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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已經營三十六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9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6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7日 $199.00
浪漫韩国6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7日 $249.00
6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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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二十多人結束了阿塞拜疆
的旅程，要拜訪下一個國家：喬治亞
國Georgia/ 格魯吉亞。如導遊之前提
示：入境喬治亞國關囗，必須要拖著
自己的行李走上八百多個梯階才到
達，雖然梯階只是一般的梯階一半
高，但也很吃力的。因為這兩個國家
沒有邦交，進出此處必諸多不順！

喬治亞國Georgia/ (格魯吉亞)俄羅斯
語/通稱：喬治亞\喬治亞共和國。
格魯吉亞位於南高加索地區西部，北
鄰俄羅斯，西瀕黑海，南與土耳其、亞
美尼亞、阿塞拜疆接壤。面積6.97 萬
平方公里，人口約 5 百多萬，大部分
為格魯吉亞族，還有亞美尼亞族、俄
羅斯族、阿塞拜疆族等。通用格魯吉
亞語和俄語，多數居民信奉東正教，
少數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格魯吉亞國內多山，北部有大高加索
山逶迤，南部為小高加索山盤踞，中
部有面積不大的平原和低地。里奧尼
河自東向西注入黑海。氣候較溫和，
植物生長茂盛。

格魯吉亞菜曾被列為最佳歐洲菜第
四位，風味獨特，菜式風格中西合壁。
我們到達的第一天，單位的精心安排
「格魯吉亞名菜燉牛肉」給大家做主
菜享用，因為我們有四位（三位美國
人和一位新加坡人）是不吃牛肉，所
以單位特別為我們改了一道用洋蔥
番茄香料煮成的「燜雞肉」，色香味具
全，當食得高興時，陸續有人過來把
雞塊拿出，最後我們的一盤燜雞肉只
余下一盤洋蔥番茄汁？我們那位不吃
牛的美國團友 Paul 不滿的說：Why!
Why！當然，我們這幾位吃的也不是
很開心！

午餐後起來離開餐桌時，看到其他團
員前面五大盤「格魯吉亞名菜燉牛
肉」，還是七、八分滿！難怪要吃我們
的「燜雞肉」！

1）參觀海列巴酒廠活動，Winery
Khareba 酒窖藏在 7.7 公里長的岩石
隧道上，隧道最初是為冷戰期間的軍
事目的而建造的，隧道（gvirabi）由
Winery Khareba購買。酒廠規模不小
的，採用古老的傳統方法結合現代
技 術生產的葡萄酒，馳名四海。廠內
裝滿了 Winery Khareba 最好的陳年
葡 萄 酒。大 家 品 嘗 幾 種 Winery
Khareba最好的葡萄酒，也有芝士、乾
果和他們榨的葡萄油沾麵包下酒。許
多人也購買紅白酒回家，每瓶售價約
二、三美元而已。之後參與格魯吉亞
麵包製作烘焙，大家玩得興高采烈！

2）GREMI COMPLEX 格雷米是一
座建築紀念碑 - 格雷米奧建築群:16
世紀時皇家住所和卡赫季州王國的

首都。其中Gremi城堡保存最完整。

3）Uplistsikhe 是一個古老的岩石切
割城市，在 3000 年的格魯吉亞歷史
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其公元前2
千年的記錄中，Uplistsikhe 被考古學
家認定為格魯吉亞最古老的城市定
居點之一。Uplistsikhe，其名稱翻譯為
「主的堡壘」，是一個古老的岩石鑿成
的小鎮，考古發掘揭示了從青銅時代
晚期一直到中世紀晚期的非凡文物。

古老的洞穴城市建在Mtkvari河的岩
石岸上，位於 Gori 鎮以東約 15 公里
處。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1世紀之
間，Uplistsikhe 是格魯吉亞國家前身
之一的前克里斯蒂安卡爾特利最重
要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並
一直蓬勃發展，直到遭到蒙古人的蹂
躪。考古發掘了不同時代的非凡藝
術品：美麗的金，銀，銅首飾以及陶瓷
和雕塑的華麗典範。這些遺物留在第
比利斯國家博物館展出。
4）Joseph Stalin 約瑟夫斯大林博物館
是喬治亞哥里的博物館。博物館保
留了蘇聯時代的特色。該建築群的主
要主體是斯大林主義哥特式風格的
大型宮殿，始於1951年，表面上是一
個社會主義歷史博物館，但顯然是為
了紀念死於斯大林的斯大林。

1953年，這些展品大致按時間順序分
為六個展廳，其中包含斯大林實際或
據稱擁有的許多物品，包括他的一些
辦公室傢具，他的個人物品以及多年
來給他的禮物。通過文檔，照片，繪
畫和報紙文章也有很多例證。

5）Svetitskhoveli大教堂是一座東正教
大教堂，位於喬治亞歷史悠久的姆茨
赫塔鎮，西北部。格魯吉亞首都，
Tbilisi 第比利斯。Svetitskhoveli 是中
世紀早期的傑作，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世界遺產。它目前是喬治亞第
二大教堂建築，僅次於聖三一大教
堂。它在各種逆境中幸存下來，許多
無價的壁畫由於被俄羅斯帝國當局
粉刷而丟失。Svetitskhoveli大教堂，最
初建於公元4世紀，歷史上曾多次遭
到破壞，尤其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
帖木兒的入侵，以及後來在俄國征服
和蘇維埃時期的入侵。該建築也因地
震而受損。

大教堂周圍是一座防禦牆，由國王埃
雷克爾二世（Heraclius）於 1787 年統
治時期的石頭和磚塊建成。頂層是為
軍事目的設計的，並設有炮台。從牆
上進入大教堂的入口位於西邊。牆上
有八座塔樓：其中六座為圓柱形，其
中兩座為方形。1963 年的考古探險
隊在牆的南部發現了11世紀的族長
家。在教堂院子里，發現了主教安東
二世兩層城堡的遺骸。

6）Jvari修道院是喬治亞東部姆茨赫
塔附近的一座六世紀格魯吉亞東正
教修道院。與姆茨赫塔的其他歷史建
築一起，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遺產。Jvari修道院矗立在Mtkvari
和Aragvi河交匯處的岩石山頂上，俯
瞰著曾經是伊比利亞王國首都的姆
茨赫塔鎮。

Jvari復合體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
移而增加，吸引了許多朝聖者。在中
世紀晚期，這座建築群被一堵石牆和
大門加固，其遺跡仍然存在。在蘇維
埃時期，教堂被保存為國家紀念碑，
但由於附近軍事基地的嚴密安全，教
堂難以進入。格魯吉亞獨立後，該建
築恢復了宗教活動。1994年，Jvari與
其他 Mtskheta 古蹟一起被列為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7）Metekhi 是喬治亞州第比利斯的

一個歷史街區，位於高聳的懸崖上，
俯瞰著 Mtkvari 河。該社區是同名的
Metekhi Assumption 教堂的所在地。
該地區是該市境內最早的居住區之
一。傳統認為它也是5世紀烈士聖徒
舒舒尼克被埋葬的地方。然而，這些
結構都沒有在 1235 年蒙古入侵破
壞。現存的Metekhi聖母升天教堂位
於山頂，在1278年至1284年，由格魯
吉亞國王St Demetrius II建造。

格魯吉亞東正教教堂。它後來被損壞
並 恢 復 了 幾 次。羅 斯 托 姆 國 王
（1633-1658）強化了教堂周圍的區
域，有大約 3000 名士兵駐守的強大
城堡。根據俄羅斯統治（成立於1801
年），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建築，其作
用是蘇維埃時代的臭名昭彰的監獄，
並於1938年關閉。然而，這座建築得
以保留。在蘇維埃時期的後期，教堂
被用作劇院。

國王 Vakhtang I Gorgaslan 騎馬雕像
於 1961 年在教堂前竪立，是出於雕
塑家Elguja Amashukeli的之手。

8）Mtkvari River 庫拉河在土耳其、格
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庫拉河是外高加
索地區最大的河流。它在土耳其東部
的 Kısırındaı山坡上升起，並在一系
列有許多急流的峽谷中向北穿過小
高加索山脈。進入格魯吉亞後一段距
離，河流向東擺動穿過卡爾特利平
原，並在其餘的長度上採取東南路
線。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上方，
沿著姆茨赫塔（Mtskheta）狹窄區建造
了一座大壩，隨後河谷逐漸擴展成廣
闊 的 低 地。在 下 游，阿 塞 拜 疆
Mingäçevir 附近的狹窄區域是另一
個大壩和水電站的地點，這個水壩和
水 電 站 創 建 了 一 個 名 為
LakeMingäçevir的大型水庫。庫拉的
低層路線上有很多洪水。河流最終通
過三角洲進入裡海。

冬遊中亞/喬治亞國Georgia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