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絲路雙線合一+天境祁連山 12日之旅 

【無購物-尊爵團】華航西安直航  2017.02.06更新 

 

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卻沒想到發展出舉世聞名的偉大『絲綢之路』，回想古人走這段路，一定

是充滿艱辛、淒涼、蕭瑟、落寞與孤寂；但今天的您旅遊此地時，卻會發現美景處處、驚喜連連，絕

對會讓您嘖嘖稱奇、讚嘆不已，因為這裡不只有絢麗的天然美景，還有特殊的歷史古蹟與人文風情正

等著您來發掘與體驗！ 

 

【獨家推出】 

天境～祁連卓爾山 

卓爾山屬於丹霞地貌，由紅色砂岩、礫岩組成。藏語稱為"宗穆瑪釉瑪"，意為美麗的紅潤皇后。站 

在卓兒山頂視野極度開闊，四周沒有任何遮攔，山對面是一山盡覽四季景色的牛心山，左右兩側分 

別是拉洞峽和白楊溝風景區，背面是連綿起伏的祁連山，山腳下滔滔八寶河像一條白色的哈達環繞 

在縣城周邊。處處美景，宛如仙境，令人心曠神怡。傳說中卓爾山與祁連的鎮山之山--阿咪東索（牛 

心山）是一對情深意重的情侶，默默守候在八寶河兩岸，共同護佑著祁連的山山水水。五彩山、祁 

連草原再加常年積雪的雪山、還有還有卓爾山下也有大片的油菜花田(7月-8月中) 

 

【行程特色】 

1、全程無夜臥火車，讓您行程更為舒適，免去睡不安穩及無澡可洗的窘境。 

2、安排連、宋主席抵西安訪問皆指定前往，耗資 12億人民幣的『大唐芙蓉園』，除參觀重現大唐盛

況之園林外，並安排觀賞大型仿唐歌舞表演【夢回大唐】及全世界最大的水幕電影。 

3、一般絲路團僅安排參觀『中國四大石窟之首』的莫高窟，大絲路系列特別增加安排天水『麥積山

石窟』，並安排搭乘電瓶車，此兩佛教寶窟公認為絲路線兩大佛教寶窟，均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使您有個更為完整的絲路行程。 

4、安排前往長城終點—嘉峪關，並安排搭乘電瓶車，感受明代萬里長城最西端的關口，自古即為河

西第一隘口。 

5、騎乘沙漠之舟，拜訪鳴沙山月牙泉並騎上後山陵線鳥瞰月牙泉，此種經驗令人畢生難忘！ 

6、遊覽天池(若遇結冰季節則無法安排遊船，若湖面未結冰，則加贈遊船)，博格達峰倒映於天池的

湖光山色，構成極迷人的景緻。 

7、天池、高昌故城、葡萄溝、莫高窟、嘉峪關、青海湖、法門寺、兵馬俑均含電瓶車或區間車。 

8、增加祁連山脈之卓爾山，屬於丹霞地貌，由紅色砂岩、礫岩組成。藏語稱為"宗穆瑪釉瑪"，意為

美麗的紅潤皇后。 

9、全程 NO-SHOPPING，省進購物點時間增加景點時間。 

10、加贈烏魯木齊歌舞晚宴 VIP： 價值 198RMB/人。 

烏魯木齊歌舞秀含當地特色自助餐（品種多樣的新疆特色小吃、水果、烤全羊等）。可以一邊品嘗新

疆民族特色小吃，一邊欣賞具有濃郁新疆特色和異域風情，以新疆民族歌舞、文化、飲食結為一體的

大型歌舞宴，讓賓客至深於西域風情的濃烈氛圍中。歌舞集眾家之長，展現了絲路古道歌舞之鄉的無

窮魅力，集中體現了新疆民族原生態文化藝術神奇之美。 

 

 



【住宿特色】 

全程酒店升級，嚴選各地一流酒店。 

西安—準五星級新興戴斯酒店或大雁塔假日酒店或同級。 

天水—準五星級嘉孚美居國際酒店或同級(法國雅高級團)。 

蘭州—五星級陽光酒店或組工大廈酒店。 

西寧—準五星級伊爾頓酒店或興鼎安酒店或神旺飯店或同級。 

祈連—准四星級玉林商務大廈或祈連大酒店或同級。 

嘉峪關.酒泉—準五星級廣場假日飯店或五星級酒泉賓館貴賓樓。 

敦煌—准五星級陽光沙洲大酒店或華夏國際酒店或同級。 

哈密—四星級哈密賓館 6號樓或哈密陽光酒店。 

吐魯番—新四星級雙城賓館或同級。  

烏魯木齊—新五星級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餐食特色】 

1.我們精心安排品嚐各地風味餐食，讓您吃得更有特色。 

*西安段—法門寺素宴、百年老店德發長餃子宴。 

*甘肅段—天水自助火鍋，蘭州拉麵風味，甘州第一排骨風味，孜然羊肉風味，歪豬蹄風味，敦煌/

驢肉黃麵風味、雪山駝掌風味、大漠烤羊排風味。 

*新疆段—天山雪蓮土雞煲、烤羊肉串、黃麵烤羊肉風味、烤全羊風味、大盤雞風味。 

2.貼心地為您每天準備一瓶礦泉水。 

3.贈送各地精選紀念品：新疆—維族小花帽、葡萄乾，甘肅—小駱駝，西安—小兵馬俑 (或青銅掛飾)、

民間剪紙。 

 

【參考航班】(每周一出發) 

                                            (至少提前 2小時抵達機場，11:00抵達機場集合) 

出發 抵達 航空 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 西安 中華航空 CI-561 13:00 16:55 

西安 桃園 中華航空 CI-562 18:05 21:45 

 

【出團資訊】 

2017年 NT$63,900  04月 03、10、17、24號  

       NT$66,900  05月 01、08、15、22、29號  

       NT$66,900  06月 05、12、19、26號 

       NT$        07月 03、10、17、24、31號 

       NT$        08月 07、14、21、28號 

訂金：每人 NT$10,000元 

★指定單人房每人需另外加價。 

團費包括：全程住宿(二人一室)、餐食(風味餐)、來回機票、燃料稅、機場稅、交通、門票、履約責

任保險。 

費用不包：領隊+導遊.司機小費(NT250/天)、臺胞証、新辦(換發)護照費用、電話費、私人消費、行

李小費、房間小費。 

★★以下各種產品適用本公司與玉山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大眾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 、台新銀行所合作的刷卡優惠方案，均可選擇三期分期付款刷卡消費！★★ 

 

【詳細行程】 

第一天 桃園／西安【鐘鼓樓廣場夜景、回民一條街】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由大絲路系列專業領隊為您辦理登機手續，搭機直飛前往西安市。抵達後前往

市區參觀△鐘鼓樓廣場，鐘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七年，原址在今西安市廣濟街口，明萬曆十年移於現址，

清乾隆五年曾經重修。鐘樓上懸掛銅鐘，用以報時，故名鐘樓。鼓樓位於西安市西大街與北院門交匯

處，東於鐘樓隔廣場相望，鼓樓建於明洪武十三年，清代曾兩次重修。樓上原有巨鼓一面，傍晚擊鼓

報時，故名鼓樓。之後前往回民一條街，在此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回族小吃風味。 

餐食：早/自理     午/自理     晚/百年老店德發長餃子宴(RMB60/人)      

宿:五星級天朗柏森酒店或大雁塔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西安--法門寺(含電瓶車、珍寶館)—陳倉--天水 

早餐後，驅車前往距西安市 120公里的★【法門寺】（Famen Temple）位於炎帝故里、青銅器之鄉——

寶雞市，200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第九大奇跡”，地處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

始建于東漢末年恒靈年間，至今約有 1700多年歷史，有“關中塔廟始祖”之稱，周魏以前稱作“阿

育王寺”，隋文帝時改稱“成實道場”，唐高祖時改名“法門寺”。法門寺被譽為皇家寺廟，因安置

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為舉國仰望的佛教聖地。法門寺佛塔被譽為“護國真身寶塔”。寶雞法門寺

地宮其出土了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銅浮屠、八重寶函、銀花雙輪十二環錫杖等佛教至高寶物，法門

寺珍寶館擁有出土於法門寺地宮的兩千多件大唐國寶重器，為世界寺廟之最。它是我國唐代，安置釋

迦牟尼－佛指舍利的地殿。1987年 4月 3日重新面世，封閉 1000多年的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僅存的

佛指舍利和唐朝 7位皇帝供奉的數千件皇室珍寶，讓你目不暇給。參觀後專車途經「暗渡陳倉」的陳

倉前往位於甘肅東南部的天水，它是隴東南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貫通陜、甘、川三省

的交通要道，更是絲路的重鎮。 

餐食：早/酒店內     午/素齋風味(RMB50/人)      晚/火鍋風味 RMB60 

宿：準五星級嘉孚美居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天水【麥積山石窟含電瓶車】—蘭州 

今日驅車抵達後、拜訪中國四大名窟之一，距天水市 45公里的【麥積山石窟】，它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因形如農家麥垛而得名。麥積山石窟風景最為秀麗，以泥塑為其代表工藝，麥積山石窟的彩塑、壁畫，

充分表現中國古代泥塑藝術的獨特風格，素有「東方雕塑之館」稱譽，與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

洛陽龍門石窟並稱中國四大石窟。續專車前往古稱「金城」，現為甘肅省省會的蘭州市。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人)     晚/中式合菜+歪豬蹄+蘭州拉麵(RMB60/人) 

宿：五星級陽光酒店或組工大廈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蘭州【水車園、黃河母親像、黃河鐵橋(途觀)】—西寧【塔爾寺】   

【蘭州黃河母親像】～黃河母親像位於蘭州市黃河南岸的濱河路中段、小西湖公園北側，是目前全國

諸多表現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的雕塑藝術品中最漂亮的一尊。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在全國首屆

城市雕塑方案評比中曾獲優秀獎。雕塑由甘肅著名的雕塑家何鄂女士創作，長 6米，寬 2．2米，高

2．6米，總重 40餘噸，由“母親”和一“男嬰”組成構圖。分別象徵了哺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

屈不撓的黃河母親，和快樂幸福、茁壯成長的華夏子孫。該雕塑構圖簡潔，寓意深刻，反映了甘肅悠

遠的歷史文化。母親秀髮飄拂，神態慈祥，身軀頎長勻稱，曲線優美，微微含笑，抬頭微曲右臂，仰



臥於波濤之上，右側依偎著一裸身男嬰，頭微左顧，舉首憨笑，顯得頑皮可愛。雕塑構圖洗練，寓意

深刻，象徵著哺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撓的黃河母親，和快樂幸福、茁壯成長的華夏子孫。雕

塑下基座上刻有水波紋和魚紋圖案，源自甘肅古老彩陶的原始圖案。同時，水波紋和魚紋也反映了黃

河流域的先民們對自然現象敏銳的觀察力。雕塑前面另立一全國青少年地學夏令營於 1984年 8月所

立“獻給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母親”碑。【黃河鐵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金城關前，

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是蘭州市內標誌性建築之一。鐵橋建成之前，這裡設有浮橋橫渡黃河。浮

橋始建於明洪武年間（西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名叫鎮遠橋，今尚存建橋所用鐵柱一根高達三

米，重約數噸，上有"洪武九年"字樣。清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 0七年），改浮橋為鐵橋，是黃河

上游第一座鐵橋。橋有四墩，下用水泥鐵柱，上用石塊，弧形鋼架拱梁，是後來進行加固工程時增建

的，全部工程共耗白銀 30餘萬兩。登橋遠望，不遠處的黃河如帶，蜿蜒盤曲，為蘭州這一工業城市

增色不少。續專車前往之後專車前往被稱為“絲綢之路”南道，現為青海省省會的西寧市。★【西寧

塔爾寺】～塔爾寺位於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魯沙爾鎮西南隅的蓮花山坳中，國家 AAAA級景區，是我

國藏傳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是藏區黃教六大寺院之一，也是青海省首

屈一指的名勝古跡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距省會西寧市 26公里。塔爾寺是青海省藏傳佛教中的

第一大寺院，原名塔兒寺，得名於寺中大金瓦殿內紀念宗喀巴的大銀塔。塔爾寺自建立之日起，慢慢

完善了一套自己的寺院宗教組織，寺院政治組織和寺院經濟來源，文化生活等的體系化。其中最能體

現塔爾寺各類組織完善的要算寺院廟會了。廟會既是僧侶的學經的好機會，又是他們娛樂的極佳時間。

藏語稱“袞本賢巴林”，意為十萬佛像彌勒洲。 塔爾寺始建於西元 1379年，距今已有 600多年的歷

史，寺院建築分佈於蓮花山的一溝兩面坡上，殿宇高低錯落，交相輝映，氣勢壯觀。位於寺中心的大

金瓦殿，綠牆金瓦，燦爛輝煌，是該寺的主建築，它與小金瓦殿(護法神殿)，大經堂，彌勒殿，釋迦

殿，依詁殿，文殊菩薩殿，大拉讓宮(吉祥宮)，四大經院(顯宗經院，密宗經院，醫明經院，十輪經

院)和酥油花院，跳神舞院，活佛府邸，如來八塔，菩提塔，過門塔，時輪塔，僧舍等建築形成了錯

落有致，佈局嚴謹，風格獨特，集漢藏技術於一體的宏偉建築群。殿內佛像造型生動優美，超然神聖。

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絢麗多彩的壁畫和色彩絢爛的堆繡被譽為“塔爾寺藝術三絕”，寺內還珍藏了許

多佛教典籍和歷史，文學，哲學，醫藥，立法等方面的學術專著。每年舉行的佛事活動“四大法會”

更是熱鬧非凡，遊人如潮。 酥油花、堆繡、壁畫被稱為塔爾寺的藝術“三絕”。每年的農曆正月、

四月、六月、九月分別舉行四次大的法會。塔爾寺以大金瓦寺為中心，主要建築依山傍原，有大金瓦

寺、大經堂、彌勒殿、九間殿、花寺、小金瓦寺、居巴紮倉、丁科紮倉、曼巴紮倉、大拉浪、大廚房、

如意寶塔等 9300餘間(座)，組成一龐大的藏漢結合的建築群，占地面積 45萬平方米。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人)     晚/青海風味+青稞酒(RMB60/人) 

宿：準五星級伊爾頓飯店或興鼎安酒店或神旺飯店或同級 

 

第五天  西寧【青海湖含遊船、及景區觀光車】—祁連山脈風光-祁連縣                     

早餐後，專車前往中國最大的內陸湖泊--青海湖；途經△日月山，這海拔 3520公尺是進入青藏高原

的必經之地，據說當年文成公主入藏途經此山，她懷揣寶鏡，登峰東望，不見長安故鄉，悲從心起，

空鏡下滑墜地，一分為二，一半化為銀月，一半化為金日，日月交相輝映，照亮著西去的征程。青海

湖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海拔 3260多公尺，在青海湖畔欣賞“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的美麗景色，在那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您可以盡情放聲歌唱。★青海湖景區（含遊船、及景區觀光

車）從四周山下到湖畔，是廣袤平坦、蒼茫無際的千里草原，而煙波浩淼、碧波連天的青海湖，就像

是一盞巨大的翡翠玉盤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間，搭乘遊船一覽這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壯美風光和

綺麗景色。專車經△日月山，這海拔 3520公尺是進入青藏高原的必經之地，據說當年文成公主入藏

途經此山，她懷揣寶鏡，登峰東望，不見長安故鄉，悲從心起，空鏡下滑墜地，一分為二，一半化為



銀月，一半化為金日，日月交相輝映，照亮著西去的征程。之後前往中國最大的內陸湖泊--★【青海

湖】；青海湖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海拔 3260多公尺，在青海湖畔欣賞“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

見牛羊”的美麗景色，在那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您可以盡情放聲歌唱。續專車前往-天境-祁連山。

沿途翻閱達板山，其沿途風光之美令人讚嘆，(每年約七、八月為油菜花季，但花季此屬大自然氣候，

非人力能控制.若花開現象不理想，尚請見諒!) 【祁連草原風光】～“祁連山草原的歷史，看起來好

像是那麼粗獷，甚至殘酷，但祁連山的本質絕對是溫情浪漫的。祁連山一名就是古代匈奴語，意為“天

之山”。迄今為止，遊牧在這裡的匈奴人的直系後裔——堯熬爾人仍然叫祁連山為“騰格裡大阪”，

意思也是“天之山”。祁連山下有一片水草最為豐美的草原，那就是夏日塔拉（也叫黃城灘、皇城灘、

大草灘）。這裡曾是匈奴王的牧地，回鶻人的牧地，元代蒙古王闊端汗的牧地。夏日塔拉是一片四季

分明、風調雨順的草原。清人梁份所著的地理名著《秦邊紀略》中說：“其草之茂為塞外絕無，內地

僅有。”作者是將此地看作內地是因為當時遊牧人和農耕人正在爭奪這一地區。藏族史詩《格薩爾》

中說這一片草原是“黃金蓮花草原”。而堯熬爾人和蒙古人均稱之為“夏日塔拉”，意為“黃金牧

場”。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人)  晚/祁連風味 RMB60人) 

宿：准四星級玉林商務大廈或祁連大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祁連縣【五彩卓爾山】--祁連草原風光—張掖【大佛寺】--酒泉 

【卓爾山風景區】（含電瓶車）～卓爾山屬於丹霞地貌，由紅色砂岩、礫岩組成。藏語稱為"宗穆瑪釉

瑪"，意為美麗的紅潤皇后。傳說中卓爾山與祁連的鎮山之山--阿咪東索（牛心山）是一對情深意重

的情侶，默默守候在八寶河兩岸，共同護佑著祁連的山山水水。“宗姆瑪釉瑪（卓爾山）"是藏語音

譯，意為美麗的紅潤皇后，傳說祁連縣之所以山清水秀、牛羊肥壯、物產豐富，其原因是就在於她這

位來自龍界的王后，因為藏族的傳統觀念中龍神是財富的主人和象徵，守護著秘密的財富。卓爾山屬

於丹霞地貌，由紅色砂岩、礫岩組成。藏語稱為"宗穆瑪釉瑪"，意為美麗的紅潤皇后。卓爾山景區項

目建設地位於祁連縣八寶鎮，緊靠八寶河與藏區神山阿咪東索（牛心山）隔河相望。站在卓兒山頂視

野極度開闊，四周沒有任何遮攔，山對面是一山盡覽四季景色的牛心山，左右兩側分別是拉洞峽和白

楊溝風景區，背面是連綿起伏的祁連山，山腳下滔滔八寶河像一條白色的哈達環繞在縣城周邊……處

處美景，宛如仙境，令人心曠神怡。【張掖大佛寺】～大佛寺位於甘肅省張掖城西南隅，是絲綢之路

上的一處重要名勝古跡群，也是歷史文化名城張掖的標誌性建築。大佛寺為西北內陸久負盛名的佛教

寺院，素稱“塞上名刹，佛國勝境”。寺內古建林立，古樹參天，碧草成蔭，環境優美。這裡有全國

僅見的西夏少數民族宗教殿堂，亞洲最大的室內泥塑臥佛，世所罕見的明代手書金經，還有數以千計

的館藏精品文物。據明宣宗朱瞻基《敕賜寶覺寺碑記》稱：西夏時，有位叫嵬咩的國師，一日靜坐，

聽到附近有絲竹聲音，掘地三、四尺，得翠瓦金磚覆蓋的碧玉臥佛一具，因而就地建起了這座座東面

西的佛殿。大佛寺內建有牌樓式山門和四大天王殿、關祠殿、過殿、陪殿、廂房、臥佛正殿。正殿南

為感應寺，北為金塔殿，後為藏金閣和土塔。大佛寺正殿為兩層樓，重簷歇山頂，高 33米，平面長

方形，面寬 9間，進深 7間，占地總面積 1770平方米。殿頂用青筒瓦笨覆蓋，殿周圍繞廊。殿內塑

釋迦牟尼涅槃像，為全國最大的室內泥塑臥佛，身長 34.5米，肩寬 7.5米。正殿後為藏經閣。明正

統十年（1445年）英宗皇帝朱祁鎮將正統五年宮版印刷的經卷 345種、685函、3584卷敕書頒賜給

大佛寺。現在，這裡藏有用泥金書寫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等佛門瑰寶。彌陀千佛塔俗稱土塔，高

33.37米。相傳置放著釋迦攝摩勝骨灰。全塔由塔基、塔身、相輪三部分組成。塔基每邊長 23米，

層層向上收小，共 13節，華蓋直徑 4米多，四周飾有 36塊銅質板瓦，懸掛著 36個流蘇風鈴。該塔

造形別致，和北京妙應寺白塔有相似之處。古刹大佛寺與西夏、元朝皇室有著密切的關係。西夏太后

經常來寺內朝拜、居住，張掖大佛寺據傳曾為元世祖忽必烈降生地，元世祖忽必烈的母后別吉太后也



曾在這裡久居，別吉太后的靈柩曾寄放於寺內。南宋末年，宋恭宗趙顯被虜後為避禍而出家於此。義

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被大佛寺的宏偉建築和張掖的繁華所歎引，曾留居一年之久。除以上景點外，

大佛寺景區內還有佛教藝術、佛教經籍陳列廳，曼荼羅藝術壁畫廳，歷史文物陳列廳等多個展區對外

開放。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人)  晚/汽鍋雞+孜然羊肉風味( RMB60人) 

宿：五星級酒泉賓館貴賓樓或嘉峪關廣場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酒泉—嘉峪關【城樓、長城博物館、參觀夜光杯場】—敦煌【鳴沙山騎駱駝至後山陵線、月

牙泉、沙洲夜市】 

早餐後專車前往嘉峪關，參觀有“天下第一雄關”、“連陲鎖鑰”之稱的★嘉峪關城樓，城樓兩側的

城牆橫穿沙漠戈壁，北連黑山懸壁長城，城本身由內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線組成重疊並守之勢，形

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的軍事防禦體系，並參觀★長城博物館。續前往參

觀△夜光杯工廠，『葡萄美酒夜光杯』正是絲路最佳寫照，安排您前往參觀夜光杯製造過程，其中有

附設門市部若有興趣可直接購買，若無並不勉強(此為參觀夜光杯製造過程，不列算為購物站)。 

後專車前往有『絲路明珠』之稱的敦煌市。沿途可欣賞到“康熙夜夢橋灣城”、漢代長城烽燧、雅丹

地貌、大漠孤煙…等人文自然景緻。抵達後前往★鳴沙山，鳴沙山為一沙漠地帶，在此★騎乘沙漠之

舟，拜訪月牙泉，月牙泉在鳴沙山懷抱之中，茫茫大漠之中亭台樓榭，再加上起伏的沙山，清澈的泉

水，續往風光最為美麗及奇特的【後山陵線】前進，經過約 30分鐘的沙漠行舟才能到達，登其峰巔

觀之，萬里黃沙，如瑰麗景色，令人畢生難忘！！ 

註：一般團鳴沙山僅安排騎 10分鐘駱駝至月牙泉然後搭電瓶車出來，特別安排騎至鳴沙山後山陵線

鳥瞰鳴沙山景區，騎程時間約 40分鐘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人)    晚/大漠風情雪山駝掌+烤羊排風味(RMB60/人) 

宿：准五星級沙洲陽光國際酒店或華夏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敦煌【《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欣賞高清主題電影《千年莫高》、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參

觀實體洞窟）】〈車程約 5小時〉—哈密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被譽為 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始建於

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

現有洞窟 735個，壁畫 4.5萬平方公尺、泥質彩塑 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

佛教藝術聖地。其中藏經洞內有 5萬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

～敦煌學。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千年莫高》用極富美感的鏡頭語言為觀眾呈現出

敦煌莫高窟延續至今 1600餘年的歷史文化背景，展示出一副波瀾壯闊、恢宏壯觀的歷史畫卷，使旅

人在參觀洞窟之前對絲綢之路的形成、佛教東傳、敦煌莫高窟的營建等內容有所瞭解，還能認識和領

悟敦煌莫高窟巨大的歷史和人文價值。★《夢幻佛宮》是全球首部以石窟藝術為表現題材的超高清

8k數字球幕電影，搭配全方位身歷聲的音響效果、解說和字幕，在 20分鐘內對莫高窟最具藝術價值

的 7個經典洞窟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在球幕影院，無論直視還是仰視，視線所到之處，盡是巧奪天

工的壁畫和彩塑。之後後前往東疆的門戶，被稱作是『小新疆』的哈密。  

餐食：早/酒店內     午/ 驢肉黃麵(RMB50/人)    晚/清真風味+黃麵烤羊肉(RMB60/人) 

宿：新四星級哈密賓館 6號樓或哈密陽光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 哈密—吐魯番【火焰山、高昌故城含電瓶車、葡萄溝含區間車、坎兒井、維族家訪】 

早餐後，專車前往中國陸地最低窪之處，『火洲』－吐魯番。途經西遊記中被神化的★火焰山，綿延



100公里的赤砂岩，真有如被烈焰無情地燒煉過，遙想吳承恩當年是否也和你我一樣，站在這裡看著

這上天賜予我們的奇景。續前往★ 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國的都城，故城歷史悠久，西元前一世紀始

建高昌壁，於西元十三世紀未毀於戰火。雖然經過 2000多年的風吹日曬，故城輪廓猶存，城牆氣勢

雄偉屹立在火焰山下。在外城內西南有一大型寺院，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取經，於貞觀二年（628年）

春曾到高昌國講經一月餘，即在此寺內。專車來到『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到吐魯番絕不可錯

過★葡萄溝，在漫天蔽日的葡萄藤架下欣賞架上一串串晶瑩剔透的葡萄，真不知這世上是否還有可與

之媲美的所在。★坎兒井根據吐魯番盆地地理條件及水量蒸發特點，利用地面坡度引用地下水灌溉農

田，它由明渠、暗渠、豎井和澇壩四個部分組成。每條坎兒井的長短各不相同，長的可達 20公里，

短的只有 100米左右。最古老的坎兒井是吐爾坎兒孜，它位於吐魯番市恰特卡勒鄉莊子村，全長 3.5

公里，日水量可澆 20畝地，至今已使用了 470多年了。(一般火焰山僅途經觀賞，特別安排買門票入

內參觀)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人)    晚/烤全羊+羊肉抓飯風味(合菜 50+烤全羊

78=RMB128/人)註 5月-10月更改為酒店內新疆水果風味自助餐 RMB128 (各式菜餚+烤羊肉包子+烤全

羊+烤羊肉串+羊肉抓飯+各式新鮮水果) 

宿：新四星級雙城賓館(2016新開幕)或同級 

 

第十天  吐魯番—天池含遊船含景區區間車—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札、大型維族歌舞晚宴】                      

早餐後，專車前往★天池風景區，傳說這裏曾是王母娘娘的沐浴池，天池海拔 1980公尺，長約 3.4

公里，最寬處為 1.5公里，湖水清澈碧透，周圍雲杉茂密，背後是白雪皚皚的柏格達峰，感受這湖光

山色所構成的迷人景色，之後您可以自由自在地尋幽漫步於叢山峻嶺中，享受這難得的山林野趣(遊

船安排須視天池結冰狀況，若湖面未結冰，則加贈遊船)。 

前往△【國際大巴札】，這裡您可自由選購充滿維吾爾族及其它少數民族的各種手工藝品及傳統服飾，

及質量佳、價格便宜的的新疆特產。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大盤雞風味(RMB50/人)      晚/大型維族歌舞晚宴(RMB198) 

宿：新五星級錦江國際酒店(2014開幕)或同級 

 

第十一天  烏魯木齊/西安【古城牆、大唐芙蓉園、仿唐歌舞秀】 

早餐後前往機場飛返中國十三朝古都—西安。讓我們登上★西安古城牆，此城牆以西元六世紀時隋唐

皇城牆為基礎擴展，建於西元十四世紀，周長近 14公里，牆體高 12公尺，底寬 18公尺，頂寬 15

公尺，厚度大於高度，建築穩重堅固，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軍事城堡設施。前往耗

資 12億人民幣投資興建，並於 2005年 4月隆重開幕；位於曲江的★「大唐芙蓉園」。曲江一帶素來

是西安的文脈之地，秦漢隋時這裏便建過園林，到了唐代，更是皇家御苑和公共自然景區。但唐末以

後，所有建築、植被被毀於兵火，殘山剩水，廢成了一片荒野。二十一世紀之初，江的北岸大興土木，

再建「芙蓉園」，闢地 999畝，水闊 333畝，建築面積近 10萬平方米，創意之新，做工之良，歎為觀

止。園中 12個主題景區各有固定的表演，倘佯於「芙蓉園」中您可感受盛唐風采。夜幕低垂，華燈

初上時；帶領各位嘉賓穿梭時空體驗仿唐歌舞「夢回大唐」，場面浩大令人鑽賞不已。  

餐食：早/酒店內     午/機上簡餐    晚/大唐芙蓉園餐廳 RMB60 

宿:五星級天朗柏森酒店或大雁塔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十二天  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含單程電瓶車）、秦始皇陵遺址公園（含電瓶車）】/台北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含單程電瓶車）館內陳列著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秦兵馬俑和「青

銅之冠」秦陵銅車馬。從整體上看，三個遺址坑中的兵馬俑各有其排列佈局的特點，一號坑中反映了



秦代步兵和戰車組合編隊的場面。二號坑則將步兵、戰車、騎兵組合編隊，所成陣列複雜獨特。三號

坑則展示了秦軍指揮和待命的場景。秦兵馬俑個體塑造生動，面貌不一但都神采飛揚，它們與真人真

馬一樣大小，形態各異，生動再現了秦代軍隊的形象，且被其場面宏大的秦俑軍陣所震撼。 

【秦始皇陵遺址公園】（含電瓶車）秦始皇帝陵史稱「驪山園」，是中國歷代皇帝陵中規模最大，埋藏

最豐富的一座陵墓，主要參觀點包括秦始皇陵封土、已探明的主要建築遺址、陪葬坑的具體位置範圍、

百戲俑坑博物館、文吏俑坑博物館等。1987年，秦始皇帝陵（含兵馬俑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名錄。讓我們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結束這趟愉快、難忘的深度之旅。 

餐食：早/酒店內     午/中式合菜(RMB50)     晚/機上簡餐  

宿：甜蜜的家  

★本行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變動，以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為準★ 

 

【備註】 

1、大陸班機偶有變動，以上行程、航班、飯店僅供參考，實以說明會之資料為準。 

2、行程須同進同出，不可延回，若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將

視同為個人放棄行為，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3、符號意義：△—停點參觀無門票；★—入內參觀含門票或交通工具車船票；未標示之景點為行車

或步行經過。 

4、請注意：團員欲刷機票票根時，請依各家航空公司作業程序提出申請，謝謝合作。 

1.票根請於開票前向當團 OP提出申請，出發後則只能申請搭機證明，工作天數不一定，等候通知。 

2.即日起機場在劃位時只會刷登機證出來給客人，若有需要票根則請於開票前提出申請，如於出發當

天或出發後才需求，則只能申請搭機證明且需收取手續費單程一份 NT100，來回各一份 NT200，工作

天數不一定，等候通知。 

 

【注意事項】 

1.小費  

(1)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

人民幣 5-10。 

(2)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絲路團路程較遠較為艱苦，加上本行程又是無購團，導遊.

司機.領隊等人並賺無外快之機會，加上還需要付吉普車司機小費，因此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NT250/

天；。請交給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3)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准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

造、服務等格局都依同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2.房間價差： 

(1)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

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

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2)大陸沒有 3人房，若是加床即是加行軍床或加床墊，且有些飯店連行軍床或床墊都沒有得加！ (並

且加床者費用並無減少，相當划不來) 

(3)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3.特殊餐食： 

(1)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3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2)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



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4.脫隊規範： 

(1)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

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2)本行程須同進同出，不可延回，若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船位等團體行程，

將視同為個人放棄行為，恕不退其餘團費，敬請見諒。  

(3)門票規定：本行程當地第皆設已給予最優惠之價格，並已計算一定比例之老人優待票價於降低成

本之中，所以恕無法再給于老人票之優惠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