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發現中亞大絲路(西域)五國 17 日遊（地獄之門） 

 

行程特色： 

【特殊景點】 

”地獄之門”－土庫曼達瓦札的一處天然氣田，於 1971 年崩塌後形成了一個天然氣坑，為

了避免甲烷氣擴散而將氣坑點火，此後該處一直連續燃燒至今。氣坑直徑約 69 米、深度 30

米，總面積約為 5,350 平方公尺。 

 

◎完整走訪中亞絲路經典五國『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及塔吉克』: 

「西域」，這一個耳熟能詳的地名，王維詩云：「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西

出陽關，從新疆過了天山山脈的廣大區域，指的就是西域，即今日的中亞。絲路的形成，

乃因張騫通使西域而誕生，西域不僅是絲路的發源地，更是東西方絲路的中心。突厥是中

亞民族的主要成份之一。現在全球約有 1.3 億操突厥語族語言的人，他們大多自稱是突厥

人或者突厥人的後裔。這些人的分佈在土耳其、賽普勒斯、亞塞拜然、哈薩克、烏茲別克、

土庫曼、吉爾吉斯以及中國的新疆，遍佈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突厥的源流並未有定論，大 

致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應該帶有匈奴的血統。在南北朝由葉尼塞河遷居至阿爾泰山。由阿

爾泰山遷居至蒙古。由蒙古前往中亞。現代土耳其人，認為自己是突厥的直系後裔，他們

認為突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 48 年立國的北匈奴。 

突厥人主要講突厥語。突厥語屬阿爾泰語系，跟蒙古語是兄弟語言。突厥人與烏孫以狼為

圖騰。大帳外置一幅狼旗。烏孫中的咄陸部與突厥人一樣,為陣亡的將士立石為記,將部落印

記刻在石上。 

中亞絲路古國：烏茲別克              汗血寶馬源國：土庫曼 

帕米爾屋脊國：塔吉克                草原游牧王國：哈薩克 

天山風光王國：吉爾吉斯 

 



◎豪福與您飛越天山、深入西域，品嚐中亞人文風情，欣賞壯麗山川，身歷老城歷史古鎮，

參觀波斯、伊斯蘭建築，勾勒出昔日漢唐歷史，陽關悲涼不再，只有驚奇與感動！ 

◎烏茲別克除參觀三大名城：布哈拉、撒馬爾罕及塔什干外，更特別安排傳說之城—希瓦古

城及帖木兒家鄉─沙河綠沙日。另安排參觀曾是佛教中心的泰爾梅茲。 

◎哈薩克參觀繁華寧靜的山中名城古都—阿爾馬地。 

◎吉爾吉斯，搭船遊覽天山山脈的藍寶石—伊塞克湖，參觀世外桃源的阿拉阿恰峽谷公園及

天山美景的前哨站—比什凱特，並特別走訪李白的出生地—托克馬克城。  

◎土庫曼參觀豔陽下的沙都—阿什哈巴德、中亞的古都尼薩遺址 

◎住宿以四星級旅館為主或當地最好飯店之一，全程飯店內享用早餐，午、晚餐安排富當地

特色的餐食，並安排各地區民俗傳統表演。 

◎完整中亞天山之旅：天山是亞洲中部的一條大山脈，橫貫中國新疆的中部，西端伸入哈薩

克斯坦。長約 2500 公里，寬約 250--300 公里，平均海拔約 5000 米。最高峰是托木爾峰，

海拔為 7435.3 米，汗騰格裏峰海拔 6995 米，柏格達峰的海拔 5445 米。這些高峰都在中國

境內，峰頂白雪皚皚。 

吉爾吉斯：阿拉阿恰峽谷公園、伊塞克湖 

 哈薩克：美地歐國家公園 

◎特別安排塔吉克18世紀的希薩要塞，其位於杜尚比西邊希薩山腳下的平原，從要塞上俯瞰

山腳下的平原景色平和而悠揚，另人陶醉！並安排博物館展示塔吉克傳統色彩鮮艷的服飾。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行程參觀五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烏茲別克古城—布哈拉、撒馬爾罕、沙河綠沙日。土庫曼－尼薩、昆亞烏爾根奇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國際段搭乘烏茲別克航空，行程最順，航程最短。 

◎搭船遊覽天山山脈的藍寶石—伊塞克湖  

 

【豐富旅行紀念】 

◎烏茲別克民俗傳統表演 

◎吉爾吉斯民俗傳統表演 

 

 

 

出團日期：04 月 14 日、05 月 05 日 

 

 

 

 

 

 



第 01 天  台北曼谷  

    TPE/BKK (飛行時間：03：45 時)   

   今日搭機飛往曼谷，抵達後隨即轉機飛往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夜宿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02 天  曼谷塔什干 TASHKENT(烏茲別克) 

         HY 534 0200/0650(飛行時間：06：50 時)   

   凌晨搭機飛往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位於錫爾河支流奇爾奇克河谷的綠洲中心，

是古代東西方貿易的重要中心和交通要衝，著名的“絲綢之路”便經過這裏。它也

是中亞地區最大的城市。抵達後市區觀光，塔什干分舊城與新城：參觀舊城的▲庫

凱達西學院及▲哈斯特伊瑪目廣場及▲卡發夏西陵墓、▲巴拉可汗伊斯蘭學院；在

新城區參觀▲地震紀念碑、▲阿穆兒廣場、▲人民友誼宮等，有時間亦可逛逛▲手

工藝市集。夜宿塔什干。 

         早餐：旅館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中國餐 

【宿】：MIR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或同級 

 

第 03 天  塔什干烏爾根奇 URGENCH 30km 希瓦 KHIVA --烏爾根奇                                      

         HY1051 0715/0855(飛行時間：01：40 時)                

         今日搭機飛往希瓦城市附近機場—烏爾根奇。希瓦最早是因為絲路的途中有一口甘

泉井而慢慢建立的城市，而後又有不少的汗國佔領過此地，包括花元朝時的花剌子

磨、察哈台汗國…等。參觀為聯合國文教科組織保護的世界遺產之古城— ★ 

希瓦古城，遊覽▲卡他尖塔、▲古納亞克城堡、▲珠瑪清真寺和▲帕拉凡陵墓等。 

早餐：餐盒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BEK KHIVA HOTEL、ASIA KHIVA HOTEL 或同級 

 

第 04 天  烏爾根奇 151km 昆亞烏爾根奇－達瓦札(地獄之火)－阿什哈巴德 ASHGABAT(土庫

曼)  

     越過烏茲別克與土庫曼的邊界來到 昆亞烏爾根奇，她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首

都，這座古老的城鎮保有一系列從 11 世紀到 16 世紀的歷史遺址，參觀▲昔日商隊

驛站大門、▲陵寢及▲昆亞烏爾根奇紀念碑。隨後前往達瓦札，她是土庫曼斯坦

阿哈爾州的一條村落，達瓦札附近地區有豐富的天然氣，有 3 個天然氣坑。其中

一個被點燃，被稱為地獄之門，另一個是水坑及一個泥漿坑。達瓦札的天然氣田

的地面於 1971年崩塌，形成天然氣坑，但因怕廢氣有害健康而將其點燃，但這把

獄之火已燃燒超過 40年了。氣坑的總面積為 5,350 平方米，相等於一個美式足球

場的大小。(今日回到酒店時已過午夜)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野餐 

【宿】：GRAND TURKMEN HOTEL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7%93%A6%E6%9C%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94%E7%94%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94%E7%94%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BC%8F%E8%B6%B3%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BC%8F%E8%B6%B3%E7%90%83


第 05 天  阿什哈巴德 10km 尼撒 NISSA 10km 阿什哈巴德   

         土庫曼，中國《史記》、《漢書》都有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時曾到達過大宛，該國以

出產汗血馬著稱，曾是大宛所在地，漢武帝為了寶馬遣使帶黃金二十萬兩及一匹黃

金鑄成的金馬去貳師城（今土庫曼首都阿什哈巴德）求換。大宛王拒絕，大宛王見

漢使無禮，「漢使怒，妄言，樵金馬而去」，命東部邊境郁成城（烏茲別克烏爾根奇

城）的鎮守大將郁成王攔住漢使，殺死全部使團。武帝大怒，兩次派兵征伐大宛。 

上午參觀★土庫曼國家歷史博物館、▲地震紀念碑、▲前總統陵寢及清真寺及▲普

希金大街等。續往參觀 2300 年前即已存在的伊朗古安息王國首都─ ★尼撒遺

跡，此帝國曾擊敗亞歷山大帝，帝國勢力曾到達幼發拉底河，在此參觀呈五角型的

古城遺跡及高達 10 公尺的城牆。再往郊外的奇普恰克參觀前總統尼亞佐夫在 2003

年為自己預蓋的陵寢並於 2006 年安葬於內的清真寺。晚餐後返回飯店。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GRAND TURKMEN HOTEL 或同級 

                                                                         

 

 

第 06 天  阿什哈巴德土庫曼納巴 TURKMENABAT 100km 布哈拉 BUKHARA(烏茲別克)       

         上午搭機飛往土庫曼與烏茲別克邊界城市—土庫曼納巴，再驅車越過邊界前往天方  

         夜譚中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發生地－布哈拉。抵達後參訪歷代布哈拉統 

         治者陵墓的★伊斯邁薩曼尼陵墓、收藏昔日皇家住宅、生活用品古絲路駱駝商隊交 

         易場所與休息之地的★亞克城堡、★約伯陵墓；此陵墓現為迷你水資源博物館，與  

         約伯當年在不毛沙漠取水之傳說呼應著。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民俗秀+當地餐 

【宿】：GRAND BUKHARA HOTEL 或 ASIA BUKHARA HOTEL 同級 

           

 

 

第 07 天  布哈拉 209km 沙河綠沙日 SHAKHRISABZ 85km 薩馬爾罕 

         布哈拉就是中國古書中的"不花剌"，在漢朝張騫出使西域時稱"安息國"，到了唐 

         朝稱之為"戊地國"，全日市區觀光：老城區的▲卡揚清真寺、▲喚拜塔、▲伊斯蘭

米利神學院等雄偉建築展現了布哈拉舊時繁盛情景，▲雷吉斯坦廣場、▲萊比池建

築群、▲波魯池清真寺。★艾迷兒宮殿乃昔日夏宮─星月宮。午後安排前往帖木兒

家鄉─沙河綠沙日，帖木兒(1336-1405 年)是成吉思汗的後代，是個突厥化的蒙古

人，西元 1370 年建立帖木兒帝國，帝國首都就在薩馬爾罕，薩馬爾罕至沙河綠沙

日的道路，曾經是昔日蘇聯輸送軍隊和武器到阿富汗必經之路，於此參觀★帖木兒

夏宮、★藍頂清真寺、▲哈薩提伊瑪目古蹟群等。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REGISTAN PALACE HOTEL或 ASIA SAMARKAND HOTEL或DILIMAH或同級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97%E8%A1%80%E9%A6%AC&variant=zh-cn


第 08 天  薩馬爾罕 SAMARKAND 

         薩馬爾罕是帖木兒帝國(西元1370－1506年)首都，帝國的勢力東至印度西北、西 

至阿拉伯半島紅海邊、南至阿拉伯海，北至烏茲別克，漢朝是"大月氏國"、元朝 

稱為"花剌子模"，全日市區觀光：參觀中世紀建築群如★帖木兒家族陵寢、藏有 

世界最大六分儀的★烏魯貝克天文台、帖木兒為鍾愛之妻下令興建的★比比哈寧  

建築群；包括清真寺及內有三所知名的大學神學院、▲沙赫辛達皇室陵寢、▲雷 

吉斯坦廣場、▲傳統市集等。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REGISTAN PALACE HOTEL 或 ASIA SAMARKAND HOTEL 或 DILIMAH 

         

 

 

第 09 天  薩馬爾罕 55km 潘杰肯 PENJIKENT(塔吉克) 137km 杜尚比 DUSHANBE 

         今日上午驅車前往塔吉克第二大城─▲潘杰肯，此古城由中亞最古老民族之一的     

索格底亞納人於西元五世紀所建，位居天山與帕米爾間的交通要道。有人稱這古 

城為「中亞的龐貝」，我們於此參觀了於八世紀被阿拉伯人摧毀的建構良好的防 

禦城，有統治者宮殿、神廟、市集、貴族住宅…等，雖已成廢墟遺址，卻令人懷 

想當年盛況。隨後前往塔吉克首都－杜尚比。途經位於杜尚比西邊山腳下★希薩 

要塞，建於十八世紀，曾經遭受蘇聯紅軍破壞，從要塞上俯瞰山腳下的平原景 

色平和而悠揚，另人陶醉！在此有兩座回教學苑，其中一座有間★小型博物館展 

示塔吉克傳統色彩鮮艷的服飾。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TAJ PALACE HOTEL或 SHERATON HOTEL  

                                 

 

 

第 10 天  杜尚比--古盞市 KJOJAND 

         杜尚比原為一座市集小鎮而發展成首都，其意為『星期一』，主要是指星期一市集，

此城馬路寬敞且樹木林立，點綴著歐式建築，更令人有清新、溫馨的感覺。今日展

開市區觀光：參觀內藏著中亞地區最大一尊 14 公尺高的佛像的★國家古文物博物

館，建於 1999 年以紀念薩曼王朝建立 1000 年的王朝創建者 Ismail Samni 紀念銅像、

華麗的▲歌劇暨芭蕾舞廳、▲Rudaki Monument 魯達基紀念碑、▲魯達基公園、▲

植物園及▲薩里．亞細亞清真寺，★Navruz Palace 最初建造的計劃是作為茶館，但

在建造期間成為宮殿。內有 12 個大廳，一個藝術室，一個宴會廳，一個帶雕花石

頭裝飾的休息室，裝飾有鏡子的石膏室，兩個貴賓室。午換上吉普車，翻越風光明

媚的希薩山來到西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最遠的地方塔吉克的亞歷山大城

─古盞市。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GRAND KHOJAND 或 KHOJAND DELUXE HOTEL 

 



第 11 天  古盞市 KJOJAND─塔什干(烏茲別克)阿爾馬地 ALMATY(哈薩克)                                                        

HY 765 23400/210+1(飛行時間：01：30 時)  

    於古盞市短暫參觀▲古城堡、▲大市集、▲沙克馬沙清真寺及陵寢等。再驅車越

過邊界來到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抵達後隨即搭機飛往哈薩克首都－阿爾馬地。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RIXOS 或 RAHAT PALACE HOTEL  

 

第 12 天  阿爾馬地 17km 美地歐國家公園 

         午後參觀阿爾馬地的★中央國家博物館，特別是黃金戰士世界聞名，隨後驅車前往

城東南的▲美地歐國家公園，此處為快速滑冰的比賽場地，敬請穿著保暖衣物。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RIXOS 或 RAHAT PALACE HOTEL 

    

 

 

 

第 13 天  阿爾馬地        

         今日前往★伊賽克博物館，參觀著名的金人和其出土的墓塚。接著來到★桑卡獵鷹 

保育暨遊憩中心，是當地馴養獵鷹的場所。這裡您能看到各種不同的猛禽、鳥類， 

還有狼、獵犬、馬。隨後返回市區參觀並參觀▲潘菲洛夫公園內的▲東正教建科夫 

教堂及▲二次大戰紀念碑等。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RIXOS 或 RAHAT PALACE HOTEL 

 

 

 

 

         第 14 天   阿爾馬地 220km 比什凱克（吉爾吉斯） 

                  上午後越過邊界前往吉爾吉斯共合國首都－比什凱克。吉爾吉斯為漢朝時「烏孫」

所在地，驍勇善戰，曾是西域最強大的國家，也是大月氏的一部分，位於楚河流域，

由於地處絲綢之路，控制著東西貿易，使它慢慢變得強大。比什凱克曾經是蘇聯成

員的城市，因紀念在此出生的軍事家米哈爾弗朗茲而改名為弗朗茲市；在此走訪▲

弗朗茲將軍故居、▲阿拉圖廣場、▲人民大戰紀念碑、▲中央廣場、▲馬克思與恩

格斯雕像等。吉爾吉斯獨立後，以神話中傳說的英雄馬納斯做為新的精神依歸，▲

馬納斯雕像、馬納斯體育場、馬納斯國際機場等紛紛成立。今晚安排★當地傳統民

俗表演。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SHOW 

【宿】：JANNAT 或 AK KEME HOTEL  

 

 



第 15 天   比什凱克 280km 伊塞克湖 ISSYK-KUL    

           今日前往擁有千年的古代突厥遺址─★布蘭那古塔，之後遊覽中國唐朝詩人李白

的出生地—▲碎葉城。隨後前往天山山脈北麓之美麗的高山湖泊─▲伊塞克湖，

此湖是個海拔一千六百公尺世界第二大的高山湖泊，僅次於南美的的喀喀湖，此

湖匯集天山山脈流下的雪水，終年不結冰。抵達後★搭船遊覽此一人間仙境的高

山湖泊，享受大自然之洗禮，並參觀★石器時期之壁畫保護地。夜宿湖區。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CAPRICE HOTEL 或 KARVEN CLUB HOTEL  

 

第 16 天  伊塞克湖 200km 阿拉阿恰峽谷公園 80km 比什凱克290km 塔什干曼谷 

HY 778/531 1940/2000、2240/0640（飛行時間：01：20、06：00 時） 

         今日專車前往★阿拉阿恰峽谷公園，吉爾吉斯天山山脈的一部份，附近峽谷終年積 

雪的壯麗景色，吸引了無數來自全球的登山愛好者。抵達後漫步於幽靜山谷中，享

受大自然的寧謐，彷如置身於世外桃源。下午回到首都比什凱克，前往機場搭機飛

往曼谷。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當地餐          晚餐：機場餐 

【宿】：機上 

 

第 17 天  曼谷台北 

    BKK/TPE（飛行時間：03：45） 

   清晨搭機飛往台北結束此次難忘的中亞之旅。 

早餐：機上                午餐：X                   晚餐：X 

 

 

 

 

【特別說明】： 

1.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 UNESCO 人類世

界文化遺產。  

2.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3.航班及飯店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六個月內之二吋照片 10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旅客基本資料 (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15 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