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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0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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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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烏茲別克語：
Oʻzbekiston Respublikasi，英 語：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簡稱烏茲別
克斯坦，是一個位於中亞的內陸國
家，是世上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另
一個為列支敦士登）。

烏茲別克斯坦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古國，歷史上與中國通過「絲綢之路」
有著悠久的聯繫。與中國有很多的
因緣。

烏茲別克斯坦歷史悠久。公元11~12
世紀以烏孜別克族為主的國家基本
形成，建立喀喇汗國和伽色尼王朝
等。 13 世紀被蒙古韃靼人征服。14
世紀中葉，突厥人阿米爾·帖木兒建
立以撒馬爾罕為首都的龐大帝國。16
至18世紀，烏茲別克人（烏孜別克族）
建立布哈拉汗國、 希瓦汗國和浩罕
汗國。19世紀60年代，部分領土併入
俄羅斯帝國。1917 至 1918 年建立蘇
維埃政權。1924年成立烏茲別克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加入蘇聯，成為
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1991年8月31
日宣佈獨立。

烏茲別克斯坦經濟在轉型的頭幾年
里有所下滑，而到 1995 年後開始復
蘇，這得益於政策改革的累積效應。
現在是世界第6大棉花生產國和第2
大棉花出口國，世界第7大黃金生產
國，同時也是區域內重要的天然氣、
煤、銅、石油、銀和鈾生產國。

在原蘇聯境內有130個大大小小的民
族，其中有 30 多個少數民族屬穆斯
林，人數較多的有：烏茲別克、塔吉
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哈薩克、阿塞
拜疆以及車臣、印古什、維吾爾、東
乾、韃靼、巴什基爾等民族。這些民族
大 多 聚 居 在 中 亞、高 加 索 The
Caucasus、烏拉爾等地區。就國家來

說，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有6個
共和國為穆斯林國家，即烏茲別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
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其
中阿塞拜疆位於高加索南部，其他5
國均處於中亞地區。簡言之，無論從
民族角度，或從國家文化歷史來說，
中亞是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地區，伊斯
蘭教在這裡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
群眾基礎和廣泛的影響。

13 世紀被蒙古人征服。1219 年底—
1221年，河中地區被蒙古帝國征服並
徹底屠殺和摧毀，后土地被欽察汗國
與察合台汗國瓜分。

俄統時期1873年，布哈拉汗國的曼吉
特王朝被沙俄征服，成為附庸國。獨
立時期1991年8月31日宣告獨立，改
稱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同年 12 月
21日加入獨立國家聯合體。

烏茲別克斯坦氣候特徵屬嚴重乾旱
的大陸性氣候。夏季漫長、炎熱，7月
平均氣溫為26～32℃，南部白天氣溫
經常高達40℃；冬季短促、寒冷，1月
平均氣溫為－6～-3℃，北部絕對最
低氣溫為－38℃

烏茲別克斯坦人口有 3265 萬（2018
年）。烏茲別克斯坦是一個由130個民
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其中，烏茲別
克族佔 80%，俄羅斯族佔 5.5%，塔吉
克族佔4%，哈薩克族佔3%，卡拉卡爾
帕克族佔 2.5%，韃靼族佔 1.5%,吉爾
吉斯族佔 1%，朝鮮族佔 0.7%。此外，
還有土庫曼、烏克蘭、維吾爾、亞美尼
亞、土耳其、白俄羅斯族等。我們的
旅程規劃Vladimir Kim，就是朝鮮族
第三代，不會說韓語，只說俄語、烏茲
別克語和英語。但他的口味就是喜歡
吃辣！

烏茲別克斯坦人民開放、善良。每人
能歌善舞。每逢節假日都要跳舞唱
歌，有大型的、集體的、有個人的、家
庭的。形式很多。在迎親、送親過程
中，結婚夫婦在市區走一圈，隨時有
路人高興的拉著新郎跳舞，遇到攔
路，嬉戲者，這時不得生氣，好好勸
說，要用糖果食品，手帕等禮物化解。
凡是來到女方家或男方家的客人，不
論男女老幼。一律當作貴客招待，不
得輕視、慢待。我們在購物街道上也
有婦女拉著我們跳舞！在景區也是，
烏茲別克斯坦人真是熱情友善。

在這里看不見包頭臉的婦女，有的也
是用漂亮刺繡布包著頭髮，慈祥和藹
的臉蛋會露出來。即使看到有包頭臉
的婦女也是外國遊客。本地居民看到
外國人都願意和他們拍照，有些拿著
自拍桿和我們拍照，外國人在那是受
歡迎的！

烏茲別克斯坦人的刺繡工藝精巧，用
的床單、枕套、帽子、衣服等都有繡
花，一般都很精美，還有最具盛名的
繡花盤，講究的餐廳都有自己設計的
Logo盤、碗，杯具。他們偏愛石榴，不
論喝的石榴汁，裝飾藝術，從碗、盤、
大小裝飾品、刺繡品等都以石榴為
主，意義多子多孫，幸福吉祥！

旅遊方便：喜歡古建築設計、文化的
人會有興趣看到他們的遺趾。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的希瓦，布哈拉和撒馬爾罕。撒馬爾
罕曾是一些最精美的建築師和工匠
的家，他們創造了 Registan 廣場和
Gur-Emir 的傑作。Shiva 是一個露天
博物館，周圍是歷史地標，掩蓋了絲
綢之路的氣氛，蜿蜒的小巷和明亮的
廣場。

第一天，第二天：我們參訪 烏茲別克
斯坦 塔什干市區
Allakuli Khan 的 Madrassah 建於十九
世紀中葉。它被認為是裝飾中最富有
的 紀 念 碑。黑 色，白 色 和 藍 色 的
Khorezmian 型琺瑯彩在這裡佔主導
地位，黑色輪廓的圖像在手鼓和框架
的雙拱廊和門的四分之三。

伊斯蘭教學校的名字是其建築的發
起者，希瓦統治者Allakuli Khan。在一
樓的幾個 khujdras，有一個由 Allakuli
Khan 創建的城市圖書館。圖書館為
所有Khiva Madrasah提供學生書籍。

希瓦的阿拉伯穆罕默德汗伊斯蘭教
學校是希瓦其他建築遺址中最古老
的 伊 斯 蘭 教 學 校 之 一。 它 位 於
Ichan-Kala的中心，毗鄰穆罕默德·阿
明汗（Muhammad Aminkhan）的另一
個 伊 斯 蘭 教 學 校（Madrasah of
Muhammad Aminkhan）。伊斯蘭教學
校是按照 Khorezm 統治者 shaybanid
Arab-Muhammadhan的命令建造的，
以紀念該國首都從烏爾根奇遷至希
瓦。

阿拉伯穆罕默德汗，其後的伊斯蘭教
學校得名，是Khorezm歷史上最著名

的人物。他從1603年到1621年統治。
在此期間，他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統治了國家。在他的統治下，希瓦成
為中亞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其中包括
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美麗城市。他
安排了幾種與城市發展相關的工
作。他下令建造幾座伊斯蘭教學校，
清真寺和民用設施，其中一小部分幸
存至今。

希瓦的阿拉伯穆罕默德汗伊斯蘭教
學校是希瓦其他建築遺址中最古老
的 伊 斯 蘭 教 學 校 之 一。它 位 於
Ichan-Kala的中心，毗鄰穆罕默德·阿
明汗（Muhammad Aminkhan）的另一
個 伊 斯 蘭 教 學 校（Madrasah of
Muhammad Aminkhan）。伊斯蘭教學
校是按照 Khorezm 統治者 shaybanid
Arab-Muhammadhan的命令建造的，
以紀念該國首都從烏爾根奇遷至希
瓦。

在Ichan-kala中心有一個Djuma清真
寺。它建於十八世紀末，曾在以前建
築的廢墟上竪立起來。這是一座沒有
門廊和圓頂的原始建築，沒有畫廊和
院子。從北面立面，面向城市的主要
街道之一，清真寺面臨一個52米的尖
塔。

Djuma Mosque 該建築採用磚牆圍
起來。內部空間是一個單獨的大廳，
其平坦的天花板由215個木柱支撐。
這種單廳清真寺遍布世界各地，歷經
歲月;見證了Afrasiab（十世紀）的宏偉
清真寺，平原的伊朗清真寺（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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