭 和白 
俄羅斯的交界處，由兩國共同擁有，地處波羅的海和黑

海的分水嶺，面積近兩千公頃。這裡不僅為歐洲現存的

原始森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然保護區之一。1978
～1979年聯合國把别洛韋日自然保護區列爲第一 批世界 
自然遺產之一。保護區有多種一百年以上樹齡的樹木及

多種哺乳類動物（其中有某些是國家級保育類動物) ，園 
區內亦有自然博物館可參觀動物標本。  

 
涅斯維日城堡：位於白俄羅斯中部，由拉濟維烏王朝（
the Radziwill dynasty）從16世紀開始建造，1939年完  
工。建築群包括寢宮及基督聖體教堂，宮殿內有10座相
連的建築，形成一個六邊形庭院建築群體。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 Hotel Renaissance Minsk 或同級 
 
第十一天 
明斯克～白俄羅斯農莊 加里寧格勒 
Minsk～Belarusian Farmstead Kaliningrad 

 
早餐後，遊覽白俄羅斯農莊，與當地人見面，品嚐白俄

羅斯美食和做一些村莊活動：參加“banya”，採摘蘑菇和
漿果及品嚐傳統午餐和民俗表演。隨後乘車前往機場乘

航機往加里寧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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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寧格勒：是俄羅斯聯邦最小的州，它位於俄羅斯的
最西邊，有著與其它地區相比獨特的地理狀況。加里寧

格勒州南鄰波蘭，東北部和東部與立陶宛接壤，與俄羅

斯本土不相鄰，是一塊飛地。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是

俄羅斯的貿易港和漁港，工業有造紙，燃料，機械製造

，食品，輕工業，也有造船業和琥珀開採加工業。值得

一提的是，琥珀生產儲量佔世界儲量的百分之九十。每

年生產琥珀多達四百多噸，被稱為「俄羅斯琥珀之

都」。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otel Mercure Kaliningard 或同級 
 
第十二天 
加里寧格勒～琥珀博物館～札克海默門～國王門～

勃蘭登堡門～哥尼斯堡大教堂～茵他莉～琥珀礦場 
Kaliningrad～Amber Museum～Sackheim Gate
～Royal Gate～Brandenburg Gate～Konigsberg 
Cathedral～Jantarny～ 
Amber Mine 

 
琥珀博物館：位於以弗里德里赫伯爵名字命名的五角堡
壘中，堡壘建於19世紀中，當時屬於哥尼斯堡城市防禦
建築，1979年修建後為琥珀博物館，是加里寧格勒歷史
藝術博物館分支。博物館的展品分佈在28個展廳裡，總
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是世界上收藏天然琥珀珍品最多

的博物館。館裏有上千塊琥珀中完整保留了中生代時期

的動植物，其中既有樹皮、樹葉，又有昆蟲、蚊子甚至

蜥蜴等。 

 
札克海默門：始建於19世紀中，是加里寧格勒倖存下來
的七座古城門之一。19世紀末以前，札克海默門被設為
進城的檢查站。後來，城門失去了軍事防禦功能，成了

一座凱旋門。20世紀初，軍事部門把城門交由市政府管
理。二戰後，城門一直被用作倉庫。直到2006年才開始
了城門的修復工程，如今的城門成了一座小型博物館。 

勃蘭登堡門：始建於1657年，1843年大門被重建，新修
的三角門樑和邊上砂岩制有十字花，城門上還刻有浮雕 
。是加里寧格勒唯一一座至今仍被使用的並且允許通車

的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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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尼斯堡大教堂：位於加里寧格勒的歷史街區，是一座
磚砌的哥德式大教堂，也是一個歷史和文化的古蹟及城

市標誌性建築。16世紀宗教改革前城市居民信奉耶穌基
督，聖母瑪利亞，諸聖和聖阿德爾伯特，改革後天主教

成為普魯士的主教。現在大教堂是基督教和東正教教堂

，教堂內還設有教堂博物館和康德的博物館。大教堂還

經常舉辦古典和宗教音樂會，以及國際管風琴大賽。 
  
琥珀礦場：距加里寧格勒約55公里，是一處被藏匿起來
的珍寶，以附近礦山的礦藏而聞名。這裡的琥珀產量約

佔全球出口總量的約90%。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otel Mercure Kaliningard 或同級 
 
第十三天 
加里寧格勒～庫爾蘭沙嘴國家公園 
(世界自然遺產)～琥珀狩獵 
Kaliningrad～Curonian Spit (UNESCO)～ 
Amber hunting 

 

庫爾斯沙嘴：位於波羅的海沿岸一個狹長的沙洲，目前
為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和立陶宛所管轄（北邊屬於立陶

宛，南邊屬於俄羅斯的飛地加里寧格勒）。沙嘴從加里

寧格勒州的城市澤列諾格拉茨克一直延伸至波羅的海，

長98公里，最寬處3800米，最窄處僅有400米，它將庫
爾斯礁湖與波羅的海海岸分隔開。2000年被列入為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 

 

琥珀狩獵：是沙洲上有一項精彩的活動，在自然的沙洲
公園裡面，常常會有品質不一的琥珀散落各處，有的在

森林，有的在沙上，還有的甚至在海裡。歐美遊客將此

一有趣的找尋琥珀的活動稱之為AMBER HUNTING。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otel Mercure Kaliningard 或同級 
 
第十四天 
加里寧格勒 莫斯科/多哈 香港   
Kaliningrad  Moscow/Doha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航機經莫斯科或多哈轉機 
返港。 
 
第十五天 
抵達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航機於早上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祝君旅途愉快！ 

 
★此團可能與8天團-KA08/GE14K  前往卡拉巴赫之行程同車
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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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或大型會議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所列之城市

酒店，則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茶會時通知或由

領隊出發前個別通知。 

-行程中有部份景點，如博物館、主題公園、纜車、觀光遊船、

快艇等，如遇事故、政局、節日、休息、關閉維修，天氣問題

或行程延誤等而不能前往，則此節目取消，若涉有入場費，則

退回有關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則無款退。 

-團費不包括酒店服務生行李費，餐桌小費。 

-行程表所列之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

，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按當地情況有所調動，以當地接

待安排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香港政府旅遊警示於2009年10月20日起生效，欲取到訪地區

最新旅遊警示資訊，請瀏覽保安處網頁

(www.sb.gov.hk/ch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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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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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i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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