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欧亚交叉口上的格鲁吉亚体现了独特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在这个小而精致的国家, 您可以近距离感
受巍峨的高加西欧尼山系; 亲临黑海海岸; 沉浸在怡人的气候中, 品尝世界知名的矿泉水, 参观历史文物古
迹。格鲁吉亚, 这个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的国度, 其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色味俱佳的美食、丰富的酒
文化都是值得您来细细品味的。



在这里, 您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做客经历。下面, 就让我们一
起看看, 到格鲁吉亚做客具体是怎么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处于东方和西方交叉口的截然不同的国家。几千年
来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与旅游者们, 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整
个国家,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里的文化、音乐、以及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比利斯古城迷人的建筑; 卡赫逖(Kakheti)飘香的葡萄果园;
斯宛奈逖（Svaneti）古老的城堡和巴统海滩迷人的景色, 丰富
多彩的夜生活, 人们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 喜欢的游览项目。
上午, 您可以在欧洲高大的高加西欧尼山上滑雪; 下午, 在黑海
边享受阳光。您可以在传统的宴会上品尝格鲁吉亚最可口的
饭菜和美酒, 然后在行程的第二天享受自然水疗桑拿浴带来的
舒爽和放松。

格鲁吉亚有独特地文化及传统, 当然, 我们的热情好客也是世
界闻名的。格鲁吉亚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字母系统、许多世界
闻名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每分钟都使您惊讶, 给
您不同的感受。

欢迎您到格鲁吉亚来！



在格鲁吉亚旅游, 首先让您惊叹的是这里不胜枚举的教堂。 格
鲁吉亚属于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之一 （公元337年)。 不过
我们国家的历史甚至更久远并可以追随到更古老的时代。

世界上最早的人类祖先遗骸发现于首都第比利斯附近; 化石的
历史可追溯到一百八十万年前。

古希腊神话“阿耳戈船英雄的传说“中描述伊阿宋和阿耳戈
英雄去寻找金羊皮的故事。就是以格鲁吉亚独特的提炼金子
的传统——用羊皮取出山河冲下来的金子沉淀的方位为基石
而创作的。

很长时间以来格鲁吉亚王国的边疆和首都一直随着国王、管
理者和侵略者的变化而改变: 从大维国王到塔玛拉女王的在位
时代; 从蒙古, 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侵略到俄罗斯统治时代。
他们虽然都在岁月长河中留下了痕迹, 但是格鲁吉亚人民至今
仍保留了真正的格鲁吉亚精神和气质。
 

我们的历史 







格鲁吉亚人民深信 “客人皆是上帝的使者”。无论您到格鲁
吉亚的什么地方, 您都会感受到格人很温馨而真正的好客精神。

如果您被邀请参加格鲁吉亚传统宴会 （盛会), 不仅可以享受
到香气四溢的饭菜, 还可以品尝当地拥有1000年历史的葡萄
酒。 现今, 格鲁吉亚生产的葡萄有500多种。

如果您未亲耳听到格鲁吉亚和弦音乐, 亲身领略格鲁吉亚传统
舞蹈, 那么您的格国之旅是不完美的。 格鲁吉亚传统舞蹈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传统的遗产”。

格鲁吉亚建筑遗产也非常丰富。这里除了许多教堂和壁画之
外,  还有很多优秀的历史纪念碑。
 

我们的文化 



最早的欧洲人

一百八十万年前的古欧洲人遗骸最早发现于格鲁吉亚, 除了非洲
人之外,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遗骸。

您知道吗？

欧洲和亚洲的边界

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多样文化和建筑混合体现在格鲁吉亚传
统遗产里面。

基督教国家之中最古老的国家

格鲁吉亚是最早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的国家之一（公元337年)。

欧洲最高的居住区

欧洲最高的居住区斯瓦涅季地区乌诗古丽村庄属于欧洲最高的
居住区。它的海拔2300米。

Die ersten Europäer

Uschguli





葡萄酒的发源地

考古出土证明, 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文化历史可追随到7000年前。很
多人都深信, 葡萄酒的发源地就是格鲁吉亚。

独一无二的文字

格鲁吉亚文字是世界上存在的14个文字之一。

炎热的夏天及温泉城市

103个温泉城市和2400多泉水的存在证明, 格鲁吉亚几千
年以来一直是温泉文化的中心。位于首都第比利斯市中心
的天然硫磺浴场也是首都选址于此的原因。

这一切的一切, 连同格鲁吉亚怡人的地中海气候和传说中
的好客精神一起, 必定会让您对格国之旅念念不忘。

欧洲最多样化且保护尚好的自然景观

虽然格鲁吉亚的面积仅有6万9千7百平方公里, 但是国家的
生物多样性很丰富: 这里您可以观赏亚热带湿地, 半沙漠景
观,  绚丽的高寒草甸以及壮丽的雪峰; 而且他们之间的距
离可能只有100多公里。格鲁吉亚有40多个保护区。 自然
景观大部分保留原始状态而未受损坏。

天然硫磺浴场



欢迎来到格鲁吉亚亲眼看到这一切！



必要看、必要做的事项。。。
格鲁吉亚面积虽小, 但还是为您提供了很多选择。我们为您将来的旅游计划

提供很有意义的建议:

逛逛第比利斯的古老地区, 欣赏这里奇特的建筑风格, 感受一下欧洲风格的

咖啡厅酒吧; 

在吴赦顾理(Ushguli)的居民家过夜或者游览其中的一个国家公园;

夏天可以登上高加西欧尼山;

参加卡赫逖游, 品尝本地百年葡萄园酿造的葡萄酒;

访问古城墙保卫中的西格纳戈（Sighnaghi）城市;

在冰冷的山河上泛舟;

在奇特的洞穴城市瓦尔基亚（Vardzia）参观修道院;

坐船游览伊梅列季地下洞穴;

您可以到欧洲最高的山上滑雪, 可以选古达吴里（Gudauri）、巴古里阿尼

（Bakuriani）或梅斯蒂亚（Mestia）冬季滑雪胜地。为了体验真正的冒险

经历, 建议您试试直升机滑雪; 在市中心的澡堂享受一下传统的桑拿;

在格鲁吉亚传统的酒席上结交新的朋友; 当然, 这一切只是让您在格鲁吉亚

度过最佳时刻的一小部分。







旅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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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的旅馆接受信用卡付款, 但是在郊外

消费, 请提前查阅。主要的城市都有取

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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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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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可查询以下网页：

www.georgia.travel

健康

旅行时严格推荐办理相关保险。
需要紧急救治时请拨号112 – 紧急情况

管理局。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以下网页:

签证规定

所有国籍旅客的护照有效期至少在六

个月以上。美国、加拿大、日本、以

色列、黎巴嫩、俄罗斯联邦、欧共体

成员国、波斯湾合作理事会 (GCC)等

国家的护照持有人入境不需要签证。

独联体(CIS)国家的游客, 除了俄罗斯

联邦和土库曼斯坦以外, 免签。

更多的信息可查询格鲁吉亚外交部网页: 

www.mfa.gov.ge

http://mfa.gov.ge/index.

php?lang_id=ENG&sec_

id=96&info_id=10474

到达

航空

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城市有直飞第比利

斯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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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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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

巴库、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特拉布

宗、埃里温和雅典每日有开往第比利

斯的巴士。

铁路

格鲁吉亚铁路连接到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每天有从巴库到达格鲁吉亚的

火车。
网页: www.railway.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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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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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民宿。郊外地区

可以住三星级家庭宾馆, 包含床位和

早餐。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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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

虽然格鲁吉亚面积小, 但是气候却很多

样性。主要受高加索北山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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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的空气。夏

天平均温度大概在19摄氏度 至 20摄氏

度, 冬天 - 1.5摄氏度 – 3摄氏度。
货币



建议
冬季运动爱好者和喜欢体验新感受的冒险者一定要到格鲁吉亚旅游。喜欢研究古老
教堂和堡垒的山、喜欢了解象斯宛奈逖和斯宛奈逖美丽的城市以及处于欧亚交叉口

的第比利斯市的游客越来越被格国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

2012年的旅游日历，“The Guardian” 

“处于探索对接的奇特的滑雪地”。 “2011年必参观的胜地名单上排位第41名” 

„The New York Times“

“格鲁吉亚以自己的葡萄酒种类, 还算野生而天然的。如果您愿意体验独特而真正有味的
旅行, 格鲁吉亚将不会让您失望”

伊莎贝尔·莱热龙 Isabelle Legeron/ 葡萄酒专家及Travel Channel代表人

“如果您害怕高度, 您不会想到图舍逖（Tusheti）去。藏在高加西欧尼山中地区的村镇吊在令人眩晕的
陡坡上。这些地方无比漂亮, 不过也十分危险”

“你们从未听过的12个最佳地方”C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