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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行程:

造訪8處UNESCO世界遺產

1. 戈勒斯坦宮  
Golestan Palace

2. 芬園  
Fin Garden

3. 星期五清真寺  
Jame Mosque

4. 伊瑪目清真寺  
Imam Mosque

5. 伊瑪目廣場  
Imam Square

6. 四十柱廳  
Chehel Sotun Palace

7. 帕薩爾加德  
Pasargadae

8. 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伊朗著裝:

1. 男士長褲+上衣，不可穿無袖和短褲。 

2. 女士長褲+長袖，須戴頭巾，外套稍寬鬆且蓋過

臀部，衣著不能看出體態。

精選住宿:全程入住豪華5★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

休息質量。

特色安排

伊朗猶如貝殼裡的珍珠，女子謙誠罩衫下美好的底蘊。近四

千年古文明的伊朗，稱霸巴西亞兩千年。波斯帝國的發源

地，更是歐亞草原上重要的文明古國，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的

區域之一。邀請您與我們一起親歷這古文明的源頭，感受伊

朗人民的熱情純真，一覽傳統的波斯市場，欣賞自古享有盛

譽的波斯地毯。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伊朗
Iran

德克蘭
Tehran

Kashan
卡珊

Abyaneh
阿彼亞妮

Isfahan
伊斯法罕 Nain

納因

Yazd
阿茲德

Abarkuh
阿巴庫

Shiraz
色拉子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嘗其餐飲

文化。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德黑蘭Tehran, 伊朗Iran
今日航班抵達德黑蘭，專車接機前往住宿酒店。

【住宿】Parsian Azadi International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2天 德黑蘭Tehran
 ★ 戈勒斯坦宮Golestan Palace: 華麗的戈勒斯坦宮是波斯卡賈
(Qajar dynasty)時期的建築經典，是早期波斯工藝與來自西方
的影響成功融合的體現，也是伊朗最早的建築群之一。2013
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 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伊朗國家博物館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博物館之一，集中展示了波斯4,000多年曆史的精華，展
品時代最遠的可追朔至3.5萬年前。展區主要分為兩部分，最
具觀賞價值的是第一部分伊斯蘭時代以前的展品，收集了全
國各地出土的米底、阿契美尼德、塞琉古、帕提亞和薩珊時
期的陶器、銅器、鐵器和建築裝飾等。不能錯過的精品是大
流士一世的純金號角型酒杯、帕提亞武士雕像和波斯波利斯
的牛首柱頭。

 ★ 伊朗國家珠寶博物館Iranian Crown Jewels: 這裡有世界上數
量最多的珠寶，到處都閃爍著光芒。博物館的展品多數是16
世紀以後波斯的薩法維王朝從歐洲、印度以及奧斯曼帝國掠
奪的奇珍異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顆名為“Sea of Light”的玫
瑰色鑽石，重182克拉，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寶石之一。博物
館裡最寶貴的遺物是法塔哈·阿里國王遺留下來的孔雀寶座
(Takht-e-Tavous)，上面鑲有26,700多顆寶石。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arsian Azadi International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德黑蘭  Tehran 卡珊
 ★ 芬園Fin Garden: 阿巴斯大帝於西元1590所建的波斯花園，佔
地2.3公頃，花木扶疏，流水潺潺，已被UNESCO列為世界遺
產。

 ★ 高勃佐爾格清真寺Agha Bozorg Mosque: 是伊朗卡珊的一座
歷史清真寺，建於18世紀
後期。為講道和教學會議而
建，清真寺和神學院位是最
宏偉的建築之一。

 ▲ 大巴扎Bazaar: 伊朗傳統集
市，感受伊朗當地人的生活
方式。

 ★ 希雅克塔廟遺址Sialk Hill: 位
於伊朗的卡珊，已有7,000年
的歷史。

 ★ 波魯傑蒂宅邸Borujerdis 
House: 此地建築氣派宏偉，
精雕細琢，擁有三座高達40
公尺的風塔，是傳統波斯建

築的經典之作。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Saraye Ameriha Boutique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Tehran – (244 km) – Kashan

第4天 卡珊 Kashan  阿彼亞妮 Abyaneh  伊斯法
罕 Isfanhan 

 ▲ 阿彼亞妮村莊Abyaneh Village: 阿彼雅尼村莊位於伊朗中部卡
爾卡斯山脈的一個山谷內，從帕提亞時期就有人居住，至少
已有2,000年歷史。由於地理位置偏僻且自然條件惡劣，居
民們曾長期與世隔絕，因而這裡被稱作伊朗文化的活化石。  

 ▲ 哈糾橋Khaju Bridge: 伊斯法罕的一座橋樑，被譽為伊斯法罕
省最優秀的橋樑。它是由波斯薩非王朝國王阿拔斯二世於
1,650年左右興建在舊橋的基礎上。它不僅是橋樑和水壩，
還是一座建築，為公眾集會的場所。

 ▲ 卅三拱橋Siose Pol Bridge: 伊斯法罕11座橋樑之一，雙層結
構，共有33個拱。被高度評價為薩非橋樑設計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Abbasi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Kashan – (87 km) – Abyaneh – (174 km) – Isfahan 

第5天 伊斯法罕 Isfahan
 ▲ 伊瑪目廣場Imam Square: 位於伊朗的伊斯法罕市中心，當
年薩非王朝國王阿巴斯檢閱軍隊和觀看馬球的場所。1979
年UNESCO將伊瑪目廣場列入世界遺產。

 ★ 伊瑪目清真寺Imam Mosque: 伊朗伊斯法罕的一座清真寺，
位於伊瑪目廣場南側。伊瑪目清真寺是波斯建築的傑作。
連同伊瑪目廣場，已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 柔特菲拉清真寺Sheikh Lotfollah Mosque: 是皇家禮拜場
所，因並無叫拜塔，除了將祈禱室建於地下室的特色之
外，主建築的天花板以網狀糾結的伊斯蘭圖紋作為裝飾，
由窗戶投射進入的光束形成孔雀開屏的視覺效果，呈現了
精湛的建築工藝。

 ★ 阿歷喀普宮Ali Qapu Palace: 是伊朗伊斯法罕的一座宮殿，
位於伊瑪目廣場西側，希克斯羅圖福拉清真寺對面，高48
米，有七層，以螺旋樓梯相通，六樓為音樂廳。

 ▲ 罕大巴扎Qeysariye Bazaar: 十六世紀末由沙加亞阿巴斯一世
建造的。外邊鋪鋪滿了多彩多姿的馬賽克，其中描繪了生肖
符號弓箭手，伊斯法罕創立的星座。

 ★ 四十柱廳 Chehel Sotun Palace: 座落在昔日的皇家園林內，用
以款待各國貴賓。在入口處，映入眼中的是一片大水池，長
110公尺、寬16公尺，池畔有雕像妝點，據說四十柱廳前的
屋頂是由20根筆直的木柱支撐著，加上水池中的倒影，共有



★ 雅茲德清真寺Kabir Jami Mosque: 是伊朗亞茲德省亞茲德市
的一座大型清真寺，出現在伊朗200里亞爾紙幣的正面，是
伊朗傑出的14世紀建築之一。

▲ 法哈丹街區Fahadan Neighborhood: 最古老的街區，街巷如
同迷宮一般。

★ 亞歷山大監獄Alexander’s Prison: 現為一座茶館，位於清真
寺附近巷弄間。

▲ 恰赫馬克牌樓Amir Chakhmaq: 是為紀念西元7世紀伊瑪目
侯賽因在阿舒拉戰役中殉道而建的。中間噴泉也有一組雕
塑，雕的是波斯老人用皮囊給行人送水的情景。

★ 雅茲德水博物館Yazd Water Museum: 建於2000年5月，展示
品包括卡納特系統的挖掘裝備與工具、歷史文件、貯水容
器、模型等等，呈現了伊朗東部沙漠地區水資源的利用，
特別是卡納特地下水利系統，其影響所及達到中國新疆、
整個中亞地區及阿拉伯半島等。

★ 荳拉巴特花園Dowlat Abad Garden: 荳拉塔巴特花園是雅茲
德最大的花園，建園歷史約180年。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Parsian Safaiyeh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9天 亞茲德 Yazd  阿巴庫 Abarkuh  色拉子 Shiraz  
▲ 阿巴庫小鎮Abarkuh Town: 是伊朗法爾斯及亞茲德交界的邊

界小鎮完全沙漠地區的景觀，可以看到象征自由、永恆、完
美、古老的雪松樹。

▲ 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 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時代的首都，
建於西元前六世紀，為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第一座都城。已
被UNESCO列入世界遺產。

▲ 賽勒斯之墓Tomb of Cyrus: 位於帕薩爾加德宮殿西南約1公
里的賽勒斯大帝的紀念碑。根據希臘消息來源 ，它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559-29年。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Zandiyeh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Yazd – (155 km) – Abarkuh – (288 km) – Shiraz

第10天 色拉子 Shiraz
★ 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位於色拉子「善心山」(Mountain of 

Mercy)之下，曾經是波斯帝國的首都，該城的名字在古代
波斯的含義是「波斯人的城市」。作為波斯帝國禮儀上
的首都，用於接待外國使臣，接受萬國朝拜。1979年被
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四十根柱子，所以稱之四十柱廳，現為博物館。2011年被
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Abbasi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6天  伊斯法罕 Isfahan
★ 星期五清真寺Jameh Mosque: 伊朗伊斯法罕的大型清真寺，

興建和修復從771年直到20世紀末。2012年被UNESCO列為
世界遺產。是伊朗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包括四座不同時
代的宗教建築，擁有華麗的馬賽克裝飾。

▲ 伊瑪目廣場Imam Square: 位於伊朗的伊斯法罕市中心，當
年薩非王朝國王阿巴斯檢閱軍隊和觀看馬球的場所。1979
年UNESCO將伊瑪目廣場列入世界遺產。

★ 凡克主教座堂 Vank Cathedral: 凡克主教座堂由亞美尼亞人
建於1606年，是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一座主教座堂，位於
伊朗伊斯法罕。「凡克」在亞美尼亞語中意為修道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Abbasi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7天 伊斯法罕 Isfahan  納因 Nain  亞茲德 Yazd
★ 納因大清真寺Nain Jami Mosque: 伊朗最古老的清真寺之

一，建於八世紀，八角形的叫拜塔是特色。

★ 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cal Museum: 位於納因，可追溯到
1560年。館內有一些美麗的壁畫，俯瞰中央庭院的部分客房
裝飾：織布車間，茶館...織布機生產，編織羊毛和駱駝毛。

▲ 美寶德Meybod: 一個建於前伊斯蘭時期的優美古城，也是
伊朗世界遺產預備名單中的項目。觀納琳城堡遺址以及卡
納特水利設備。

★ 冰屋Ice House: 美寶德的冰屋是伊朗人儲水的地方。

★ 羅恩城堡Narin Castle: 位於伊朗克爾曼省以南100公里的一
座土坯城堡，城堡完整的展示了一個荒 廢的城堡的所有建
築元素，也是伊朗最有趣的景點之一。

★ 白鴿塔Pigeon Tower: 此塔是古代波斯人飼養白鴿而建，而
留下之糞便用作農耕之肥料。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arsian Safaiyeh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Isfahan – (158 km) – Nain – (170 km) – Yazd

第8天  亞茲德 Yazd
★ 寂靜塔Towers of Silence: 建在沙漠裡，是拜火教過去天葬的

地方。拜火教是基督教之前最有影響的宗教，視水，土，
火為聖物，所以不能水葬，土葬和火葬，只能天葬。據說
佛陀開悟後最初招收的弟子都是拜火教徒。波斯歷史上薩
珊王朝（3世紀）的時候，拜火教立為國教。拜火教的最高
神叫阿胡拉馬茲達，創造了世界，火是他的兒子，所以崇
拜象徵光明的火。

★ 瑣羅亞斯德寺Zoroastrian Fire Temple: 裡面有聖火，經1,500
年不熄。波斯人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前，普遍信仰拜火教，
有些受蒙古人影響，像薩滿教全球。目前有50萬拜火教
徒，亞茲德就有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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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斯達姆Naghsh-e Rostam: 位於伊朗法爾斯省波斯波利斯西
北約12公里的古老墓地。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王朝時候帝王的
陵墓群，正面可以看到四個墳墓，一組古老的伊朗岩石浮雕
切成懸崖，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Zandiyeh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11天 色拉子Shiraz
▲ 畢夏普爾Bishapour: 波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薩珊王朝的都

城，遺址保留了一些精美的波斯和羅馬石雕圖案。

▲ 溏坵崗Tange- Chogan: 畢夏普爾都城的一部分，在一條深溝
的山壁上雕刻了當年薩珊王朝夏普爾一世皇帝授權出征將
士，三次打敗羅馬軍隊、俘虜了羅馬帝國皇帝的浮雕而著
名。共有六幅大型浮雕，其中的一幅浮雕表現了薩珊皇帝夏
普爾將羅馬皇帝踩在馬蹄下的場景。

★ 綠鏡清真寺Ali-Ibn- Hamze Holy Shrine: 19世紀時重修的，建
築的穹頂非常顯眼，在藍天白雲下呈現出一種說不出的美
感。寺內的彩窗，古老的木門以及內部綠色鏡子的裝飾也是
顯著的特色。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Zandiyeh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12天 色拉子Shiraz  德黑蘭 Tehran
★ 莫克清真寺Nasir Ol Molk Mosque: 伊朗設拉子的傳統清真

寺。清真寺的門面上有大量的彩色玻璃，並展示了其他傳統
元素。由於在室內設計上使用了相當多的粉紅色瓷磚，因此
它在流行文化中被命名為粉紅色清真寺。

★ 卡里姆汗堡Citadel of Karimkhan CitadelZand: 伊朗南部城市
設拉子的一座城堡，興建於1766-1767年。卡里姆汗邀請當
時最好的建築師和藝術家，從外地甚至國外購買最好的材
料，迅速地建成了這座城堡。1971年，卡里姆汗堡交給伊朗
文化遺產組織，改為博物館。

▲ 瓦基爾巴扎Vakil Bazaar: 中東地區最古老Bazaar發源地，除
了感受到古時驛站的繁囂，更能領略到色拉子別具魅力的風
土人情。

★ 卡瓦姆之家Qavam House: 伊朗色拉子的傳統歷史建築，已有
130多年歷史的典雅大宅，富麗堂皇中透著古樸的阿拉伯傳
統特色。目前是一個博物館。

★ 哈菲茲墓Hafez Mausoleum: 位於伊朗設拉子北部的莫薩拉花
園，是14世紀波斯詩人哈菲茲的墓葬和紀念建築，興建在
1773年舊建築的遺址上。哈菲茲是伊朗最受歡迎的詩人，哈
菲茲墓是伊朗所有旅遊古蹟中遊客最多的名勝。

★ 鏡宮聖陵Shah Cheragh Holey Shrine: 伊朗設拉子的一個殯葬
紀念碑和清真寺的穆斯林建築，裡面用鏡子和瓷磚裝飾，藏
有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兄弟的墳墓。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arsian Azadi International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13天 德黑蘭 Tehran
★ 薩德阿巴德王宮Sa‘ad Abad Palace: 是巴列維國王的皇家夏

宮，宮殿內裝飾富麗堂皇，將伊朗和歐洲風格融為一體。宮
殿頂部為伊朗優美獨特的石膏雕像，地上鋪著精美的波斯地
毯，無論是建造設計還是室內裝飾都體現了伊朗建築建築藝
術的精華。

★ 尼亞瓦蘭皇居Niavaran Palace: 曾是伊朗巴列維王朝末代國王
於1979年被伊朗革命推翻前，皇室成員的主要居所，於1968
年建成，佔地約5公頃。房屋內部裝修極盡豪華，裡面的陳
設基本保留著皇室成員們當時的生活原貌。

▲ 塔傑里什大巴扎Tajrish Bazaar: 德黑蘭最古老的地區之一，它
是根據德黑蘭其他傳統義賣市場的建築風格建造的大集市。

▲ 自然之橋Tabiat Bridge: 伊朗德黑蘭建成的最大的行人天橋。
270米的大橋連接了兩個公共公園，跨越Modarres高速公
路，是德黑蘭北部的主要高速公路之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美食【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Parsian Azadi International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14天 德黑蘭 Tehran  美國USA
今日搭機飛往美國，結束難忘的伊朗14日經典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行程開始日期 
Tour Start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9/20/2019

$4,700 $1,700
11/08/2019 

02/01/2020

04/05/2020

報價包含 Shiraz Q Tehran 的機票

Company Name:

Phone: Email:

Website: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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