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大絲路(獨家推出.雙線合一) 

天空之境-茶卡鹽湖+德令哈-克魯克湖+青海湖深度8日 

 

 





 





 



 

 

 

甘青雙線合一 

是一條非常經典的西北線路 

一路穿越柴達木盆地、河西走廊、翻越祁連山 

遇上世界上最幽藍的高原湖泊 

看到全球規模最大的油菜花田 

赤足天空之境的茶卡鹽湖 

穿越綿延無盡的天境祁連 

眺望七彩變幻的丹霞地貌 



爬行浩瀚沙漠的鳴沙山 

駐足千年文明的莫高窟 

我們追逐陽光，與自然為伴 

走過草原，跨過荒漠，繞過戈壁，對望雪峰，偶遇湖泊 

一路上精彩連環，恍若星際穿越 

這就是最大西北的美，美到令人窒息 

 

What 玩什麼？ 

【張掖七彩丹霞】：洗漱日落餘暉下丹霞的七彩色澤 

【嘉峪關城樓】：內地與大漠，中原和西域之間紛爭與融合的見證，同樣寫滿了 644年的悲壯與輝煌 

【敦煌莫高窟】：此生不可不去的佛教藝術聖地，聆聽歲月的聲音 

【鳴沙山月牙泉】：騎一次駱駝，聽一曲月牙泉，尋覓三毛的印記 

【天空之境茶卡鹽湖】：被列為《中國國家旅遊地》，雜誌選的“人一生要去的 55個地方之一 

【青海湖】：碧波連天的湖水，在豔陽下清澈透亮，比天空藍的純粹，藍的清澈，藍的靜謐，仿佛能

滌蕩人的靈魂，洗盡俗人的眼…….. 

【德令哈克魯克湖】：克魯克湖在柴達木盆地的東北部，它就像是熠熠閃亮的巨大寶藏，鑲嵌在浩瀚

的戈壁，茫茫的草原之間 

What 吃什麼？ 

既具有清真菜特性，又具有中國西北菜系味重香濃的烹飪特點，主要有蔬菜、瓜果、魚、肉、蛋等，

蔬菜在調味上與其他菜系不一樣。 

來到飛天的國度：敦煌－品嘗精心安排敦煌美食饗宴－敦煌飛天宴 RMB150/人 

 



 

 



Where 住哪裡？ 

6晚當地准五酒店+1晚當地最佳四星精品酒店 

 

 

行走西北--大西北的美借用 lonely planet 的描述 

地球上除了海洋，所有的景觀都在這裡旅行 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 你準備好了嗎？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灣桃園機場 甘肅蘭州機場 海南航空 HU-7918 13:15 17:25 

甘肅蘭州機場 台灣桃園機場 海南航空 HU-7817 08:45 12:20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灣桃園機場 甘肅蘭州機場 東方航空 MU-2014 12:45 17:00 

甘肅蘭州機場 台灣桃園機場 東方航空 MU-2014 07:50 11:45 

1.本航班表僅提供參考，正確航班請點選您的 ft 發⽇期。 

2. 不同航班，餐食及⾏程安排皆有所不同，正確⾏程，請點選您的 f 發⽇期。 



 

行程：第 01 天  臺北蘭州  

 交通：巴士、海南航空  

距離：中川機場 -蘭州（75km，約 1.5h）  

請各位貴賓於指定時間于當地集合，乘航班抵達蘭州，蘭州是甘肅省的省會，古稱金城。是

西北第一大城市。年平均氣溫 10.3℃。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是著名的避暑勝地。，抵達後

乘車前往蘭州市區（單程 75 公里，行程約 1.5 小時）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  

舌尖上的蘭州：蘭州正甯路夜市（蘭州風味美食、熱冬果、甜胚子、灰豆子、牛奶雞蛋醪糟、蘭州烤肉、蘭州羊雜碎） 

：準  級組工大廈或甘銀大廈或同級 

： ＸＸＸ    機上餐食   蘭州拉麵風味-RMB60 

 

行程：第 02 天  蘭州    (動車 )  約 3.5 小時張掖丹霞地貌（含電瓶車） -嘉峪關  

 交通：巴士、動車、電瓶車  

 景點：©張掖丹霞地貌（含電瓶車）  

距離：張掖 -張掖丹霞地貌（50km，約 1h）-嘉峪關（230km，約 3h）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乘動車前往張掖（參考車次 D2703  0820-1135 或  D2743  

0755-1126 僅作參考車次，以實際出票車次為准，單程 200 公里，行車約 3.5 小時），抵達

後覽張掖丹霞地貌，張掖七彩丹霞地貌群以其面積大、集中，層理交錯、岩壁陡峭、氣勢磅

礴、造型奇特、色彩斑斕而稱奇，有紅色、黃色、白色、綠藍色，色調有順山勢起伏的波浪

狀，也有從山頂斜插山根的，猶如斜鋪的彩布，在陽光的照射下，像披上了一層紅色的輕紗，

熠熠泛光，色彩異常豔麗，讓人驚歎不已。遊覽結束後乘車前往嘉峪關市（單程 230 公里，

行車約 3.5 小時，全程高速公路）。晚入住嘉峪關！！  



：準  級嘉峪關廣場假日或維也納或同級 

：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RMB50 甘州河西風味-RMB60 

 

 行程：第 03 天  嘉峪關 -嘉峪關城樓 (含電瓶車 )敦煌  

 交通：巴士、電瓶車  

 景點：◎嘉峪關上城樓  

距離：嘉峪關 -嘉峪關城樓（6km，10min）-敦煌（360km，約 4h）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參觀長城全線中規模最宏偉、保存最完整的關隘，素稱“天下雄

關”的——嘉峪關城樓（參觀時間約 2 小時），位於嘉峪關最狹窄的山谷中部，地勢最高的

嘉峪山上，城關兩翼的城牆橫穿沙漠戈壁，向北 8 公里連黑山懸壁長城，向南 7 公里，接天

下第一墩，是明代萬裡長城西端主宰，自古為河西第一隘口。是明代長城沿線九鎮所轄千餘

個關隘中最雄險的一座，至今保存完好。1961 年 3 月，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今天，嘉峪關經過修葺，仍可見當年雄險的邊關氣勢，登關樓遠眺，長城似遊龍浮

動于浩翰沙海，若斷若續，忽隱忽現。天晴之日，或海市蜃樓，或塞上風光，奇特景色，盡

收眼底。午餐後乘車前往敦煌。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  

溫馨提示：  

1.嘉峪關長城不允許攝像，禁止攀爬、亂刻亂畫；  

2.為了便於遊人攀登， 1987 年重修時還在首墩和山脊城牆上修築了臺階式漫道。沿漫道而上，雖只

有四百多級懸臂長城臺階，但也足以使人心生踟躕，然而只要登上山頂，放眼望去，關外大漠的荒涼

盡收眼底，僅有極少的片片綠洲點綴其中，顯示出這裡還有生命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進行頑強的抗爭。 

【舌尖上的敦煌－敦煌飛天宴】飛天宴精選絲路上各種香料與新鮮食材，結合創意與傳統，

https://p1.ssl.qhmsg.com/t010783e7f313c17725.jpg


讓您在杯箸交綜、口舌之間充滿著敦煌氛圍，嚴選絲路上的各種香料與食材，包廂設計精緻

講究、特色菜餚讓人食指大動，您怎能錯過這般體驗？  

※用餐結束後，特別安排和美麗的飛天演員合影互動，並每人贈送一份精美禮品。  

飛天宴參考菜色：涼菜 8 道、故君絲路駝掌、金餃駝峰絲、五彩風沙雞、清蒸金樽魚、紅柳

烤肉、驢肉墊捲子、敦煌老火鍋 .. ... .等。 (部分菜色依季節更換 )  

：准  級敦煌富麗華大酒店或天沁雲水酒店或同級 

：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RMB50 敦煌飛天宴-RMB150 

  

 行程：第 04 天  敦煌莫高窟（含電瓶車）（30km,0.5h）鳴沙山 (30km,0.5h)   

月牙泉（含駱駝、電瓶車）  敦煌  

 交通：巴士、電瓶車、駱駝  

 景點：  ◎莫高窟◎鳴沙山◎月牙泉  

距離：敦煌 -莫高窟（30km，0.5h） -鳴沙山月牙泉（30km，0.5h） -敦煌（6km，10min）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乘車參觀世界佛教藝術寶庫莫高窟（參觀時間約 4 小時）午餐後前

往遊覽天下奇響、自然妙音的——鳴沙山；鳴沙山由於各種氣候和地理因素的影響，造成以

石英為主的細沙粒，因風吹震動，沙滑落或相互運動，眾多沙粒在氣流中旋轉，表面空洞造

成“空竹”效應發生嗡嗡響聲的地方稱為鳴沙地。觀天下第一泉——月牙泉（參觀時間約 2.5

小時），月牙泉，古稱沙井，俗名藥泉，自漢朝起即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曉澈”。



月牙泉南北長近 100 米，東西寬約 25 米，泉水東深西淺，最深處約 5 米，彎曲如新月。  

特別提示：  

莫高窟需要提前一個月在預約網實名預約購票，嚴格執行每個時段發放門票 65 張，每天 6000 人次

的人數限制，數位電影 +實體洞窟的參觀模式。旺季客流量增大時隔日開放應急模式（只參觀 4 個實

體洞窟）。普通票每天 16 點停止入內，應急票每天 14 點停止入內；請各位遊客儘量提前報名，如不

能提前 30 天以上報名的，可能會使用應急票參觀。如應急票的時間不允許或預約已滿而無法參觀莫

高窟，屬於政策性不可抗力，只能做退門票處理或安排參觀西千佛洞代替。望周知，敬請諒解！具體

政策可查閱官方網站。   

1.6 千人以內，不需要啟動應急門票，正常門票 200 元 /人含：數字影院 +洞窟 8-10 個  。  

2.6 千人以外，需要啟動應急門票，應急門票 100 元 /人含：4 個大型經典洞窟 +院史陳列館【四合院】

+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陳列中心【大博物館】（分單雙號）  

3.如只能啟動應急門票將退客人門票差價（報價按 200 元正常票核算） ,（如果報名晚沒有應急票旅

行社有權將莫高窟調換為西千佛洞景區，門票差價現退）  

4.因旅行社提前預約門票時需要支付票款，客人臨時退團有票損，此損失由客人自己承擔。  

溫馨提示：  

1.莫高窟不能帶包和照相機、攝像機，窟內壁畫請勿用手觸摸；  

2.鳴沙山騎駱駝時不用鮮豔的絲巾在駱駝前面晃，請保護好電子產品以防沙子進入。  

：準 級敦煌富麗華大酒店或天沁雲水酒店或同級 

：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RMB50 雪山駝掌-RMB80 

  

 行程：第 05 天  敦煌大柴旦德令哈克魯克湖  

 交通：巴士  

 景點：◎嶗嶗山◎大柴旦翡翠湖◎克魯克湖  

距離：敦煌 -德令哈 (550km， 6.5h) 

大柴旦：蒙古語稱伊克柴達木，意為大鹽湖，位於青海省西北部，柴達木盆地北緣。區內山

高水淨，風光獨特。大柴旦地區特殊的地質構造形成了貧地特有的現代自然荒漠景觀，其中



南八仙雅丹地貌地最典型、最奇特的地貌之一，有 "帝王墳 "、 "千軍帳 "等自然景觀。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敦煌早餐後乘車前往德令哈（單程 581 公里，行車約 6 小時，全

程國道），途徑當金山所在的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位於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交界處，

東至燕丹與肅北縣接壤，北依催木圖山與敦煌市為鄰，南面的賽什騰山與青海省毗連，西面

的芨芨台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戈壁相望，總面積 3.3 萬平方公里。昔日屬於人跡罕至，飛

鳥不駐之地。   嶗嶗山 .大柴旦翡翠湖“翡翠湖”名為大柴旦湖，是原大柴旦化工廠鹽湖採礦

隊採礦區，由於所含的礦物質濃度的不同，形成了顏色多彩的景象。天氣晴好時，宛若鏡面

般的湖面倒影著藍天白雲和皚皚雪峰，宛如置身於仙境中。  車觀美麗的德令哈大草原，遊覽

高原情人湖之一的克魯克湖。抵達德令哈市，後入住酒店休息。德令哈酒店條件普遍不好，

環境較差，請您提前知曉！  

：  級德令哈藍天白雲酒店或海西飯店或同級(當地最好酒店) 

：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RMB50 中式合菜-RMB60 

 

行程：第 06 天德令哈茶卡鹽湖 (含小火車 )  共和縣  

 交通：巴士、電瓶車、小火車  

 景點：◎柴達木盆地◎茶卡鹽湖  

距離：德令哈 -茶卡鹽湖（230km，3h） -共和縣（180km，2.5h）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早餐後乘車前往修繕一新的茶卡鹽湖。茶卡鹽湖也叫茶卡，“茶



卡”是藏語，意即鹽池；“達布遜淖爾”是蒙古語，也是鹽湖之意，也是 109 國道通往格爾

木、西藏的必經之地。茶卡鹽湖是柴達木盆地有名的天然結晶鹽湖，中國的“天空之境”。

然後再乘車前往共和縣，共和縣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州屬五縣之一，是青海藏區人口較

多、地域遼闊、畜牧業經濟比重較大的一個縣，在青海藏區經濟社會發展佈局中處於重要地

位。位於青海省東北部，是青藏高原的東門戶，素有 "青藏咽喉 "之稱  ，北靠青海湖，南臨 "

母親河 "---黃河，東以日月山與東部農業區為界，西與青海青南藏區毗連。入住酒店  

溫馨提示：  

1.防曬衣物：青海湖海拔高，天氣多變，日照強，請放緩運動並備好防雨及防曬衣物。  

2.防止墜湖：參觀青海湖時請不要離湖面太近，以防落入湖中，產生危險。  

3.高原反應：初次進入青海湖，一般人不會出現高原反應，但是不排除有發生高原反應的可

能性。輕微高原反應的一般症狀為出現頭疼，頭暈，眼花，耳鳴，全身乏力，行走困難，難

以入眠等症狀，嚴重者出現腹脹，食欲不振，噁心，嘔吐，心慌，氣短，胸悶，面色及口唇

發紫或面部水腫等症狀。出現這些症狀應高原處停留 3-5 天或立即下降數百米的高度，一般

就可恢復正常。建議可以提前服用一些緩解高原反應的藥品，如紅景天，高原安等。  

青海湖附近酒店條件普遍不好，環境較差，請您提前知曉！  

：準  級翔鷹國際大酒店或同級(當地最好) 

：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RMB50  中式合菜-RMB60 

 

行程：第 07 天青海湖 (含遊船 )東關清真大寺蘭州  

 交通：巴士、電瓶車、遊船  

 景點 :  ◎青海湖◎東關清真大寺  

https://baike.so.com/doc/607776-6435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08977-554387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163778-12310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51143-51725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3036-5568404.html


距離：共和縣 -青海湖（180km，3h） -東關清真大寺（160km,2.5h） -蘭州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參觀青海湖二郎劍景區，古人稱之為西海，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湖

泊，也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青海湖在不同的季節，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節，當四周巍巍

的群山和西岸遼闊的草原披上綠裝的時候，青海湖畔山清水秀，天高氣爽，景色十分綺麗。

可以自行到湖邊看一下青海湖的日出，這裡是最佳欣賞青海湖日出的地方，後乘車前往後贈

送參觀【東關清真大寺】，感受伊斯蘭風情，晚餐後乘車前往蘭州中川機場（車程約 3 小時），

晚入住機場附近酒店！！  

溫馨提示：  

1.寺廟內不能隨意拍攝，拍攝僧人、藏族婦女，一定要經對方允許。  

2.蘭州機場附近酒店條件普遍不好，環境較差，請您提前知曉！  

：準 級蘭州瑞嶺國際酒店或同級 

：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RMB50 阿西亞風情餐–RMB150   

 

行程：第 8 天  蘭州臺北  

 交通：巴士、海南航空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根據航班時間送飛機，結束愉快的西北行程！  

： 溫暖的家 

： 酒店內享用  機上餐食  ＸＸＸ   

高端中國假期溫馨提醒：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 



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 

高端中國假期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團票說明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一切依航空公司

規定之）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旅客需與主團體一起辦理機場報到手續。 

．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座位時，恕不提供機場貴賓室服務，且託運行李重量仍

依經濟艙標準計算。（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詳情請洽詢服務人員。） 

．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 

特別說明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含），最多 32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

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兩張單人床房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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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床；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需另行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

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大陸一般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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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依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一～二人為二菜一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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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或

長者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

確實並無不適於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亦建議行動不便、年滿 70

歲以上、未滿 2 歲之貴賓(之隨行家長)或長者，可依個人需求選購 MINI TOUR、自由行、親子團或其他

為貴賓們量身打造之旅遊商品；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

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敬祝旅途愉快！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

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65 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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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