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文明揭秘 -

八大世界遗产之旅17天 -
-

在神秘宗教面纱下 ‧ 隐藏无限璀璨文明



a

伊朗，称霸西亚的波斯帝国发源地。

多次遭受异族征伐，却能以无限的民

族包容性，融合他族文化，在神秘宗

教面纱下，隐藏无限璀璨文明。追随

近代脚步，探索千年岁月在伊朗刻划

的痕迹……

波斯古文明



。

德黑兰
独家造访大不里士，
并前往参观独特人文
景观坎多凡奇石区。

坎多凡奇石
伊朗首都，政治文化
汇萃地。参观国家博
物馆、珠宝博物馆、
水晶陶瓷博物馆、地
毯博物馆、柯梅尼陵
寝、自由纪念碑、格
列斯坦皇宫、欣赏伊
朗传统歌谣。

苏坦尼叶
位于桑姜，蓝圆顶，
围绕8座宣礼塔的八
角型伊斯兰双层圆顶
建筑。

比索顿山区，塔克波
斯坦石壁雕刻群，以
波斯文、巴比伦文、
埃兰文三种古文纪录
征战史的石壁雕刻。

卡曼夏
3 4 5

GANJNAMEH 波斯
古文明遗迹，以波斯
文、巴比伦文、埃兰
文三种古文雕刻的石
岩遗迹。

甘吉瑙麦岩刻

古波斯帝国
前往旧都苏萨，参观
苏萨博物馆、但以理
墓、造访UNESCO遗
产－公元前13世纪恩
坦斯王朝首都－乔高
赞比亚神殿遗址。

大不里士
特别安排萨法威王朝
发源地、丝路上的重
大贸易中心之一，走
访被列入UNESCO遗
产的古市集建筑、亚
塞拜疆博物馆、可兰
经博物馆等。

伊朗玫瑰之城
设拉子波斯古都、造
访UNESCO遗产－波
斯波里斯古城。

伊斯法罕
造访UNESCO遗产－
伊玛目广场、伊玛目
清真寺、柔特芙拉清
真寺、杰米清真寺、
阿里卡普宫殿、市集
街、四十柱皇宫、哈
斯贝斯特花园、火神
殿、33孔桥。

亚兹德 帕萨加得
古波斯皇宫遗址，是
UNESCO遗产、走访
居鲁士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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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兰阿巴德花园、火
神庙、杰米清真寺、
恰玛格公爵清真寺、
沉默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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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航空˙
A380

美丽空间─坐飞机也时尚
阿联酋航空的A380以浅灰、紫、胡
桃木色系为主， 圆滑的流线线条设
计，以真花点缀空间，夜间还采用星
空天花板，洋溢时尚行旅的氛围。连
结上下两层客舱的旋转扶梯，更流露
出A380的豪奢巨大。

30KG免费行李托运
阿联酋航空提供经济舱30KG 、商务
舱4 0 KG 、头等舱50KG 的免费行李
托运，让您尽情购物，不必担心行李
超重。

满足挑剔味蕾
主厨精心设计的特色料理，运用在地
食材制成的美馔，颠覆您对飞机餐的
既定印象。如果在杜拜转机时间超过
4 小时， 阿联酋航空更提供免费餐直
接省去一笔昂贵的机场餐费

A380机身长达72.73公尺，客舱更分
上下两层，上层为头等舱和商务舱，
下层则为经济舱，让每个座位都更加
宽敞舒适。飞机还具备了环保、省油
与安静的优点，大大降低长途飞行的
不适感。

舒适飞行再升级

北京 迪拜

直航

翱

翔

天

空

的

皇

宫



3 9 3 9 3

6 6

最齐全娱乐

飞机全舱提供wi-fi ，只要登录e-mail ，即可
免费使用10MB，500MB额度也只收1 美元。
座椅皆有充电设备，上网不怕没电。ice机上
娱乐系统更超过2千2百个频道的电影、节
目、音乐和游戏， 更新速度飞快，让您充分
享受欢乐的每分每秒。

空中酒吧

机上设置空中酒吧，提供头等舱与商务舱的
乘客绝佳社交空间。提供顶级烈酒、精选葡
萄酒、香槟、鸡尾酒以及啤酒，宾客可于此
小酌、用点心。在4万英呎的高空中认识新朋
友，与全球交流。

机上淋浴间─超越传奇的奢华
2 楼机舱内共有 14 个头等私人套房，可享
有百分之百的隐私空间。头等私人套房除拥
有床垫的平躺睡床、座位配备按摩椅27吋萤
幕外，更设有水疗淋浴间，并提供Bvlgari用
品及专属的Timeless Spa 产品。商务舱则
附设可平躺坐椅、20吋屏幕和迷你酒吧。高
空中的奢华传奇，只有阿联酋航空的A380能
缔造！

阿联酋航空2使用当今最大、最豪华的客机─A380空中巴士，投入每日
北京-迪拜的直航飞行，成为台湾第一家营运常态性A380载客服务的
航空公司！

阿联酋航空为全球拥有最多A380的航空公司，秉持迪拜追求世界第一的
精神，为旅客打造最优质的飞行经验。一踏入A380，立刻享受最奢华
尊荣的服务。

同样致力提供贵宾舒适行旅的至尊旅遊，自然当仁不让，选用
阿联酋航空A380的飞机班次。就跟着近代旅行社的脚步，一
同感受A380无可抵挡的魅力吧！

今日集合于首都机场，搭乘豪华客机经迪拜，飞往德黑兰，展开为期17天的伊朗深度之旅。

参考航班 CI835 1355/1645(3:50) &W5050 2110/0350+1(9:50)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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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机场简餐 ESPINAS HOTEL 或同级9



伊朗文明揭秘 八大世界遗产之旅17天
大不里士

13
坎多凡
Kandovan

古市集Tabriz

苏坦尼叶
Soltaniyeh加兹温

Qazvin
桑姜 12
Zanjan

卡曼夏
Kermanshah
3

比索顿
Bisotun

哈玛丹
Hamedan

2

崁嘎瓦尔
Kangavar

伊朗

1&11
14-15

德黑兰
Tehran

从北京

卡斯罕
Kashan

图示

飞行航班 住宿点

渡轮

拉车

UNESCO世界遗产

主要停留点

伊斯法罕
Isfahan8-10

亚兹德
Yazd7

苏萨
Susa

阿瓦兹
Ahwaz

4 乔高赞比亚神殿遗址

帕萨加德

设拉子古都
Shiraz

5-6
波斯波里斯城
古代水利系统

DAY1 北京 迪拜 德黑兰

★表入内参观、 下车观光、未注明：行车经过

伊玛目广场



01
02 03 01德黑兰。02德黑兰自由纪念碑。 03 以斯帖墓室。

DAY2 德黑兰TEHRAN－341km(约3时50分)-哈玛丹HAMEDAN

早上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德黑兰是相对古老的城市，具有独特的建筑传统风格。德黑兰的考古研究和挖掘都
发现其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的拉伊，如今拉伊已经并入德黑兰。在历史里，德黑兰在大部分时间里都
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村落，直到18世纪末成为首都后才变得相对重要。抵达后先前往旅馆略事休息、以回复长途
飞行后的疲惫感，享用完午餐后，专车前往哈玛丹。抵达后参观
TOMB），夜宿哈玛丹。

犹太教重要朝圣地—以斯帖墓室（ESTER -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饭店内 BU ALI HOTEL或同级9 3 9 3 9 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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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ADEGANHOTEL或同级

01 02
03 04 01&03赫吉玛坦遗址。02&04 诗人芭芭塔荷纪念馆。

称霸
西亚两千年

的古波斯文明

DAY3
哈玛丹－91km(约1时10分)-崁嘎瓦尔KANGAVAR-
97km(约1时20分)-卡曼夏KERMANSHAH
早餐后首先前往 诗人芭芭塔荷 纪念馆（BABA TAHER
SHRINES），★赫吉玛坦遗址（HEGMATANEH），此地所
挖掘出的金桌、金杯、刀剑等皆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且
由于挖掘的古物颇具价值，因此有人猜测此处为阿契美尼德
君王（Achaemenian）的国库，遗 迹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对
外开放，并将部份古物移至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中收藏。哈

玛丹崇高的哲学与医学诗人 阿维娜纪念馆（AVICENNA
TOMB）、★阿拉维恩家族建筑（ALAVIAN DOME）；原
为回教清真寺，后来被统治哈玛丹两世纪之久的阿拉维家族
接管成为该家族长眠之地，建筑外观至今仍保有12世纪伊朗
的独特风格，其内部之墙壁之雕刻极其精致。接着前往郊区
甘吉瑙麦岩（GANJNAMEH）山头，一睹由一代波斯君王大
流士父子在山壁上所留下之波斯古文雕刻。续前往 崁嘎瓦
尔，参观在2000~3000年波斯人和米底亚人就崇拜的「水
神」★阿娜希塔的神庙。后驱车前往参观阿契美尼德王朝时
代的重要遗迹—★比索顿山区的世界遗产，在2006年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UNESCO 2006）。此遗迹地
处哈玛丹和邻近的西部以及南部的山区是伊朗极重要的考古
区域之一。随后前往卡曼夏，途中参观极为著名的★懋凡欧
莫克塔克谒。位于伊朗西部的卡曼夏市，曾经是萨珊国王的
避暑胜地，也是古代亚洲内陆商队路线上的重要城市，现在
则住着库德族的居民。造访★塔克波斯坦石刻群，许多珍贵
的石刻被洞穴里的门廊屋顶所保护着，岩洞中的石刻内容可
以追溯到萨珊王朝时期（公元3世纪到伊斯兰时期）。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饭店内9 3





01
02

01 法国城堡。02 老桥。



DAY4
卡曼夏-448km(约6时20分)-苏萨SUSA-194km
(约2时10分)-阿瓦兹AHWAZ

早餐后启程前往古波斯皇室冬都—苏萨（SUSA），参观
占地400公顷的★古波斯城遗址（阿帕达纳宫殿遗址），
此地曾是波斯帝国首都，依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此地约
有5000年历史，繁盛期在公元前640亚述人统治时代，
直至亚历山大占领后才逐渐凋落，而巴比伦人著名的汉
摩拉比法典即是在此挖掘而出的。另参观旧约圣经中的
先知★但以理的墓。续往UNESCO景点之一 ★乔高尚比
亚神殿遗址（CHOGHA ZANBIL）（UNESCO 1979），
这座由4公里长的外城墙围绕出100公顷大的卫城，是西
元前13世纪前波斯王国的首都，城内建材多为泥砖，辅
玻璃烧作为装饰，神殿散布在外城墙与内城墙间，城市
中心则建有高塔，宣示帝国的权威。随后来到阿瓦兹，
夜宿于此。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饭店内9 3 9 3 9 3

6 6

INTERNATIONAL PARS FAJR HOTEL或同级

DAY5
阿瓦兹 设拉子古都SHIRAZ

阿瓦兹是位于伊朗西南方的鱼米之乡也是天然气的生产
重镇之一。早餐后前往萨斯塔参观列为世界遗产的★古
代水利系统（UNESCO 2009）及 古桥遗迹，午后回到
阿瓦兹市区观光，晚间飞往伊朗玫瑰之城—设拉子古都，
设拉子是伊朗1753~1794年的都城，此地为伊朗法尔斯
省重要古城之一，也是个伊朗著名诗人的故乡，西方人
传说中葡萄酒的发源地。此地是波斯中世纪诗人萨迪和
哈菲兹的诞生地，在阿拉伯统治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主
要的伊斯兰教都市，并成为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夜宿设
拉子。

* 因伊朗航空国内线班机之确切起降时间会于飞行当日前约一个月方能确定，
确实航班时间将以说明会航班时刻表为准，如有不便敬请见谅。

参考航班 IR432 2030/2135 (1:05)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饭店内9 3 9 3 9 3

6 6

HOMAHOTEL或同级

设拉子古都-粉红清真寺



诗人哈佛斯

DAY6 设拉子古都

本日参观设拉子市区：★克林汗城堡（KARIMKHAN CITADEL）及旧浴池、伊朗★诗人哈佛斯（HAFEZ）与★萨
迪（SAADI）纪念碑，虽然一个毕生鲜少远离设拉子，一个游戏一生，最后选择终老设拉子，两者皆以其伟大
创作展现设拉子的无限魅力，成为当地在这世上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萨迪的长篇诗玫瑰园及果树园曾译成多
国文字，比美英国的莎士比亚。下午走访设拉子北方50公里处的UNESCO景点之一的★波斯波里斯城（PERS-
EPOLIS）（UNESCO 1979）。兴建公元前521年波斯帝国—大流士时期，毁于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
山大帝入侵时代，是亚洲目前最大的宫殿。浏览古城中的万国之门、觐见厅、百柱厅等，追忆帝国辉煌历史。
参观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回到设拉子后参观
可兰门。

纳希尔阿莫克清真寺、 埃兰姆花园、 瑟伊哈梅兹圣人墓、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饭店内 HOMAHOTEL或同级9 3 9 3 9 3

6 6



01 02 01&03 萨迪。02 帕萨加德。
03

DAY7 设拉子古都-439km(约6时10分)-亚兹德YAZD

早餐后向设拉子古都告别，前往古波斯皇宫遗址★帕萨加得（PASARGAD）（UNESCO 2004），兴建于居鲁
士时期，同样毁于亚历山大时代，而位于琐罗亚斯德火神庙不远处，有座80公尺长、18公尺宽的 岩石平台，
被认为是皇宫之地基。走访居鲁士陵墓（CYRUS TOMB），据说当时亚历山大掠夺此地进入墓地，所见尽是金
床、金杯、金棺等，而墓碑上则写着：「过路的人呀，我是居鲁士—建立波斯帝国，统治亚洲的人，你无须忌
妒我拥有此墓地。」其雄才傲物可见一般。随后前往★洛斯达姆—阿契美尼德王朝诸王的陵墓参观。洛斯达姆
是萨珊王朝时期刻在山壁上的群像，被认为是描述神话英雄洛斯达姆的故事；此外更重要的是山壁上凿出的墓
穴，相信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诸王的陵墓（大流士一世、二世等等）。墓室以下则刻画后世萨珊诸王的事迹。接
着前进亚兹德，途经阿巴库小镇，在路上参观 千年神木以及 尖塔型冰塔遗址。夜宿于拜火教圣地亚兹德。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饭店内 MOSHIR GARDEN HOTEL或同级9 3 9 3 9 3

6 6





及 波斯拜火教葬仪地「沉默之塔（TOWER OF SILENCE）」，拜
火教信徒死后被带到此处，远离一切污染灵魂的元素，由秃鹰
啄食尸体完成葬礼。接着前往15世纪萨法威王朝时，拥有「伊斯
法罕，称世之罕！」美名的伊斯法罕。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12

波斯风味餐9 3 9 3 9 3

6

KOWSARHOTEL或同级

DAY9
伊斯法罕

今日展开全日市区观光，前往★伊玛目广场（UNESCO 1979）、★
杰米清真寺（JAME’MOSQUE）、以及兴建于公元1612 年的
吉杰汉广场（NAGHSH-E JAHAN SQUARE），在波斯萨法威王朝
时期，此地为军事审判场以及马球活动场，至今在广场北方与南方
仍遗留有马球的守门遗迹。续往附近的★伊玛目清真寺★ 柔特芙拉
清真寺（IMAM AND SHEIKH LOTFOLLAHMOSQUES）、★阿里
卡普宫殿（ALIGHAPOO PALACE），与 市集街。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12

波斯风味餐9 3 9 3 9 3

6

KOWSARHOTEL或同级

DAY10
伊斯法罕

今日继续在伊斯法罕未完成之市区观光，前往★「四十柱皇宫」也
是萨法威朝廷阿拔斯一世的杰作，只是「四十柱」的算法可是「虚
虚实实」喔！续往★哈斯贝斯特花园（HASHT BEHESHT GARDE-
N）、 火神殿，以及伊斯法罕最著名的地标 33孔桥。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12

波斯风味餐9 3 9 3 9 3

6

KOWSARHOTEL或同级

01
02 03

01恰玛格清真寺。 02 33孔桥。 03 市集街陶瓷。

恰

娜

DAY8
亚兹德-337km(约4时30分)-伊斯法罕ISFAHAN

早餐后参观★朵兰阿巴德花园（DOWLAT ABAD GARDEN），
玛格清真寺及广场（AMIR CHAKHMAGH COMPLEX）后，随即
走访 杰米清真寺（JAME’MOSQUE），寺旁的两个尖塔，是伊
朗最高的建筑，清真寺正门从上至下皆铺上夺目耀眼的美丽瓷砖，
并点缀着象征权威性的蓝色。续往 火神庙（FIRE TEMPLE），以



12

波斯风味餐9 3 9 3 9 3

6

ESPINAS HOTEL 或同级

DAY12
德黑兰-152km(约1时40分)-加兹温QAZVIN-149km(约
1时30分)-苏坦尼叶SOLTANIYEH-44km(约40分)-桑姜ZANJAN
早餐后前往 加兹温QAZVIN，是古波斯帝国的旧都，在历史
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地位。参观 杰米清真寺、 沙萨德
SHAHZADEH清真寺。驱车前往位于桑姜省的「苏丹之城」★
苏坦尼叶（UNESCO 2005），这是建于公元1312的八角型的
建筑，50公尺高的圆顶被蓝色陶片所覆盖，四周围绕着八座细
长的宣礼塔，是伊朗现存最早的双层圆顶建筑。内部陵寝杰出
的设计，被形容为「期待泰姬玛哈」。接着来到位于伊朗西北
部桑姜省的省会，以出产铁器、刀剑闻名的桑姜市。

饭店内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12

9 3 9 3 9 3

6

ZANJAN GRANDHOTEL 或同级

DAY13
桑姜-300km(约2时50分)-伊朗奇石区坎多凡KANDO-
VAN-44km(约40分)-大不里士TABRIZ
早餐后前往大不里士（Tabriz），首先造访位于大不里士西南
约 60 公里的坎多凡（Kandovan），是伊朗当地人颇热门的景
点。由于村内有一小片跟土耳其著名的「奇石区」相似的地貌，
因此有「伊朗奇石区」之称。据传约为公元八世纪时，为了躲
避蒙古人的入侵而开凿出这一片火山岩村庄，至今仍有居民在
此。午后进行大不理士观光。大不里士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 3
世纪，但直到 7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才陆续发展成城市。13~
16 世纪期间，大不里士成为蒙古伊儿汗国（Ilkhanate）、几个
阿塞拜强（Azerbaijan）国家和伊朗萨法威王朝（Safavid）部
分时期的国都，之后两次被鄂图曼（Ottoman）帝国占领，期
间发展成重要的商贸中心。抵达后先进行大不里士市区观光，
参观★亚塞拜强博物馆（Azerbaijan Museum）和★可兰经博
物馆（QuranMuseum）。夜宿大不里士。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12

饭店内9 3 9 3 9 3

6

SHAHRYAR 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级
费恩花园

DAY11
伊斯法罕-211km(约2时30分)-卡斯罕KASHAN-255km
(约3时10分)-德黑兰TEHRAN

今晨驱车前往绿洲都市卡斯罕，参观以波斯教徒想象中的天堂
作为兴建主题的★费花园（FIN GARDEN）。随后返回德黑兰，
参观1930年所发现的★锡尔克遗址（SIALK ANCIENT HILL），
依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此地的历史约有7000年左右，漫步此地仔
细聆听曾在此地发生的精采轶事。夜宿德黑兰。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伊朗人文萃荟



独特建筑艺术

01 大不里士-水景公园。02&03 伊斯法罕-伊玛目清真寺。 02
03 01

DAY14 大不里士 德黑兰

本日您可在大不理士尽情游览，首先前往 古市集建筑（BAZZAR）（UNESCO 2010），此景点不但被列为文
化遗产，特别的是，它仍然发挥着传统市集的功能！您可以从中体验大不里士打从丝绸之路时代开始，便是重
要贸易城市的感受。续往市集旁的 立宪之屋 ( Tabriz Constitutional House)，涉入1905-1911年「波斯立宪
革命」的政治领袖们，曾在此集会。另外参观美丽的★蓝色清真寺 ( BlueMosque )、★卡札尔博物馆 ( Amir -
NezamHouse)、曾为卡札尔王朝夏宫的水景公园 ( Eil Goli )等。晚间搭机前往德黑兰。

* 因伊朗航空国内线班机之确切起降时间会于飞行当日前约一个月方能确定，确实航班时间将以说明会航班时刻表为准，如有不便敬请见谅。

参考航班 IR445 2045/2215(1:30)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波斯风味餐 ESPINAS HOTEL或同级9 3 9 3 9 3

6 6



萨德阿巴德皇宫林荫大道

DAY15 德黑兰

早餐后参观★萨德阿巴德王宫建筑群，位于德黑兰最北部的山上，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占地面积400公顷，其
中约有180公顷为森林、花园、草坪。萨德阿巴德王宫建筑群共有14座宫殿，每一座宫殿都富丽堂皇、设备齐
全，有游泳池、花园、网球场等，每一座宫殿的主人都是巴勒维国王的皇亲贵族。自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
萨德阿巴德王宫建筑群被列为博物馆，向人们展示国王奢侈的生活。在萨德阿巴德王建筑群建筑群中，最大的
博物馆是国家博物馆，该博物馆由于是白色，以白宫而著称。该王宫始建于1931年，历时八年时间，于1939年
竣工。宫殿顶部为伊朗优美独特的石膏雕塑，地上铺着精美的波斯地毯。接着午后我们前往逛逛西亚、中东极
富盛名的 德黑兰传统巴扎（BAZZAR传统市场）。午后造访★国家珠宝博物馆（NATIONAL JEWELRYMUS-
EUM），一睹伊朗国家级稀奇珍宝之风采。

※ 市集内外极为拥挤、万头钻洞请务必配合领队、导游的安排与指挥，避免造成团员走失的遗憾。并且市集内的清真寺非回教徒是不准入内的，尚请谅
解配合 !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波斯风味餐 ESPINASHOTEL或同级9 3 9 3 9 3

6 6



DAY16
德黑兰 迪拜

本日首先参观德黑兰的著名景点：★ 柯梅尼陵寝、 自
由纪念碑，随后再前往参观知名的★水晶陶瓷博物馆、
★地毯博物馆，遍览波斯文化的发源地。午餐后造访其
一经典的博物馆★格列斯坦皇宫，是伊朗重要的历史文
化遗迹，GOLE为花的意思，所以格列斯坦的意思就是「
花之皇宫」。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PONZDE KHORDAD（
3月15日）广场，占地面积5.5公顷，约有400多年的历
史，历经数代王朝。格列斯坦皇宫是伊朗最辉煌的皇宫
之一，建于萨法维王朝塔赫马斯布一世，克利姆 ‧ 汉赞
德国王对其进行了重建，在凯加王朝时期曾成为国王起
居的宫殿。格列斯坦皇宫博物馆珍藏有许多伊朗的历史
文化古迹，其中有8万多件历史珍贵物品，50万份历史
史料，5万多张凯加王朝时期的图片。此外格列斯坦皇
宫建筑群有许多独特的建筑风格，堪称伊朗建筑精华。
其中最具特色的有大理石殿、明镜殿、色拉姆殿、钻石
宫、通风楼等。傍晚前往机场办理登机，准备回到温暖
的家。

※ 德黑兰机场管制严格，行李均需由个人通关，应提早至机场，以利作业。

参考航班 W5051 2040/0640+1(9:00)

饭店内
12

波斯风味餐 机场简餐 机上9 3 9 3 9 3

6 6

DAY17
迪拜 北京

早晨降落在迪拜机场，随即转机返北京。班机于今日中
午飞抵北京，正式结束此次愉快的17天伊朗深度之旅。

参考航班 CI834 1110/1540(3:30)

机上
12

机上 X X9 3 9 3 9 3

6 6

参团应备资料
1. 护照正本（一年以上效期）
2.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份
3. 白底5*5cm彩色照片2张
4. 订金30,000（若选择搭乘商务舱，须
另加收差额）

5. 住家地址、电话
6. 公司住址、电话、职称
7. 有无特殊餐食、房型、座位要求

【在参观内容不变原则下，本公司可依实际订房及机位
情况，在先后顺序上有调整，请以说明会数据为准】

01
02
03
04
0501格列斯坦皇宫。02水晶陶瓷博物馆。03香料。04&05地毯博物馆。

Tours style

Preparation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 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

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