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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786
Serving Sinc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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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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banotubani的硫磺浴池位於第比
利斯老城區中心，是該市存在的源
頭。這個城市的地點可能取決於炎熱
的硫磺泉的位置。城市沿庫拉河兩岸
狹窄階地和山坡布列，周圍為海拔
500～650 米的低山。市區呈帶狀，長
約30公里，寬1～5公里。城市的主幹
道為魯斯塔維利和普列漢諾夫兩條
大道。舊區在東南部，街道窄狹，多為
低矮房屋。新區在庫拉河右岸，街道
寬敞，樓房高大。市內交通除一般公
共電、汽車外，有地鐵2條，貫通市區
南北，架空索道和纜車也是山城交通
的一大特色。城市因具有許多有醫療
功效的溫泉，吸引國內外許多旅遊
者，特別是對患有關節炎、皮膚病、婦
科病、血液病，以及呼吸系統與神經
系統疾病患者前往醫療和休養。我們
只是參觀這個城市，在中心走一回，
在山腰間的咖啡店休息喝咖啡。硫磺
浴池圓圓的磚穹頂頗具吸引力，大家
拍照留念。

Uplistsikhe距離古老的絲綢之路路線

僅幾公里，是一個主要的貿易中心，
是考古學與小亞細亞，亞美尼亞和伊
朗等地建立緊密聯繫的地方。在成吉
思汗時代之前，Uplistsikhe 就是一座
城市，現在它被摧毀了。這裡是岩石
雕刻的神話般的紀念碑，同樣是岩石
切割的大廳和通往Mtkvari水域的長
隧道。大多數洞穴只有砂岩岩石雕刻
的柱子和橫梁。在西邊有一個陡峭的
懸崖。雖然這座佔地約 8 公頃城市。
一座巨大的天然岩洞。曾遭到入侵
者，地震和天氣的蹂躪，但它仍然令
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建築。

10）Narikala 是一座古老的堡壘，位於
陡峭的山丘上，俯瞰格魯吉亞首都第
比利斯和 Mtkvari 河。該堡壘建於公
元4世紀，並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得
到了相當大的發展。剩下的大部分
時間可以追溯到 16 世紀和 17 世紀。
1827年，部分堡壘被地震破壞並被拆
除。

殘垣斷壁城堡中，但隱約可以看到以
往壯觀的城市景觀。通往牆頂的一
些台階陡峭而狹窄，可能無法讓所有
人都能進入。堡壘的主要特徵是位於
下 院 的 聖 尼 古 拉 斯 教 堂。 新 建
（1996-1997），它取代了在火災中被
摧毀的原始的13世紀教堂。新教堂
是「規定的十字架」類型，三面有門。

11）Sighnaghi西格納吉是格魯吉亞的
城鎮，位於該國東部，距離首都第比
利斯 113 公里，由卡赫季州負責管
轄，面積 2,978 平方公里，海拔高度
790米，每年平均降雨量602至950毫
米。它的人口約為3,000。Sighnaghi是
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有圍繞城市的堡
壘牆，保存完好。正在努力成為一個
旅遊中心，被稱為格魯吉亞的愛之
城。

這個城市的名字Sighnaghi來自土耳
其語signak，意思是避難所。西格納吉
的英文翻譯是避難所。格魯吉亞國王
埃雷克爾二世試圖通過與俄羅斯簽
訂條約來拯救格魯吉亞，即格奧爾基
耶夫斯克條約。該條約使格魯吉亞成
為俄羅斯的保護國，作為交換，格魯
吉亞將保持其領土完整。該計劃適得
其反。波斯入侵，俄羅斯沒有任何幫
助。

小鎮地上都是用大塊石頭鋪路，非常
美觀好看，團隊一半人先回旅館休
息，我們繼續走上堡壘牆的最高點。
在半路遇上一群聚會的當地人，熱情
地、迅速地給每人一杯白酒，盛情難
卻，大家也爽快的喝了！

拍 照 之 後 績 継 上 西 格 納 吉
（Sighnaghi）山頭，享受阿拉扎尼山谷
（Alazani Valley）和格魯吉亞高加索
（Georgian Caucasus）的迷人魅力的景
色，清 新 自 然 的 空 間。西 格 納 吉
（Sighnaghi）周圍環繞著一座四公里
長的防禦牆，有 23 座塔樓和 6 座大
門。它就像一個迷你中國長城，因為
它在山丘的曲線上起伏不定。牆壁仍
然完好無損，可以一直走。可惜已接
近旁晚，還要走回頭路到旅館，就此
打住。山頂有一間餐廳和咖啡館，也
休息了。

12）在有蓋城市西格納吉（Sighnaghi）
外面就是 Bodbe 修道院。在第四世
紀，在格魯吉亞皈依基督教之後，負
責皈依的女王聖尼諾撤回了 Bodbe
峽谷，在那裡去世了。她不想被國王
帶到其他地方，而想被埋葬在Bodbe
的一個教堂里。傳說國王帶來了200
名騎兵，也無法移動她。最終國王下
令修建一座小修道院，讓她埋在此
地。

Bodbe修道院現在是修女修道院。聖
尼諾的遺物位於祭壇的側面地下。目
前正在進行一些修復，遺憾的是敎堂
越來越新進！旁邊有一間小小的紀念
品店，兩三位工作人員和修女幫忙出
售她們的手工藝品。修道院外面兩旁
的景色非常優美，享受一下遠離市區
塵囂與喧鬧的清靜與悠閒時光！

13）Anchiskhati Basilica，Anchiskhati大
教堂，由於格魯吉亞與波斯人和土耳
其人之間的戰爭，從 15 世紀到 17 世
紀，大教堂遭到多次破壞和重建。
Anchiskhati Basilica 附近的磚鐘樓由
Catholicos Domenti於1675年建造。

在 19 世紀 70 年代，當加入圓頂時，
結構的外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蘇
維埃時期，Anchiskhati大教堂的所有
宗教儀式都停止了，建築物變成了手
工藝品博物館。它後來被用作藝術工
作室。從1958年到1964年，為慶祝第
比利斯建國的第1500個禧年而進行
了修復工程，將教堂的觀點改為 17
世紀的版本，然而，直到1991年格魯
吉亞獨立後才恢復，大教堂恢復宗教
用途。

Anchiskhati Basilica 是一座三跨大教
堂，由兩個形成馬蹄形形狀的橋台分
隔，表明其建築的古老。1958 年至
1964年的修復工程最初由黃色凝灰
岩塊構成，大量使用磚塊。該結構三
面有入口，但今天只有西入口使用。
除了由天主教徒Nikoloz Amilakh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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