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北疆】沿途天寬地闊的草原就是最美麗的風光。初春的欣欣向榮，萬物萌發的草原。夏季繁花盛開，
羊群逐水草而居。秋天的北疆大地換裝、顏色夢幻如童話世界。冬牧場一片寧靜，大地休養生息。一年
四季的北疆都值得您細細品味。來北疆原一各天地遼闊的夢，體驗風吹草地見牛羊的感動。 

 

■搭乘山東航空台北直飛濟南，隨即轉機飛往中國離海洋最遠的城市‧烏魯木齊。特別安排烏魯木齊進 
  ，庫爾勒出，讓行程少了 5-6 小時拉回烏魯木齊，讓行程更輕鬆。 

 



 

 

 

 

 



 

 

 

◆地道的風味：（風味以導遊實際安排為准，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順序） 

 

★【特別贈送】：每位旅客每日一瓶優質礦泉水。 
★【安排購物站】：全程無購物. 
★【自費活動推薦項目】：無(按摩除外) 
★不含當地導遊、司機及領隊小費：建議小費每人每天新台幣：300 元；共計 12 天為新台幣：3600 元 

以上行程如有老人、小孩之門票一概不退 



 

 

 

 



 
第一天  桃園／濟南／烏魯木齊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經由專人協助辦理登機手續後，搭機飛往山東省省會；有泉城之稱
的『濟南』。抵達後隨即轉機飛往世界上離海洋最遠的城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首府－烏魯木齊
市。它是中國五個自治區中面積最大（佔全中國面積六分之一）、少數民族最多，也是絲綢之路北道必
經城市。它位於美麗的天山北麓，環山帶水，沃野廣袤，古曾是西域三十六國之一的小行國【劫國】，
現做為中亞大陸橋最重要的樞紐城市處處洋溢著現代與傳統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和濃鬱的塞外都市風格 
。抵達後特別安排消夜，餐後隨即返回酒店休息，等待明日北疆之旅。 

餐食：早餐：X │中餐：X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烏魯木齊│錦江國際大酒店／環球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 
 
第二天  烏魯木齊（3H）－五彩灣－（4H）－富蕴 
【五彩城】千彩古堡五彩灣位於昌吉州吉木薩爾縣城北，在一片戈壁荒漠中有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那
就是以怪異、神秘、壯美而著稱的五彩灣。這是一幅大自然的傑作。千百年來，由於地殼的運動，在這
裡形成極厚的煤層，後幾經滄桑，覆蓋地表的沙石被風雨剝蝕，使煤層暴露，在雷電和陽光的作用下燃
燒殆盡，就形成了這光怪陸離的自然景觀。也是電影「臥虎藏龍」的拍攝地。此地是侏儸紀地層，經億
萬年風蝕雨剝而形成了地質學上稱為-侵蝕臺地－的地貌。 
【富蘊】新疆富蘊縣位於新疆準噶爾盆地的東北部，富蘊縣是新疆第一個黃金萬兩縣，喀拉通克銅鎳礦
為新疆已開發的最大,銅鎳礦。豐富的礦產資源為金、銀、寶石等高檔旅遊商品的開發提供了得天獨厚
的條件。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大盤雞 50 │晚餐：中式合菜+紅燒全魚 60 
住宿：富蘊│蕴德大酒店 或同級   ★★★★ 

 
第三天  富蕴－可哥托海【可哥蘇裡湖、伊雷木特湖、國家地質公園、三號礦坑】（3.5H）－布爾津【五 
    彩灘】 
【可哥蘇裡湖】又稱野鴨湖，湖面面積 2677 畝，平均水深 2 米，湖中有大小浮島 20 多個，水生植物豐
富。蘆葦浮在水面上，隨風漂遊，風一場景一場，湖面景色隨蘆葦的變動而變化。每年夏秋季節，成千
上萬的野鴨、水雞、紅雁雲集在此繁衍生息。野鴨湖既有西湖的精緻秀美，又有白洋澱的葦蕩迷宮，一
派“沙鷗翔集＂、“魚翔淺底＂的水鄉澤國美景。 
【伊雷木特湖】（俗稱海子口），蒙古語意為“旋渦＂，是卡拉先格爾地震斷裂帶上形成的斷陷窪地，被
譽為“藍色的河灣＂。湖水澄清碧藍，藍的勾人魂魄，似一匹華麗的錦緞徐徐鋪展，絲般光滑，一塵不
染，偶爾幾簇大塊的雲朵淺灑，極象錦緞上刺繡的白菏。 
【可哥托海國家地質公園】景區由額爾齊斯大峽谷、可哥蘇裏、伊雷木特湖、卡拉先格爾地震斷裂帶四
部分組成，融地質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風情於一體，以觀光旅遊、休閒度假、科學考察等為主要特色
的大型旅遊景區。途徑卡拉先格爾地震斷裂帶，是 1931 年 8 月 11 日的 8 級大地留下的遺跡，全長 176
公里，一般寬度 10 米，最大寬度達 4 公里。地震斷裂帶沿著裂口，垂直綿延前行，從空中俯瞰，它就
像一條巨龍遊走在峽穀中間。卡拉先格爾地震斷裂帶是世界上罕見的地震斷裂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壯
觀、最驚人的保存最完好的地震遺跡，素有“地質博物館＂之稱。 
【三號礦坑】是世界上最大的礦坑，深 100 多米，長寬數百米，坑內有 84 種礦種共生，主要有鋰、鈹、
鉭、鈮、銣、銫、鈷等多種稀有金屬。此礦脈儲量之豐、規模之大、礦種之多、品位之高、成份之分明
為國內所獨有，國外所罕見。 
【五彩灘】五彩灘是懸崖式的雅丹地貌，山勢起伏、顏色多變，其是由激猛的流河侵蝕切割以及狂風侵
蝕作用而共同形成。由於河岸岩層間抗風化能力的強弱程度不一而形成了參差不齊的輪廓，這裡的岩石
顏色多變，且在落日時分的陽光照射下，岩石的色彩以紅色為主，間以綠、黃、白、黑及過渡色彩，色
彩斑斕、嬌豔嫵媚，因此被稱作“五彩灘＂並號稱是“新疆最美的雅丹地貌＂。每當颳風的時候，溝壑
裡、岩石下，到處都會發出長短不一、高低不同的怪叫聲，讓人覺得神秘莫測。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狗魚燉豆腐 60 
住宿：布爾津│神湖大酒店 或同級 ★★★★ 

 
第四天  布爾津（3.5H）－喀那斯【臥龍灣、月亮灣、神仙灣、觀魚亭含區間車、三道灣（含遊船）】 
    （1H）－賈登峪 



【喀那斯湖】喀納斯湖可說是「金山」裡一顆璀璨的寶珠，也是阿爾泰山中最令人神往的風景區，蒙古
語的喀納斯即意為「美麗而神秘」，正確來，說它是一個典型的冰蝕－冰磧湖，其深度僅次於白頭山的
天池，名列全國第二。途中遊覽—額爾齊斯河，這是我國唯一注入北冰洋的河流，全長 2969 公里。 
【臥龍灣】臥龍灣當地稱卡贊湖即鍋底湖，是取其形狀象鍋底而得名，湖四周森林茂密，繁花似錦、綠
草如茵，湖中小島景色秀麗，湖進水處巨石抵中流，激浪拍巨石，玉珠飛濺。湖的泄水口有座木橋飛架
東西，站在橋上向北是一平如鏡的臥龍灣向南是奔騰咆哮的喀納斯河。 
【月亮灣】從臥龍灣沿喀納斯河北上約 1公里，你會在峽穀中看到一藍色月牙形湖灣，那就是月亮灣。 
月亮灣會隨喀納斯湖水變化而變化，是鑲在喀納斯河的一顆明珠。湖內有嫦娥奔月時留下的一對光腳印。
美麗靜謐的月亮灣是喀納斯的標誌景點。 
【神仙灣】如「月亮灣」因斯河河段曲流彷如一彎明月而得名，從高處向下俯瞰，藍綠色的河水將一望
無際，將連綿而成的白樺林一分為二，其間線條分，明煞是好看，更特殊的是，隨著氣候更替以及陰晴
晨昏的轉變，映入眼簾的景致也會出現不同的色彩與意趣。 
【觀魚亭】站在觀魚亭上可一覽湖景魚躍，只見湖水湛藍，湖畔山坡由下向，上依次可見火紅的樺林，
金黃的落葉松，蒼綠的雲杉，白雪皚皚的山頭，襯以輕雲淡抹的藍天，湖光山，色交相暉映，不禁讓人
頓生「此景只應天上有」的慨嘆。 
【三道灣＋遊船】三道灣那裏是喀納斯湖最深處，是傳說中“湖怪＂出沒的地方，據科學家們判斷，所
謂的“湖怪＂是一種名為哲羅鮭的大紅魚，上了遊船，坐在船上看兩岸，感受的確又有不同。視野變得
開闊起來，湖面非常寬闊，有陣陣涼風吹來，兩岸的山巒此時顯得高大起來，天邊的雲一朵一朵懸掛在
湖的上方，岸邊圖瓦人家的小木屋顯得那麼地靜謐。喀納斯湖，就像一幅立體的油畫，當你置身其中，
一轉身一回眸，一幅幅優美的油畫畫面就映入眼簾。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60 
住宿：賈登峪│鴻福生態大酒店 或同級 ★★★★ 
 
第五天  賈登峪（2H）－禾木【禾木村（含區間車）】（3.5H）－布爾津 
【禾木村（禾木村-含區間車）】禾木村曾被農業部評為“中國十個最有魅力的休閒鄉村＂，這是新疆唯
一獲此殊榮的鄉村。素有“中國第一村＂的美稱，在山水間穿行，眼前掠過溝穀間平緩的草甸、筆直的
雲杉林、婀娜的白樺林；崖壁上寂寞開放 的是叢叢野花、路邊灌木枝頭綴滿漿果，偶爾還有一片閑雲
在山巔逗留，禾木之美，在於它濃郁的民俗風情和原始的山水風光。在鬱鬱蔥蔥、群山環抱、綠草如茵
的河谷裡，禾木村靜靜地躺著，圖瓦人的尖頂小木屋、牲口圍欄，隨意地散落在村子的各個角落。禾木
河在綠樹的掩映中從村子旁嘩嘩流過。淡淡的水汽在樹林上空形成一條蜿蜒的白絲帶，飄蕩在村莊與大
山之間，增加了一絲神秘色彩。禾木自然、原始的山野風光，風景獨特優美，眼前的一切，像夢境但比
夢境真實，似萬卷畫廊但實屬自然造化。禾木河自東北向西南流淌，原始村落與大草原和諧自然的融為
一體。來到禾木村，首先進入視野的就是那一棟棟的小木屋和成群結隊的牧群，與雪峰、森林、草地、
藍天、白雲構成了獨特的自然與文化景觀。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清蒸黑鱼或烤鱼风味 60 
住宿：布爾津│神湖大酒店 或同級 ★★★★ 
 
第六天  布爾津（3H）－烏爾禾【魔鬼城含小火車】（1H）－百里油田（1H）－獨山子 
 早餐後，前往 
【烏爾禾魔鬼城】烏爾禾魔鬼城又稱烏爾禾風城，在準葛爾盆地西部，位於克拉瑪依市東北一百二十公
里的烏爾盒礦區，為座方圓數十公里的"古城"。有罕見的風蝕地貌，以怪異得名，是哈薩克與蒙古人眼
中的鬼城。在遠古時代，那裡曾經是萬頃碧波的巨大淡水湖，後來由於造山運動，變為陸地，原湖區沈
積的沙泥經長期的風雨侵蝕，形成凹凸不平、深淺不一的石層，狂風似刀，把它們雕刻成千姿百態，形
成外型怪異的形式，一旦狂風驟起，黃沙彌漫，發出慘厲的叫聲，有如鬼哭神嚎，神秘恐怖。 
【途經百里油田】經過克拉瑪依開始展現在大家眼前，一望無際的油田，密密麻麻的鑽井塔不停上下擺
動著。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酒店內自助晚餐 80 
住宿：獨山子│瑪依塔柯大酒店 或同級 准☆☆☆☆☆ 
 
第七天  獨山子（5H）－塞裡木湖環湖、途經果子溝（1H）－伊寧【喀贊其民俗旅遊區（含馬車+品嘗 
    霜淇淋+民族歌舞表演）】 



【塞裏木湖】蒙古語意為「山脊梁山的湖泊」，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湖。賽裏木湖水深邃
湛藍，湖畔雲杉蒼翠，牧草如茵，神奇、秀麗的自然風光深深烙印在你我心中。《長春真人西遊記》中
就曾稱頌賽裏木湖景色綺麗，曰：「方圓凡二百里，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日天池」；清朝洪亮吉
則譽之為「西來之境，世外之靈壤」。 
【途經果子溝】果子溝，山路十八盤，層林疊嶂，瀑布泉湧，一步一景。後專車前往-伊寧，伊犁哈薩
克自治州位於新疆的西北部，與哈薩克斯坦接壤，州首府爲伊寧市。伊犁生活著 13 個主要民族，其中
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占了大部分。伊犁在乾旱的新疆是一塊氣候特徵較爲獨特的區域，這裏雨水相對充
沛、天氣溫潤，被稱爲“瀚海濕島＂。  
【喀贊其民俗旅遊區】此處位於伊寧市老城區，總面積 22.9 平方公里，區內現有居民 7511 戶，史料記
載 17 世紀從南疆至伊犁開荒的維吾爾族人最早聚居於此，喀贊其意為制鍋售鍋的人與此乘坐傳統的哈
迪克(六根棍馬車)觀光，遊覽百年民居，百姓博物館，欣賞少數民族手工藝品展示，瞭解當地特有的冰
淇淋的製作過程並可欣賞民族歌舞表演。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烤全羊 120 
住宿：伊寧│隆鑫大酒店貴賓樓 或同級 ★★★★★ 
 
第八天  伊寧【伊黎河風光、鞏乃斯河谷風光】（4H）－那拉提【空中草原『含區間車+電瓶車』】 
【伊黎河風光】伊黎河又稱伊水、伊麗水等，位於伊寧市郊 16 公里處，它是新疆流量最大的內陸河，
河面寬闊、風光秀麗，全長 1500 公里，自東向西在霍爾果斯河口流入哈薩克斯坦境內，最終流入巴爾
喀什湖。 
【鞏乃斯河谷】鞏乃斯河谷自然風光奔騰的鞏乃斯河，星羅棋佈的蒙古包，滿山遍野的綠草山花，撒滿
山崗的珍珠般的羊群，一幅幅美麗的畫卷，無不讓人心曠神怡。 
【那拉提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亞高山草甸植物區，自古以來就是著名的牧場。河谷、山峰、深
峽、森林交相輝映。這裏生長著茂盛的細莖鳶尾群系山地草甸。6—9月，各種野花開遍山崗，紅、黃、
藍、紫五顏六色，將草原點綴得絢麗多姿。每年 6月以後，大群的牧畜轉入，進入草原的黃金季節，草
原人的各種集會也多在此舉行。那拉提草原古稱"鹿苑"，是草原人興行物資交流和各種文化的理想場地 
。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60 
住宿：那拉提│龍庭大酒店 或同級 ★★★★ 
 
第九天  那拉提（1.5H）－巴音布魯克【『景區區間車』天鵝湖、九曲十八灣『含電瓶車上下觀景臺』】 
【巴音布魯克草原】巴音布魯克蒙古語意為“富饒的泉水＂。遠在 2600 年前，這裡即有姑師人活動。
巴音布魯克草原，蒙古語意為“泉源豐富＂，位於和靜縣西北，伊犁谷底東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約
2500 米，面積約 2.3 萬平方公里，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場。巴音布魯克
草原東西長 270 公里，南北寬 136 公里，四周山體海拔在 3000 米以上。巴音布魯克草原居住著蒙、漢、
藏、哈等 9個民族，民族風情燦爛多彩。 
【天鵝自然保護區】此地每年春天都有成千上萬隻白天鵝，從南方飛到這裡棲息繁衍，因而得名「天鵝
湖」。此地湖水清澈，雪山掩映其中，除了天鵝外，這裡還有七十多種類在此生存，這裡是全國天鵝最
多的地方，己被列為巴音布魯克天鵝自然保護區。 
【九曲十八灣】開都河在天鵝湖保護區境內這段稱〝九曲十八彎〞，美如銀帶，開都河最後流入庫爾勒
東北的博斯騰湖，就是西遊記裡的〝流沙河〞。站在天鵝湖畔巴西里克山頂眺望，古老的開都河從天邊
緩緩向你走來。這就是“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能有幾回現＂的九曲十八彎。它像是泉水和雪水彙聚而
成的仙女的飄帶穿過天鵝湖，更像是上蒼爲巴音布魯克這個翡翠王國披上的聖潔的哈達。當夕陽從雲縫
中把萬道霞光射向草原，落日搖金，蜿蜒如蟒的九曲十八彎就映出了后弈射下的那九個太陽。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 中式合菜+白切雞 50  │晚餐：酒店內晚餐+野蘑菇燉土雞 60 
住宿：巴音布魯克│白天鵝賓館貴賓樓 或同級 准☆☆☆☆ 
 
第十天  巴音布魯克（6H）－庫爾勒【天山公路風光、鐵門關、孔雀河夜景】 
【天山山脈風光】天山是中亞東部地區（主要在中國新疆）的一條大山脈，橫貫中國新疆的中部，西端
伸入哈薩克。古名白山，又名雪山，冬夏有雪故名。 
【庫爾勒】香梨的故鄉，很多人沒到過新疆，沒到過庫爾勒，但都知道聞名遐邇的庫爾勒香梨。庫爾勒
綠洲，是全國著名的庫爾勒香梨產地。香梨因汁多香甜而聞名全世。 



【鐵門關】「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古代關隘－鐵門關，位於庫爾勒市北郊 8公里處。扼孔雀河上遊
長達 14 公里的陡峭峽穀的出口，曾是南北疆交通的天險要衝，古代「絲綢之路」中道的咽喉，晉代在
此設關，因其險固，故稱鐵門關，列為中國古代二十六名關之一。 
【孔雀河】亦稱飲馬河，傳說東漢班超曾飲馬於此，故稱。孔雀河橫穿庫爾勒市區，把庫爾勒市分為南
北兩半，北面以州市地方單位為主，南面以塔里木勘探開發指揮部及石油單位為主。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石磨豆花魚 60 
住宿：庫爾勒│花園大酒店 或同級准 ☆☆☆☆☆ 
 
第十一天  庫爾勒【羅布人村寨】／青島 
【羅布人村寨】位于新疆塔里木盆地東北邊緣尉犁縣墩闊坦鄉的塔里木河河畔,景區距尉犁縣縣城 35 公
里,距巴州首府庫爾勒市 85 公里,總面積為 72 平方公里。景區以羅布文化為靈魂，以生態建設為基礎，
以綜合資源開發為目標，以民俗文化、探險旅游為特色。它是一個集沙漠、胡楊、河流、湖泊于一體，
是一個自然景色各異，生態環境優美的旅游區。中國面積最大的塔克拉瑪干沙漠在景區南面，連綿起伏，
茫茫無邊，洶涌澎湃。騎“沙漠之舟＂涉沙海深處，看大漠風光，听駝鈴遺韻，悠悠情懷，心曠神怡。
羅布人也叫羅布泊人。傳說羅布人力大無比，兩人合力可拔起一棵胡楊樹；說話聲音洪亮，可傳到很遠
的地方；羅布人打獵的弓箭用紅柳制作。青海的土匪和蒙古人來搶劫時，羅布人就用紅柳箭射擊，百發
百中，打得來犯者往往落荒而逃。歷史上，羅布人“結蘆為屋，捕魚為食＂，其住房大多用紅柳條和蘆
葦編扎而成，門用胡楊木拼連。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青島』。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托克遜拌面風味 50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青島│鉑爾曼大酒店 或同級 准☆☆☆☆☆ 
 
第十二天  青島【遠眺跨海大橋】／桃園 
      早餐後，前往遠眺【青島膠州灣大橋】位於青島市，為跨越膠州灣、銜接青蘭高速公路的
一座公路跨海大橋，全長 41.58 千米，是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長的跨海大橋，比前任「冠軍」杭州灣跨海
大橋長了 5.58 千米。工程總投資 95.4 億元，連接青島、黃島、紅島「三極」，後期計劃增建膠州聯絡線。
後前往『青島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餐食：早餐：酒店內  │中餐：機上餐食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此行程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說明會資料為主，不另行通知。 

※年長者.所示景點門票均已平均分攤.不另行退費及若不參加視同放棄，不予退費。 

※大陸沒有自然單間，整團包團的團體，即使是領隊單人房，也需補單人房差。 

 
■【新疆旅遊注意事項】 
1.早穿皮襖午穿紗，圍著火爐吃西瓜＂是新疆氣候典型的寫照。新疆屬於大陸性乾旱氣候，晝夜溫差大 
 ，不同季節、不同海拔區域氣候差異顯著。如遇惡劣天氣，氣溫乍暖乍寒，故請注意及時增減衣服， 
  做好預寒及防暑工作。早晚溫差較大可達到 10 至 15 度左右差距，一般來說夏季旅遊仍需準備外套或 
  羊毛衫。 
2.新疆部分地區海拔較高，紫外線照射強烈，再如吐魯番地區夏季最高氣溫可達 40 度以上。所以請帶 
  好防曬物品，同時應配備清熱防暑的藥物或沖劑。 
3.新疆氣候乾燥且風沙大，建議您多注意飲水，準備支潤唇膏在身邊。 
4.新疆線路長，景點分散。故乘車時間長易疲勞，請您作好吃苦準備並注意休息。在新疆旅遊時部分 
  景點須您下車行走、爬山或騎馬，建議您最好在出發前準備一雙舒腳便於行走的鞋。 
5.注意時差：新疆地理位於東六區，北京位於東八區。新疆與北京等內地城市有兩小時時差，旅遊活 
  動通常安排在 9：00—20：00 之間。 
6.新疆素有“瓜果之鄉＂之稱，到新疆吃水果是一大樂事，但千萬注意不要在吃完水果後喝熱茶，以 
  免造成腹瀉。不少外地遊客在新疆遊玩時大飽口福，但也有一些遊客由於吃完葡萄等水果就喝熱茶 
  或喝涼水，造成很多天腹瀉不止，結果幾天的旅程安排全都耽誤了。 
7.新疆屬於少數民族聚居地區，各少數民族有其獨特的宗教信仰。請遊客注意尊重少數民族風俗習慣 
  ，與以少數民族接觸，不當眾尋問或談及其宗教信仰，以免造成不必要的誤會。除了蒙古族，新疆 
  各民族基本都不食猪肉，你到了新疆還是入鄉隨俗，暫時先放棄吃猪肉的習慣，這樣會處處都方便 
  一些。新疆是一個穆斯林聚居的地區，受宗教影響，風俗習慣與內地不同。在遊覽時，一定要入鄉 



  隨俗，一般在寺廟、清真寺內嚴禁拍攝，一旦偷拍被抓，後果較為嚴重，尤其是拍攝婦女、宗教人 
  士等，取景前一定要經過對方允許，否則將帶來很大麻煩。在清真餐廳吃飯時，進門時用水壺洗手 
  ，但不要亂甩手上的水，一般也不允許抽煙、喝酒，更不要談論穆斯林禁忌的話題。 
8.請備用藥物。新疆地域遼闊，行程一般都很長，有的路程需要走上一天才到達目的地，中途甚至連 
  個小鎮都難找見。所以，在新疆旅遊時，最好自備一些預防感冒、暈車、抗過敏等藥物，尤其是那 
  些平時就有疾患的遊客，更要備齊自己常用的藥物，以防不測。 
9.新疆物產豐富，少數民族土特產及手工藝品也斟稱一絕。但請遊客注意，當地客運民航及鐵路對維 
  吾爾民族工藝小刀有禁運的規定。 
10.新疆景點之間距離較長，車程比較漫長枯燥，最好準備一些零食和充足的水。 
■其他： 
1. 保暖衣物：日夜溫差大，經常達攝氏 20 度以上，夏秋之間夜晚可能零度左右，但白天經常達 30 度 

以上的高溫，所以衣物的準備須顧慮氣候變化。皮膚保養品：由於氣候乾燥，個人保養用品需備妥， 
如潤膚乳液、護唇膏、防曬乳液都不能忘記，當地醫療設備不及台灣方便，個人藥品也不可忘記。 

2.溼紙巾：新疆地區多瓜果，沿途到處現買現吃，但洗手不便，如能準備一些溼紙巾，就無後顧之憂了。 
3.噴霧劑：隨身攜帶一瓶水噴霧劑，能在下車時，一解躁熱的感覺。 
4.空氣枕：準備一個空氣枕，能降低長途舟車奔波之累。 
5.當地不易購買底片、電池、手電筒，需準備充足。 
 
【新疆旅遊禁忌】 
尊重少數民族的信仰，不問禁忌話題，例如「為何不吃猪肉？」有一句話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新疆」，
這說明當地的政治環境較封閉，所以盡量不要觸及政治上的話題。哈撒克族對於騎馬有兩項禁忌，不能
穿過羊群，羊會死掉；也不能在氈房門口下馬，只有報喪才這麼緊急，應該停在氈房後面。不能稱讚小
孩漂亮，會長不大。到維吾爾族人家裡作客，主人會在客人進門時端水讓客人洗手，洗手後不能甩手。 
少數民族有根深蒂固的敬老尊賢、長幼有序的觀念，旅客需入境隨俗。許多少數民族普通話講得不好，
所以經常要比手畫腳來溝通。少數民族經常在夜間飲酒作樂，舉止狂放，夜遊最好結伴。少數民族樂於
被拍照，如果被要求幫他們拍照，最好不要拒絕，但當他們在做禮拜時絕對不要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