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scovery 系列~ 

諾亞之地  亞美尼亞+卡達杜哈  

                  世界遺產之旅  9+1 天 

 
亞美尼亞共和國，地處歐亞交界外高加索山脈地區，與喬治亞、亞塞拜然並稱「外高三國」。來自伊

甸園伯拉河所灌溉的美地，在西元三世紀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宣稱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是高加索地區

最古老的民族，自稱「諾亞的子孫」。根據《聖經》記載，諾亞時代的大洪水退去後，諾亞方舟便停

靠在今天土耳其東北部、亞美尼亞西部邊境的亞拉臘山上，為人類繁衍保留了種子。亞拉臘山也被亞

美尼亞人視為聖山。 

 

 
卡達航空 (Qatar Airways) 是國際知名的航空公司，其親切的服務及舒適的機上設備擄獲世界各地

旅客的愛戴，成為國際各項大賞的常客，獲得全球最具公信力的國際航空服務調查機構 Skytrax 頒

發 2016 年全球最佳商務艙、最佳商務艙座椅、中東地區最佳航空公司多項大獎，無疑是旅行最佳

的選擇。 

天   數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國泰航空 CX 531 台北 香港 20 : 20 21 : 55 

第二天 卡達航空 QR 815 香港 杜哈 01 : 20 05 : 35 

第二天 卡達航空 QR 285 杜哈 葉律凡 20 : 55 00 : 55+1 

第九天 卡達航空 QR 286 葉律凡 杜哈 03 : 25 05 : 25 

第九天 卡達航空 QR 816 杜哈 香港 07 : 50 20 : 35 

第十天 國泰航空 CX 408 香港 台北 22 : 50 00 : 35+1 



本公司盡量忠於原行程，但仍保有行程順序與飯店同等級調整之權利。敬請明瞭  謝謝 ！ 
行程內圖片依季節不同會有所變化，僅供參考。 

 

 

 

第一天 台北 Taipei / 香港 Hong Kong   

CX467  1520/1725 + QR817  1910/2215 
起飛，前往高加索山脈的古老國度-亞美尼亞！！  

今日集合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香港轉機，在短暫的等候時間，您可以坐在咖啡廳裡點上

一杯咖啡與小點心，轉搭卡達航空班機飛往卡達首都~杜哈。 

早餐： X X X 午餐：X X X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機上 

第二天  香港 Hong Kong / 杜哈 Doha / 葉律凡 Yerevan  

QR815  0120/0535                 QR285   2055/0055+1 

今日班機抵達杜哈後，安排專車前往當地餐廳享用早餐。 

卡達是位在阿拉伯半島中閃耀的經濟大國，土地只有台灣的 1/3，自從 1940 年代因石油與天然氣的

發掘，短短幾年，就從極度貧窮國家晉身為全球人均最富裕的國家。雖然身處物資匱乏的沙漠中，卻

突破外界想像，城市中豎立著各式玻璃高樓大廈，緊鑼密鼓地相繼推疊而起。是什麼顛覆了我們對傳

統伊斯蘭國的城市樣貌，現在讓我們一同進入神秘的「卡達」沙漠國度一探究竟。 

海濱大道：杜哈美麗的濱海路是中東最漂亮的濱海路之一，總長約 7 公里。大道中間有寬闊的綠地，

綠茵茵的草坪、常年盛開的鮮花和高大的椰棗樹。大道中部有一座較大的街心公園；貝達公園：裡面

有多處呈現海灣阿拉伯國家傳統習慣的藝術雕塑，在這裡常舉行大型的露天慶典活動。大道上有一座

海蚌雕塑，它象徵著卡達捕魚業輝煌的過去。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途經)：半島電視台所在的建築以白色為主，搭配藍色的屋頂，格外醒目。最

特別的是院子內的紀念碑，雕刻自 1996 年以來為公殉職的 600 多名新聞記者的姓名和遇難日期，

紀念他們為了新聞自由和公正而獻上了自己的生命，這座紀念碑被稱為"自由之牆” Freedom Wall。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Islamic Art：是世界聞名的華裔設計師貝聿銘設計的建築，迄今為

止最為全面的以伊斯蘭藝術為主題的博物館。簡潔的白色石灰石，以幾何式的方式疊加，成為伊斯蘭

的風格建築，中央的穹頂連接不同的空間，古樸自然。博物館中的展品橫跨 7 世紀到 19 世紀，有些

堪稱為伊斯蘭藝術的珍品。 

瓦吉夫老市場 Souq of Waqif：位於杜哈城中心；瀰漫著各式香料氣味的地方，電影場景常看到的

罩著黑面紗神秘女人和穿白袍的中東人。各種顏色的布料、閃亮的銀器、狹窄的小巷和水煙的煙霧繚

繞，形成一幅神秘畫面。接著再往裡面逛，這裡有一條條商店街、黃金市集及獵鷹市場。 

杜哈購物商場 City Centre Doha：富麗堂皇的商店街裡，有來自全世界頂級的精品進駐，而且全都

免稅喔！ 



晚餐後返回杜哈國際機場後，搭乘卡達航空國際班機，前往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小國。抵達後接往

飯店辦理住宿手續。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中東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Armenia Royal Plaza Hotel 或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葉律凡 Yerevan - 斯凡湖 Sevan Lake－葉律凡 Yerevan     

凌晨抵達亞美尼亞，專車接往飯店稍作梳洗休息後，開始我們的行程。 

亞美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Armenia：亞美尼亞是從諾亞方舟的故事開始的。《舊約·創世紀》記載

諾亞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後，就停靠在古代亞美尼亞的亞拉臘山上，而亞美尼亞首都葉律凡則傳說是諾

亞親手建立的城市。從神話傳說中走出的亞美尼亞，是個非常美麗的內陸山地小國。展現在您眼前的

是群山峻嶺、河谷、高原以及成群的牛羊，《聖經》中終年積雪的聖山“亞拉臘山”巍峨屹立，還有

絕美斯凡湖，有著高加索眼淚之美譽。亞美尼亞是古代文明搖籃之一，全境擁有 4 萬多處建築遺跡，

一處比一處精美，被人們稱為“露天博物館”。亞美尼亞建築術遺跡因其很高的科學價值、藝術價值

和顯明的民族特色而早已享譽國外。 

葉律凡 Yerevan：葉律凡位於拉茲丹河畔，是亞美尼亞共和國的首都和經濟、文化中心，外高加索

古城之一，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都。葉律凡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82 年，石雕建築藝

術也很有名。新城建在山坡上，翠綠的山崗閃現著瑰麗的住宅，風景十分優美。 

斯凡湖 Sevan Lake：此湖位於海拔 1900 公尺的連綿雪峰之間，湖水清澈風景優美，有高加索明珠



之稱，原意是黑色凡湖(Black Van)。亞美尼亞人相信，他們以前來自於凡湖地區(現土耳其境內)，當

他們看到斯凡湖便會想起凡湖。自公元前六世紀，無數的教堂古堡和十字架石墓碑沿著湖邊建築，湛

藍鑲著白色的天，是亞美尼亞重要的旅遊勝地。 

斯凡納凡客修道院 Sevanavank Monastery：這座修道院是很有歷史的，9 世紀中期，Bagratuni

王朝第一位國王阿紹特一世，為了抵抗阿拉伯軍隊，在這裡修建了軍事要塞。到 874 年，他的女兒

瑪麗亞姆公主贊助在這裡修建了教堂，當時亞美尼亞人仍在掙扎著從阿拉伯人的統治中解脫出來，主

要提供在埃奇米亞津犯罪而被流放的修士在這裡禱告。這裡頻繁遭到阿拉伯、蒙古、奧斯曼等異族的

入侵，島上的修士戰鬥守護了斯凡納凡客修道院 500 年，直到亞美尼亞被波斯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

帝國瓜分。1930 年前這裡都是有宗教職能的修道院，其後便不再有修士常駐，但這裡一直有人維護，

也有個神學院。 

奇蹟洞穴 Miracle Cave：21 米深度的地下洞穴；步下 80 個樓梯後，前面是一個用蠟燭裝飾圓形的

大廳。據主人說：在每個進入這裡可以點燃一支蠟燭來許一個願望。當地人們常以這個洞與諾亞方舟

相比；方舟解救世人於洪水中，奇蹟洞穴則解救世人於火中。 

行車距離：茲瓦特諾茨機場-(約 15 公里) 葉律凡市區– (約 65 公里)斯凡湖–(約 65 公里) 葉律凡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晚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住宿：Armenia Royal Plaza Hotel 或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葉律凡 Yerevan -加尼希臘神殿 Garni Temple--格加爾岩穴修道院 Geghard 

Monastery --葉律凡 Yerevan 
馬特納達蘭古文獻手稿陳列館 Matenadaran Ancient Manuscripts：這裡面保存著一萬七千多份古

代文獻 手稿和近兩千份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臘文、拉丁文、印度文、日文和其他文字書寫的珍

貴資料，不少手稿直接寫在經過加工的羊皮上，部分手稿歷史十分久遠，最古老的文獻寫於 5 世紀。

1997 年馬特納達蘭古代文獻手稿列入 UNESCO 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大屠殺紀念碑 Armenian Genocide Memorial：大屠殺紀念碑述說著亞美尼亞 20 世紀初悲慘的血

淚史。歷史上的亞美尼亞大的許多，但卻很少有強大的時候，不是受別人統治就是陷入分裂。而 100

多年前土耳其所犯下的大屠殺行動，至今的傷痛仍深深烙印在亞美尼亞人心裡。紀念碑由 12 道樹立

的梯形石牆所圍成的倒漏斗，代表受迫害的 12 個西亞美尼亞省份。 一旁高聳的尖銳三角尖碑，像

一枝利劍般地刺向天際， 猶如爆發椎心之痛的吶喊。 



 
加尼神殿 Garni Pagan Temple：建於西元前二至五世紀，主要做為防禦性堡壘，並有古代亞美尼亞

國王的夏宮與仿希臘式的神殿。在基督教傳入亞美尼亞之前，當地居民的信仰與希臘人相同，而在基

督教傳入亞美尼亞之後，這些希臘羅馬式的神殿則被稱為異教徒神殿。神廟在戰亂中屢屢遭到破壞，

在 1679 年徹底毀於地震，除了基座，其他都被毀壞，現在看到的神廟是 20 世紀逐步復原重建的。 

格加爾德修道院 Geghard Monastery：2000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格加爾德意為「聖矛」，指的

是耶穌釘十字架時，羅馬士兵用來刺耶穌肋骨旁的矛。聖矛的頭部在 13 世紀從耶路撒冷被帶到亞美

尼亞，存放在這座修道院中。格加爾德修道院由許多教堂和墳墓組成，大部分建築物都矗立在岩石之

中，代表了亞美尼亞中世紀建築的巔峰之作。這些中世紀建築群周圍環繞的便是阿扎特山谷入口處的

懸崖絕壁，與美麗的自然景觀渾然一體。 

 
行車距離：葉律凡市區– (約 20 公里) 大屠殺紀念碑–(約 50 公里) 加尼神殿–(約 10 公里) 格加爾德

修道院–(約 40 公里)  葉律凡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晚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住宿：Armenia Royal Plaza Hotel 或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哈巴特修道院 Haghpat Monastery(世界遺產)- 薩納欣修道院 Sanahin 

Monastery -亞美尼亞文字紀念碑 Armenian Alphabet Memorial 

哈巴特修道院 Haghpat Monastery：位於亞美尼亞北方的洛里省的阿拉佛迪鎮土馬尼亞區，建於

991 年。該修道院群起建於十世紀，結合拜占庭與當地傳統建築風格，形成亞美尼亞的中央圓頂式大



教堂，為當時建築工藝極致的代表，同時也是中世紀重要的神學及手抄經籍教學中心。這些保存完整

的建築群以群全山為背景，渲染出寧靜而古樸的氣息。於 1996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薩納欣修道院 Sanahin Monastery ：位於亞美尼亞北方的洛里省的阿拉佛迪鎮的薩納欣村，修建

於 10 世紀，與哈巴特修道院一起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修道院建築群再經歷了幾

次的修復後，融入了拜占庭式與高加索地區原有的建築風格。修道院以其書籍、彩繪畫及書法家而聞

名。宗教建築物的象徵是十字架圓頂形式，並在四個角落擴建，或大穹頂形式。薩納欣修道院包含三

間教堂、圖書館、鐘樓、教室等建築群，在全盛時期以傳授幾何數學、修辭、翻譯等著名。 

 
亞美尼亞文字紀念碑 Armenian Alphabet Memorial：亞美尼亞文字起源於西元 405 年，由神學家

聖梅斯羅布創造。 2005 年是亞美尼亞文字字母發明以來的第 1600 個生日，為了紀念，39 個巨大

字母被安放在此字母創造者長眠之地旁-聖梅斯羅布。聖梅斯羅布為(361 或 362-440 年)，亞美尼亞

神學家，語言學家。最主要的貢獻發明了亞美尼亞字母。他首先將《聖經》翻譯為亞美尼亞語，並翻

譯了其他的一些神學著作。他建立了數所修道院，促進了基督教在亞美尼亞的傳播。 

行車距離：葉律凡市區– (約 190 公里) 哈巴特修道院–(約 15 公里) 薩納欣修道院–(約 150 公里) 亞

美尼亞文字紀念碑–(約 30 公里) 葉律凡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晚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住宿：Armenia Royal Plaza Hotel 或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葉律凡 Yerevan－塔特夫 Tatev－傑穆克溫泉鎮 Jermuk 

霍爾維拉普修道院 Khor Virap Monastery：霍爾維拉普位於葉律凡西南方、亞拉臘山腳下的一座修

道院，靠近土耳其邊境，是亞美尼亞遊客最多的朝聖地之一。Khor 意為深；Virap 意為井；所以此

修道院名字的意思為深井。公元四世紀，基督教徒聖格雷戈里被亞美尼亞國王迫害，被關在深井里長

達 13 年。聖格雷戈里被釋放出來後，建造了這所修道院。雪白的亞拉臘山也是亞美尼亞人心中的聖

山聖地，只是可惜地聖山落在土耳其境內。這天最大的亮點是「霍瑞維拉」(意為深坑)；是一座皇家

的地牢，現在已成為一個基督徒朝聖之地。遊客慕名遠道而來不僅是她的建築、歷史，更是欣賞她與

周圍大自然的美妙和諧共存。 

諾拉凡克修道院 Noravank Monastery：這裡是亞美尼亞最壯觀的旅遊景點之一，建於 1205，諾拉

凡克 Noravank 的亞美尼亞語是新修道院之意。修道院座落在一個河流侵蝕的狹窄峽谷中，其周圍

環繞美麗的紅色岩壁。在此發現天神之父創造的半身像，這是亞洲極少能看到的。 

塔特夫之翼 Wings of Tatev：塔特夫之翼是一條 5.7 公里長的纜車路線，是世界上最長的單線雙向

纜車，連接 Halidzor 山頭和建立在另一座懸崖上的塔特夫修道院，把原本 45 分鐘的盤山公路縮短



到 15 分鐘的空中滑行。現代化的纜車，古老的修道院，凌空俯視秀麗山景，這裡是遊客必到之處。 

塔特夫修道院 Tatev Monastery：立於懸崖旁的建築群是過去這個區域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同

時在中世紀時期，也扮演亞美尼亞最早大學的身分，這種信仰中心兼教育體制的結合一直要到近現代

教育制度的引進後才結束。 

亞美尼亞最受歡迎的渡假勝地~傑穆克溫泉小鎮；"Jerm"在亞美尼亞語中代表"溫水"的意思，跟捷克

溫泉小鎮一般。這裡的泉水可以飲用，當地也有礦泉水公司，裝瓶銷售。此外溫泉並且被利用來作醫

療或美容療程。 

 

行車距離：葉律凡市區– (約 41 公里) 霍爾維拉普修道院–(約 83 公里) 諾拉凡克修道院–(約 150 公

里) 塔特夫–(約 110 公里) 傑穆克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或當地料理 

住宿： Jermuk Hyatt Plaza Hotel 或同級 

第七天 傑穆克 Jermuk - 古天文台石陣 Zorats Karer -瓦約茨佐爾 Vayots Dzor  -

葉律凡 Yerevan-亞美尼亞晚餐秀 

梭拉茲古天文台石陣 Zorats Karer：又名軍人石陣，也被稱為亞美尼亞的巨石陣。傳說中，亞美尼

亞遭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之際，神出現了，手指一點，把敵人軍隊變成了石頭。考古發現，這裡應

該是公元前 6,7 千年的人類聚居地，這裡的眾多石頭可能是幾百年中，人們用來做成的城牆，或者是

族長的墳墓，也有人說是世界上最早的觀星台。 



 

瓦約茨佐爾 Vayots Dzor：該地區是亞美尼亞最好的葡萄酒產地。由於獨特乾燥的氣侯，再加上土

質的關係，釀酒在亞美尼亞有一個古老的歷史，高加索山區目前是已知人類最早釀製葡萄酒的地區。 

參觀世界上最古老的酒莊（6500 年）Areni Wine Factory，亞美尼亞是美酒王國，一般人都很有酒

量。各類啤酒，葡萄酒，伏特加，白蘭地以及高度水果蒸餾酒，都很受歡迎。亞國引以為豪的杏子，

嚐過的人都稱讚那是全世界最美味的。據說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把杏子樹從亞美尼亞帶到希

臘種植，它們從此為世界所知。這個有幾千年歷史的美酒之鄉，出產的杏子酒香味濃郁。在酒莊可以

自由品嚐各類水果酒，葡萄酒，杏子酒等。 

參觀後驅車返回首都葉律凡。 

葉律凡 Yerevan：葉律凡是一座山城，2000 多年的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並且全國約三分之一

的人口均集中在葉律凡。其城市中心區集中了行政管理、商業、文化以及餐飲娛樂等場所，其實規模

並不大的，主要包括共和國廣場、步行街、大劇院、大台階、共和國母親公園以及眾多街心公園等。 

行車距離：傑穆克– (約 70 公里) 梭拉茲古天文台石陣–(約 80 公里) 瓦約茨佐爾–(約 123 公里) 葉

律凡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晚餐：亞美尼亞晚餐秀 

住宿：Armenia Royal Plaza Hotel 或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第八天  葉律凡 Yerevan－艾奇米亞津 Echmiadzin－茲瓦特諾茨神殿遺址

Zvartnots Temple(UNESCO)- 葉律凡階梯 Yerevan Cascade -葉律凡機場 

艾奇米亞津 Etchmiadzin Cathedral：於公元 301 年由信奉基督教的戴爾達提斯王下令興建，現存

建築建於公元 483 年，是亞美尼亞最早建成的教堂，被不少人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間教堂。據記載，

聖格列高利曾得啟示：見耶穌從天而降，用金錘擊打此處，遂將教堂建在這裡。艾奇米亞津的亞美尼

亞語翻譯出來就是，「神兒子親臨」之意。如今，這座全世界最古老的主座教堂，因其珍寶室中收藏

著挪亞方舟的木板、耶穌釘十字架時肋旁被刺的那根矛以及十字架的木屑片而聞名於世。由於教堂建

築群生動地呈現亞美尼亞四瓣型教堂和穿廊形式的教堂發展演變過程，對周邊廣泛地區的教堂設計和

藝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00 年入選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茲瓦特諾茨大教堂建築群考古遺址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Zvartnots：2000 年列入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建於 641 年至 661 年，是亞美尼亞中世紀早期的建築文物，20 世紀初挖掘出土。茲

瓦特諾茨遺址包括聖喬治教堂，又叫茲瓦特諾茨教堂和三世總主教宮殿。教堂規模遠遠超過艾奇米亞

津教堂，這一建築傑作與其他古代拜占庭風格的宗教建築最大的不同是；中間圓頂的建築形式，正面

裝飾著假連拱、雕刻、浮雕等，內部裝飾著有鑲嵌畫與壁畫。 

 
葉律凡階梯 Yerevan Cascade：是位於亞美尼亞首都葉律凡市中心的一個巨大的階梯形建築。葉律

凡階梯設計於 1971 年，在 1980 年完工。其外表有多座雕塑及噴泉，登上階梯頂部後可一覽葉律凡

市區景觀，內部則作為卡菲斯揚美術館使用。 

 
行車距離：葉律凡– (約 20 公里) 艾奇米亞津–(約 14 公里) 茲瓦特諾茨考古遺址–(約 20 公里)葉律

凡 



晚餐後稍事休息並梳洗，隨後收拾行囊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搭機返台。文化的衝擊、壯麗的天然

景色，以及一路上熱情友善的人們不吝於給予的笑容，是那麼的難得可貴，他們如此滿足於這樣純樸

天然的環境中，這是我們處於都會中的人們無法體會的。珍惜擁有的幸福吧！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亞美尼亞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 機上 

第九天    葉律凡 Yerevan / 杜哈 Doha / 香港 Hong Kong / 台北 Taipei 
搭乘今日航班，經杜哈及香港轉機返回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第十天     台北  

清晨班機抵達台北，結束此趟愉快深度探訪亞美尼亞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