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印象深刻的斯维第.茨霍维里修
首院位于以前拜火教庙宇的地点上。
它是于公元337年为了庆祝国家接
受基督教的大事件而兴建的。斯维
第.茨霍维里修首院属于格鲁吉亚最
大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修首院内壁有
壮丽独特的壁画。 这个伟大的建筑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格鲁吉亚国王声
称为王和埋葬圣地。

乡村生活

巴统 – C6
位于黑海之滨的巴统市是阿扎尔地区
最美丽和现代的城市。城市里经常举
行各种当地或国际范围的活动。最近
q
在巴统观众面前演出的明星包括：普
拉西多.多明哥，荷塞·卡雷拉斯, 克
在第比利斯古城漫步时您会遇到城
第比利斯 – H6
里斯.伯堤, 斯汀和安立奎·伊格莱希
第比利斯作为格鲁吉亚首都的时间 市保护着 — 纳丽卡拉堡垒，也会 亚斯。城市精美的环境，独特的建筑
看到它下面的山丘上修建的奇特的 风格和现代旅馆使巴统市成为进行商
已超过1500年。
木头房子。
务活动及度假玩耍的最佳地点。
这边的环境平静又魅力。这里有木
格鲁吉亚最著名的教堂因其波纹圆
头房子，很多教堂，咖啡馆和温
泉。今日的第比利斯特别像曾经最 顶大大不同于俄罗斯经典建筑风格
早的商人和骆驼商队沿着丝绸之路 （新艺术）的教堂，也不同于原苏
从亚洲到欧洲旅游时经过并露营的 联或现代风格的教堂。
第比利斯。
格鲁吉亚到处存在的文化混合体
第比利斯多样文化的混合曾经吸引 现 了 把 格 国 当 作 自 己 祖 国 的 不 同
过不少艺术家， 哲学家和作家， 人 们 的 来 源 和 性 质 。 在 第 比 利 斯
例如：亚历山大.仲马，普希金, 莱 古 城 到 现 在 可 以 遇 到 犹 太 区 ， 阿
蒙托夫, 柴可夫斯基, 耶庭.古基， 塞 拜 疆 区 和 亚 美 尼 亚 区 ， 也 可 以
克努特·汉姆生，拉姆齐·麦克唐 光 临 清 真 寺 ， 犹 太 ， 亚 美 尼 亚 和
q
格鲁吉亚教堂。
纳和菲茨罗伊.麦克林.

航空
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城市有往
第比利斯的直飞航班，如：
阿姆斯特丹、慕尼黑、里
加、 维也纳、法兰克福、
布拉格、华沙、 伊斯坦布
尔、 迪拜、特拉维夫、 雅
典、巴库、莫斯科、罗马、
叶卡捷琳堡、基辅、明斯
克、阿拉木图、阿斯塔纳、
阿克套、德黑兰、乌鲁木
齐。

格鲁吉亚国家旅游局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0105
Sanapiros 街，4号
电话: +99532 2436999
传真: +99532 2436085
邮箱: info@gnta.ge

气候
虽然格鲁吉亚面积小，但是
气候却很多彩。主要是高
加西欧尼北山脉的影响，其
山脉挡住来自北边的冷空
气， 而高加索南山脉挡住
国家南边很干燥的空气。
夏天平均温度大概在190C
至 200C，冬天 - 1.50C –
30C。

巴葛拉特大教堂 –俯视着库塔伊西市
的这个十字教堂是于公元11世纪巴葛
拉特国王在位时代建造的。特别要注
明的是它令人钦佩的大小，正面的结
构和浮雕装饰 。1994年巴葛拉特大
教堂被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杰作“。
E

s

D

伽斯贝克 G4
600年前建造的格尔格逖圣三一寺
院位于伽斯贝克山（5033米）的山
脚下。 寺院的石墙曾经承受过时
间逆境和敌人的无数攻击，以便至
今还骄傲地继续当格国强大精神的
象征。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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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s

STATION

1

NATIONAL
STADIUM

AK. TSERETELI
PARK

Main road
Street/Road in settlement

电
电压时220伏，50赫兹。欧
盟插头可用于整个国家。
通讯
国家代码为+995，
第比
利斯代码为332。格鲁吉
亚移动运营商（Geocell,
Magticom, Beline）覆盖
几乎所有的地区；在很多
WI-FI网络区域游客可以免
费上网。

MUSHTAIDI
PARK

q

古达吴里（Gudauri）G4
古达吴里（Gudauri）位于高加索
山脉中部，围着几座欧洲引人瞩目
的山, 是著名的滑雪胜地，也是四季
冒险地方。
距离最短的公路及从第比利斯国际
机场时间更短的直升机直飞，让古
达吴里成为全年娱乐胜地。从十二
月到四月中旬，滑雪季期间内，古
达吴里向不同水平的滑雪者和滑雪
板运动员提供难忘的冒险机会。真
正的高手可以享受滑在欧洲最挑战
的无人滑过的山坡之一，也可以享
受乘直升机滑雪。

TECHNICAL
UNIVERSITY 2

的村庄。它很多惊人的中世纪石塔
和它的高远地理位置（海拔2300
米）使它独树一帜。欧洲最高的这
个山村上几乎终年都覆盖着雪。这
里晴天时直接可以看到格鲁吉亚最
高的山峰 – 高度为5068米的什哈
拉山。

2

CENTRAL RAILWAY
STATION

SABURTALO

PARK

未得到紧急救治，请拨号
112 – 紧急情况管理局。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以下网
页：

Sports ground
Vine yard
Grassy cover
Bushes
Lake, water reservoir

Swimming pool

Services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Supermarket

Gym

Transport

Government building

Protestant church

Bazaar

Self government, municipality

Catholic church

Furniture saloon

Metro station

Court

Armenian church

Post o

Railway station

Police station

Synagogue

Books and gifts shop

Bus station

Mosque

Petrol station

Cable, ski lift station

Shrine

Travel agency

TVTower

Food, Entertainment
and Accommodation
Restaurant
Night bar, pub

Bell Tower

Shopping center

Bath

Bank

Architectural monument

Emergency

Education, Culture

Cafe, fast food

KUKIA
and CEMETERY
Scienti c

Barbecue, Khinkali

Museum art gallery

Hotel

Movie theatre

Park

Live theatre

Merry−go−round, carousel

Library

Zoo
Circus
Casino
Bowling, billiards

International airport

Medical
Hospital clinics
Medical emergency

Sport
Stadium
Skating rink

Concert hall

Auto−sport

School

Cycle track

High School, University

Hippodrome

Scienti c institute

Tennis

HEROES

ZOO

Breakage

Orthodox church,
monastery
Fortress

Local government (City hall)

500 m.

Cemetery

Religion and Monument

Government
Central government

GeoLand.ge

© GeoLand Ltd. 2013

MZIURI PARK

4
VAKE
PARK

VERA
PARK

PARK OF
ROSES
TBILISI

MRGVALI
PARK

5

E. AKHVLEDIANI
HOUSE-MUSEUM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以下网
页：
www.georgia.travel
卫生保健
不任何旅游时，严格推荐办
理相关的保险。

Garden, park

City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River and canal
Intermittent river

TECHNICAL
UNIVERSITY 1

3

Forest

Stairs
Underground crossing
Tra direction

KUKIA

Highly built up residential
quarter and industrial quarter
Village

Local unpaved road
National unpaved road
Cart−track
Forest road
Pathway
Elec ed: single−track
railway
Narrow−gage railway
Cableway
Funicular

STATION
2

货币
格鲁吉亚货币叫拉里
（GEL）。一拉里等于100
特特利，1拉里等于0.46欧
元或0.60美元（据2012年的
数据）。大城市的旅馆接受
行用卡付款，但是郊外这方
面的情况，请提前查阅。主
要的大小城市都有取款机。

Public buildings

Highway

1

TAFU (II BUILD.)

LITERATURE-MEMORIAL MUSEUM
OF ILIA CHAVCHAVADZE
RUSTAVELI

6

SAARBRUCKEN SQ.

VERA
CEMETERY

9 MARCH
PARK

TURTLE LAKE

TAFU

DEDAENA
PARK

q

美斯帝亚 – D2
斯瓦涅季的这小城市最近变成了滑
雪度假村。以其石塔，漂亮的风
景，乌诗芭山峰 （4690米）和特特
努勒帝山峰（4858米）出名的这小
城市一直是冒险者和文化之旅爱好
者最喜欢的夏季旅游目的地。

Public
Service Hall

MUSEUM OF
LITERATURE

9 APRIL
PARK

q

波尔荣 - E6
波尔荣因为它天然而纯净的矿泉水而
出名。含有健康化学成分的波尔荣矿
泉水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可以用来预
防和治疗许多病。波尔荣有很多一直
乌诗古丽 – E3
流出不停的泉水；它毗邻波尔荣国家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公园。公园里有许多步道，棚屋和雄
这一座文化遗产杰作是秀丽并遥远 伟的野生森林。

7

THE NATIONAL
GALLERY

KASHUETI
CHURCH

HOLY TRINITY
(SAMEBA)
CATHEDRAL

V.

公路
巴库、伊斯坦布尔、安卡

菜
第比利斯有许多好的餐厅，
可以品尝格鲁吉亚和国际美
食。而格鲁吉亚各个地区的
餐厅以当地传统的菜为主。

q

A

伊斯坦布尔是第比利斯国际
机场与世界主要大城市之间
的主要连接点。

住宿
格鲁吉亚主要城市，如第比
利斯和巴统有各种类别的
旅馆，从国际四星级到家庭
寄宿。郊外地区可以住三星
级家庭宾馆，包含床位和加
早餐。

库塔伊西 – D5
格鲁吉亚西部城市库塔伊西是国家
第
q三 大 城 市 。 它 依 然 保 存 着 中 世
纪城市的特点。另外这里还有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
个文化遗产杰作：巴葛拉特大教堂
和格拉特修首院。城市附近的绿山
上耸立着壮丽的莫扎梅塔寺院。

E

到达

海路
乌克兰两个港口 – 伊利彻
委和敖德萨有开往格鲁吉亚
的渡船。

q

IDG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以下网
页：www.mfa.gov.ge
http://mfa.gov.ge/index.
php?lang_id=ENG&sec_
id=96&info_id=10474

铁路
格鲁吉亚铁路连接到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每天有巴
库到达格鲁吉亚的火车。网
页：www.railway.ge

C

B

教堂内壁从天顶到地面都覆盖着自
从修首院设立而存下来的浅色壁
画。最初格拉特修首院是在整个高
加索和邻近地区著名的培训学院。

DRY
BR

独联体(CIS)国家的游客，
除了俄罗斯联邦和土库曼斯
坦意外，免签。

拉、特拉布宗、埃里温和雅
典每日有开往第比利斯的公
交车。

q

姆姿赫塔 –G6
古老的支瓦里教堂耸立在高山之巅
上，景色为格鲁吉亚前首都姆姿赫
塔。您从几公里远就可以看到这个壮
丽的教堂。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支
瓦里教堂是纯洁的象征。它俯视着两
条主要的河流 – 库拉河和阿拉格维河
交界处。

旅游信息
签证要求
所有国家的游客应该持有效
期的护照。美国、加拿大、
日本、以色列、黎巴嫩、欧
共体成员国、波斯湾合作理
事会 (GCC)等国家的护照
持有人未有签证要求。

q

格拉特修首院 - 格拉特修首院是于
1106年由大维建国着兴建的一座至
今保存完好的建筑群， 也是格鲁吉
亚中世纪建筑的一个卓越代表作。

q

A

西格纳吉 17
西格纳吉市位于山丘上。它四周环
有的令人瞩目的防护城墙是由赫拉
克第二国王18世纪下半期建造的。
它有23个塔楼并且各个都是以邻近
的村庄而命名的。这些塔楼曾经用
来当作人民的庇护。西格纳吉市呈
现出阿拉萨尼平原和高加索山脉的
最佳风景。

CARREFOUR

MUSEUM OF
GEORGIA

MTATSMINDA
PARK

DIRECTION FROM THE CENTER TO THE AIRPORT
8

FUNICULAR

FUNIC ULAR

MUSEUM OF FINE
ARTS

AY)
(CLIFF RAILW

LIBERTY
SQUARE
INDEPENDENT
THEATRE

.

RUSTAVELI

Holy Trinity (Sameba)
Cathedral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Pushkini Square
FREEDOM SQ.

GT HOTEL

BUDDHA BAR
THE BRIDGE OF
PEACE

RIKE PARK

AVLABARI

VARKETILI

OLD TBILISI

18 Km

9

TBILISI HISTORY
MUSEUM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Ortachala

SULFUR BATHES

BOTANICAL GARDEN

不外售 – 格鲁吉亚印刷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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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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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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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BANOTUBANI

L

making the crucial link between Africa and
the ﬁrst Europeans.
p

caves, its centre-piece is the royal complex
founded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Tamar
(1184 – 1213). The main church is carved
into the rock and the walls serve as a
canvas for one of only three portraits of
Queen Tamar painted in her lifetime.

p

spectacular vista, their walls still covered
in striking religious frescos.

q

大卫.加雷卓修首院 (H7) –公元6世
纪建造的这一伟大的石窟教堂群位
于第比利斯南边的半沙漠里。这里
居住的僧侣曾经超过1000个。虽然
有一段时间该石窟群处于被遗弃状
q
q
态，不过今日它依然开放着。位于
David Gareji (H7) – This grandiose
Uplistsikhe (G6) – The large complex of
岩石上的洞穴俯视着令人惊叹的景
complex of cave monasteries located in
natural caves at Uplistsikhe
has 是天然石窟
been
吴扑里斯兹黑
（G6）
色。岩石上依然覆盖着惊人的宗教
the semi-desert just south of Tbilisi, was
inhabited from pre-Christian times. Set on
群中比较大的一个代表作。它是基
壁画。
established in the 6th century. It once
a hill overlooking a river it served as an
督教前时期兴建的，位于山丘上并
housed over 10,000 monks and although
important trade centre on the historic Silk
俯视着大河。吴扑里斯兹黑12
世纪
国家公园
it fell into neglect, today it functions as a
Road until the 12th century. Today a small
前曾是丝绸之路比较重要的一个商
格鲁吉亚国土的40%仍然覆盖着森
monastery once more. Set on the top of
chapel perches on its summit and draws
业中心。它上面的小教堂一直特别
林。国家有40多个必须保存的保护
high cliffs, the caves look out across a
tourists and locals alike.
吸引旅游者和当地人。
p

q

SHATILI
莎逖丽––H4
H4
The
remote village of Shatili stands as
莎逖丽高原村是堡垒建筑风格独一
an
outstanding and unique example
无二的代表作。村庄位于大高加索
of fortress architecture. Located on
北坡上。它包括大约60 个塔楼。一
the northern slopes of the Greater
个接着一个建造的这60个塔楼形成
Caucasus, beyond a high pass, the
了一个大的防护建筑。
village is composed of some 60 towers
all clustered together to form one large
图舍逖 - building.
14
protective

q
TUS q
HETI – I4
Tusheti is an unforgettable remote
mountain
destination and is one of
的遥远的地方。
Georgia’s hidden secrets.

q

石窟城
瓦尔季阿 （E7） 是岩石里雕刻出来
的13层组成的石窟群。塔玛拉女王
在位时（1184-1213）建造的这一
德玛尼西 – G8
王国建筑群大约包括250个洞穴。主
CAVE TOWNS
德玛尼西以一百八十万年前的古人 教堂是在岩石里雕刻出来的。壁画
Vardzia ( E7) – This rock monastery cut
DMANISI – G8
类化石的出土而出名。这个卓越的 中仍然保存下来了塔玛拉女王的肖
into steep cliffs above a river valley, climbs
Dmanisi is famous for its archaeological
考古发现指示而证明当时非洲与欧 像。这种肖像格鲁吉亚的三个地方
up thirteen stories. Containing around 250
ﬁnd of a 1.8 million years old hominid,
神秘而难忘的图舍逖是藏在深山里 洲人的关系。
才能遇到。

q

q

区。波尔荣-哈拉伽乌里公园属于欧
洲最大的国家公园，也是高加索地
区保护区网络公园 （PAN 公园）的
q
唯一成员。
NATIONAL PARKS
Nearly 40% of Georgia’s territory is still

洞穴 – D5
forest. There are more than 40 Protected
格Areas
鲁 吉specially
亚西部
富有许多深洞和溶
identiﬁed for conservation.
洞。其中一些内有地下河，便可以
Borjomi-Kharagauli is the largest National
享受让人惊叹的洞穴乘船之旅。

a cave.
Sataplia is a karst cave located about
6 km north-west of Kutaisi, in a nature
reserve of the same name. Discovered
in 1925, the grotto features spectacular
stalactites and stalagmites and is 890m
long, 10m high and 12m wide. Famous
dinosaur footpri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here as well.
Tskaltubo karst grotto is a unique
natural phenomenon which has featured
q
in many myths and stories, from Georgia
to Ancient Greece. Its main 1 km-length
萨塔普里阿溶洞位于离库塔伊西西 迹。很多格鲁吉亚或古希腊神话传
path hosts many amazing sights: halls,
北部6 公里路 ， 在萨塔普里阿保护 说中都提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它
galleries, an underground river, petriﬁed
区里。1925年发现的这个著名的洞 主要的1公里长的路蹊上可以遇到壮
q
ﬂows, various forms of stalactites and
穴因其钟乳石和石笋而出名。它长 丽的景色：大厅，长廊，地下河，
stalagmites and other exotic natural
GROTTOS – D5
度为890米，高度为10米，宽度为
化石流，不同形状的钟乳石，石笋
phenomenon.
Western Georgia is home to many long,
12米。另外这里还有著名的恐龙脚 和其他奇异的自然现象。
deep karstic caves and some have
印。underground rivers allowing you to have
the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of boating in
Park in Europe and is the only member of
PAN parks in the Caucasus region.

茨哈勒都勃溶洞是大自然真正的奇

欢迎来到格鲁吉亚，亲自
So come and explore it for yourself!
经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