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寧夏】寧夏深居內陸，高山、平原、

大漠、黃河、綠洲、森林、湖泊造就了

寧夏獨特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既有

江南水鄉的秀麗，又集塞外大漠之雄

渾。自然景觀壯麗如畫，給人以回歸自

然的絕妙感受。豐富多樣的地形地貌和

自然景觀，交織成一幅幅奇偉多姿、氣

象萬千的塞上畫卷，這裏是我國陽光眷

戀最多的地方之一，獨特的季節性造就

出獨具魅力的別樣景致，使人們在不經

意間捕捉綺麗，迎接春夏秋冬旅行的意

義就在於行走遊玩過程中發現那些微

小細節，感受生活真善美。2013 年 1

月 11日寧夏入選美國《紐約時報》46

個“必去”的全球最佳旅遊目的地，寧

夏旅遊向世界掀起了蓋頭。 



 

 

 

 

 

 

 

 

 

 

 

 

 

 

 

 

 

 

 

 

 

 

 

 

 

 

 

 

 

 

 

 

 

 

 

 

 

 

 

 

 

 

 

 

 



沙坡頭旅遊景區投資 2000 萬元，將懸索橋

在原本基礎上改造成了黃河 3D 玻璃橋。鋼

纜索橋總長 328 米，中間 210 米及北側邊

跨 60 米防腐木板更換為了鋼化玻璃。橋面

為四段三層雙層夾膠玻璃，玻璃橋面長 210

米，其中，從南向北四段依次為：75 米 3D

效果玻璃棧道——60 米超白通透玻璃棧

道——75 米 3D 效果玻璃棧道——60 米超

白通透玻璃棧道，寬度為 2.6 米，橋面距河

面的垂直高度為 10 米，現有透明玻璃 61

塊，3D 畫面玻璃 77 塊，總計 138 塊玻璃

組合而成。經過測試，每塊玻璃的承重可達

3 噸。 

 

 

 

 

 

 

 

 

 

 

 

 

 

 

 

 

 

 

 

 

 

 

 

 

 

 

尊榮住宿 : 全程高水準住宿 準5星級以上酒店 !  

銀川升等五星國貿假日酒店四晚，區別於市場只有升

等一晚五星酒店。註 : 目前全寧夏並無 "正式掛牌" 

5星級酒店，皆為5星級水準之準5星酒店 ! 

 

● 貼心規劃 : 全程無購物 ! 無自費 ! 
 
●特別安排：搭乘 “麋鹿拉車”、感受歐洲才有的濃濃的聖誕氣氛。 

●特別贈送：1.車上礦泉水無限暢飲、   2.防寒.防風.防沙脖套巾一只、 

            3.寧夏風情旅遊小手冊、   4.3D立體玻璃橋防塵鞋套  

            5.寧夏特產小禮袋、       6. 精緻特產紅棗一包 、 

            7.銀川一晚晚餐贈送寧夏紅酒 1桌 1瓶、 

            8.與聖誕老人合照一張 

 

● 風味餐食：餑餑風味、黃河鯉魚風味、茼子面風味、漢族大燴菜風味、手抓肉風味、 

              鍋巴雞風味、涮羊肉風味（吃到飽） 

● 全程高餐標 : RMB40---RMB80 (非一般促銷團體僅使用 RMB30餐標) 

※備註：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

擇，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３Ｄ玻璃橋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機場 銀川 東方航空 MU2002 19:45 23:55 

銀川 桃園機場 東方航空 MU2001 15:00 18:45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 

 

 
  
 

 
臺北(桃園機場)  銀川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兩岸直航豪華客機至【銀川】。銀川市，簡稱「銀」，古稱「興慶府」、「中

興路」、「寧夏省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永久舉辦地，寧夏回族自治區的

首府，全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教、交通、和金融商業中心，歷史上曾作為西夏王朝的首都。 

 

XXX XXX 機上 

5★國際交流中心或寶什利德酒店或國貿中心假日酒店或同級 

 

 

銀川(賀蘭山岩畫(含電瓶車、韓美林藝術館)、拜寺口雙塔、 

鎮北堡西部影城) 

【賀蘭山岩畫】賀蘭山岩畫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AAAA級旅遊景區、全國研學旅遊示範基地

（2016年國家首批 20家之一），是中國遊牧民族的藝術畫廊 。賀蘭山在古代是匈奴、鮮卑、突厥、回

鶻、吐蕃、黨項等北方少數民族駐牧遊獵、生息繁衍的地方。他們把生產生活的場景，鑿刻在賀蘭山的

岩石上，來表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再現了他們當時的審美觀、社會習俗和生活情趣。在南北長

200多公里的賀蘭山腹地，就有 20多處遺存岩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賀蘭口岩畫。 

【拜寺口雙塔】拜寺口雙塔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迄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的西夏佛塔，距今近 1000

年歷史，是中國佛塔建築史上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具有很高的西夏考古、建築、佛教的歷史文化價值、

研究價值和觀賞價值。該塔是一對磚砌佛塔山口東側的塔稱為東塔是一座正八角形建築，高 13層，每

層塔簷下，各面都有各種獸頭的浮雕，西塔也是 13層高，較東塔粗壯外形呈抛物線狀，曾發現梵文、

西夏文題記和元代銀幣等。這裡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序》為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印本，為中國印

刷術發明時間的斷代發揮重要作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A9%E7%94%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88%E5%A5%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A%81%E5%8E%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0%E8%95%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A%E5%85%B0%E5%8F%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9C%E5%AF%BA%E5%8F%A3


【鎮北堡西部影城】鎮北堡西部影城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由作家張賢亮於 1993年 9月 21

日創辦。因以古時屯兵的鎮北堡兩座廢堡為基地，俗稱“鎮北堡西部影城”。鎮北堡西部影城於 2011

年 1月，被評為國家 AAAAA級旅遊景區，是銀川市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中國一絕”。被評為“中國

最受歡迎旅遊目的地”和“中國最佳旅遊景區”，並被寧夏回漢鄉親譽為“寧夏之寶”，是中國文化產

業成功的典範。2018中國西北旅遊行銷大會暨旅遊裝備展上，入圍“神奇西北 100景”榜單。現在的鎮

北堡西部影城是一處服務優良的集旅遊觀光、娛樂、休閒、餐飲、住宿、購物為一體的體驗型旅遊景區，

故有“寧夏之旅，必遊影城”的讚譽。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餑餑風味 40 晚餐: 涮羊肉風味（吃到飽）80 

 
 住 宿 5★國際交流中心或寶什利德酒店或國貿中心假日酒店或同級 

 

 

 

銀川(寧夏博物館、西夏王陵(含電瓶車、西夏博物館)、 

大閱城購物中心) 

【寧夏博物館】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簡稱寧夏博物館）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金鳳區人民廣場

東街，總建築面積 30258平方米，其前身是 1959年 9月成立的寧夏地質博物館籌備處，1973年正式更

名為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2006年 11月，總投資 2.28億元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新館破土動工，

2008年 9月正式投入使用。根據 2016年 1月該館官網顯示，寧夏博物館館藏文物近 4萬件，有國家一

級文物 159件，三級以上珍貴文物 4000餘件，其中胡旋舞石刻墓門、鎏金銅牛、力士志文支座被鑒定

確認為國寶級文物。 

【西夏王陵】有“東方金字塔”之稱，探索神秘消失的黨項民族，領略當年輝煌一時的西夏王朝。在方

圓 53平方公里的陵區內，九座帝陵布列有序，253座陪葬墓星羅棋佈，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地面遺址

最完整的帝王陵園之一。 

【西夏博物館】西夏博物館是中國第一座以西夏皇家陵園為背景、真實形象地展示西夏王國興衰歷史的

博物館。全館占地面積 5300平方米，西夏佛塔密簷式建築造型，風格別致，既有現代建築之氣勢，又

與陵區遺址相呼應，形成了濃郁的地方民族建築風格 

【大閱城購物中心】被定位為全業態、全客層、家庭體驗式城市級綜合體，項目涵蓋購物中心、5A級寫

字樓、精品酒店、閱海大劇院、精裝住宅、精裝公寓、外商街、停車樓等多種業態，集購物休閒、旅遊

度假、商務金融、文化消費四大功能。並成功引進了王府井奧萊、凱悅酒店、冠軍溜冰場、長城沃美影

城、新百大賣場、新百電器、寧夏觀光夜市、閱海大劇院等七大主力業態，以及當當網實體書店及素型

生活館、探奇樂園、活力健身、美星食尚匯等次主力業態。創新規劃了潮流街區、兒童街區、美食街區、

生活街區、運動街區、創意街區等六大主題街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E5%9B%9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B6%E5%B7%9D%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B4%A4%E4%BA%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A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B6%E5%B7%9D%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157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157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87%E5%8C%97%E5%A0%A1%E8%A5%BF%E9%83%A8%E5%BD%B1%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87%E5%8C%97%E5%A0%A1%E8%A5%BF%E9%83%A8%E5%BD%B1%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157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B6%E5%B7%9D%E5%B8%82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 40 鍋巴雞風味 40 

5★國際交流中心或寶什利德酒店或國貿中心假日酒店或同級 

 

 

銀川(森淼國際示範酒莊(含免費品酒))、青銅峽(黃河樓、 

青銅峽 108 塔) 中衛 
 

【森淼國際示範酒莊】寧夏森淼葡萄酒國際示範酒莊位於銀川市金鳳區，屬於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

酒莊將葡萄與葡萄酒全產業鏈中的品種、技術、工藝等進行集成創新，是寧夏賀蘭山東麓全產業鏈技術

集成創新與示範的平臺、也是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的品牌展示與文化宣傳的視窗、葡萄酒及衍生

品多元化開發與大眾化消費相結合的體驗平臺、葡萄酒消費者體驗與市場行銷的載體、葡萄酒文化旅遊

與生態休閒旅遊相結合的度假目的地。 

【黃河樓】內設黃河中國歷史文化展覽館、黃河寧夏歷史文化展覽館、黃河印象展覽館、黃河文化演藝

廳等。是全方位展示黃河五千年燦爛文明的博物館、黃河文化匯寧夏的重要載體和西部乃至全國的知名

旅遊景點。是寧夏黃河金岸的點睛之筆和標誌性的景觀工程之一，將打造出全國展示黃河文化第一樓，

與黃鶴樓、滕王閣和鸛雀樓並稱中國四大名樓。 

【青銅峽 108塔】青銅峽 108塔，全部都用磚砌成，並抹以白灰。塔群坐西朝東，背山面水，隨山勢起

伏而建，從上到下按奇數排列成一個三角形的塔陣，除最上面的第一座塔較大之外，其餘均為小塔。每

當風和日麗，108座塔倒映在金光閃閃的水波中，景色奇特，幽雅明麗。108塔它是佛教紀念性建築。

佛教把人生的煩惱總結為 108種，為清除煩惱，規定貫珠 108顆，念佛 108遍，曉鐘 108響，建造 108

塔， 意為消除煩惱。據說，繞第一座塔三圈，一一觸摸其 36個斷面，數對 108個數， 則可以消除煩

惱，帶來吉祥。 

 

 

 

 

 

 

 

 

 

酒店早餐 黃河鯉魚風味 40 中式合菜 40 

準 5★禹都麗茲酒店或同級 

 

 



 

中衛(高廟、黃河宮、沙坡頭騰格裏大漠景區(含電瓶車往返、上行

電梯、下行索道或滑沙、3D 玻璃橋）向陽步行街) 
 

【高廟】位於中衛城北，接連城牆的高臺上。始建於明永樂年間，稱“新廟”。清康熙四十八年（西元

1710年）秋，因地震坍塌重建，後經道光二年、咸豐三年、光緒八年續建，改稱“玉皇閣”。民國初年

增建後，改稱“高廟”，建築面積達 2510平方米，是一處造型完整、氣魄壯美的古建築群。 

【黃河宮】黃河宮位於寧夏西部城市中衛市黃河北岸。抬頭遠望，九曲滔滔黃河水，似一條金色 

彩帶，舞動著，自西向東從公園南部緩緩流過。中衛地區自古就有“天下黃河富寧夏，首富中衛”之說，

也是寧夏“黃河金岸”城市經濟帶中的一顆璀璨明珠。黃河宮主體建築高 36.9米，創意採用唐朝詩人

李白“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詩詞寓意，將黃河之水凝練成水滴建築形態。建築裡沿內壁有人行觀景坡

道，中間設電梯和 80多平方米的觀景台。水滴主體建築下就是黃河博物館。 

【沙坡頭騰格裏大漠景區】是中國十大最好玩的地方之一、“中國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世界壟斷性

的旅遊資源。沙坡頭聚神山、大漠、黃河、綠洲、草原於一處的壯麗奇觀。沙坡頭是黃河第一入川口，

是歐亞大通道，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北連沙峰林立、綿延萬裏的騰格裡大沙漠，中間被奔騰而下，

一瀉千里的黃河橫穿而過，在沙與河之間、沙與河這對本不相融的矛盾體，在沙坡頭卻被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巧妙地撮合在了一起，沙堤高聳，河水奔流，沙為河骨，河為沙魂，相依相偎，和諧共處，沙、山、

河、園交相薈萃，似抒情詩，如風情畫。浩瀚無垠的騰格裡大沙漠、蘊靈孕秀的黃河，以及滴翠流紅的

河灣園林在這裡交匯，譜寫了一曲大自然瑰麗的交響曲，形成了沙坡頭獨特的 S型地理風貌，極似中國

陰陽太極圖，曾被美國著名的《國家地理》雜誌作為世界奇觀向全球推出。這無疑給原本就神奇的沙坡

頭又增添了神秘的一筆，使其更像陳酒釅茶，韻味無窮。沙坡頭遊覽區的特色之一是滑沙，遊人從高約

百米的沙坡頭的坡頂往下滑，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地質結構，滑沙時座下會發出一種奇特的響聲，人

鐘巨鼓，沉悶渾厚，稱之為“金沙鳴鐘”。特色之二是沙山北面是浩瀚無垠的騰格裡沙漠。而沙山南面

則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沙漠綠洲。遊人既可以在這裡觀賞大沙漠的景色，眺望包蘭鐵路如一條綠龍伸向遠

方；又可以在沙漠上走走，照張相片，領略一下沙漠行旅的味道。 

【3D玻璃橋】沙坡頭旅遊景區投資 2000萬元，將懸索橋在原本基礎上改造成了黃河 3D玻璃橋。鋼纜索

橋總長 328米，中間 210米及北側邊跨 60米防腐木板更換為了鋼化玻璃。橋面為四段三層雙層夾膠玻

璃，玻璃橋面長 210米，其中，從南向北四段依次為：75米 3D效果玻璃棧道——60米超白通透玻璃棧

道——75米 3D效果玻璃棧道——60米超白通透玻璃棧道，寬度為 2.6米，橋面距河面的垂直高度為 10

米，現有透明玻璃 61塊，3D畫面玻璃 77塊，總計 138塊玻璃組合而成。經過測試，每塊玻璃的承重可

達 3噸。 

【向陽步行街】自由逛街購物、附近有百貨公司及大型商場,既有寧夏各地具有濃鬱地方特色的商品,也

有國際大都市上海許多商場才有的商品，可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要。 

 

 

 

 

 

 

 

 

酒店早餐 漢族大燴菜風味 40 茼子面風味 40 

準 5★禹都麗茲酒店或同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E5%AE%AB


 
中衛固原(須彌山石窟(含區間車)、固原博物館) 

【須彌山石窟】須彌山石窟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西北的須彌山上，是一批開鑿於北朝至唐

代的石窟的總稱，部分石窟被開鑿於明清時期。該石窟周圍曾建有佛教和道教寺廟，但後來全部損毀。

石窟群在海原大地震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曾遭受大規模破壞，後來因嚴重風化和遭到盜鑿而損毀嚴重。相

關文物部門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對須彌山石窟進行了多次修繕，損毀現象才得以遏制。1982年，須彌

山石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成立於 1983年 12月 30日，隸屬寧夏自治區文化廳，位於寧夏南部山

區固原市西城路 133號，是一座歷史文物徵集收藏、科學研究、陳列、宣傳、教育於一體的綜合性省級

博物館，全國重點館，國家一級風險單位。1997年被中宣部授予“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8年

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2009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授予“全國文明單位”稱號，同時，寧

夏固原博物館還是 4A國家級旅遊景區。 
 

 

 

 

 

 

 

 

 

酒店早餐 農家樂風味 40 中式合菜 40 

準 5★固原賓館或同級 

 

 
固原銀川(永寧文化園、枸杞館、銀川步行街) 

 

 

【永寧文化園】文化園景區始建於 2002年，總占地 1000畝，一期 300畝於 2005年建成開園。目前為

遊客提供的服務是“回博館裡讀歷史、禮儀殿中解習俗、阿依莎宮品回宴、曼蘇爾宮賞歌舞、納家戶旁

逛回街”的一幕幕內涵深刻的文化景象，讓你瞭解中國回族文化,使你經受中國回族文化的感動。截止

2013年底已累計接待國內外遊客 300余萬人次，党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參觀文化園，對文化園建設給予了

高度讚揚。巴基斯坦、伊朗、科威特、沙特、利比亞、阿曼、馬來西亞等二十多個國家的駐華使館大使

及其他官員、學者來園造訪，並捐贈本國古船模型、服飾及圖書、圖片等重要文獻資料。中華回鄉文化

園已經成為展示中國回族文化、體現民族大團結的文化勝地，成為是連接中國和其他國家文化交往的重

要紐帶。 

【枸杞館】中國枸杞館的面世，為寧夏枸杞走向世界搭建了一個重要的“文化外交”新舞臺，為百瑞源

紅動中國、走向世界奠定堅實的基礎，必將成為中華枸杞文化對外傳播的聖地，對推動寧夏枸杞產業和

旅遊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重大的意義。枸杞文化是枸杞產業的靈魂。通過中國枸杞館

對枸杞歷史文化和養生知識的傳播和滲透，必將進一步夯實寧夏枸杞乃至世界的顯赫地位，對開拓我區

枸杞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銀川步行街】銀川步行街位於銀川市興慶區,即鼓樓南街,北起鼓樓,南至銀川商城北門,彙集了新華百

貨商店、寧夏華聯商廈、新華購物中心、麗華副食連鎖總公司等 12家大型商場,既有寧夏各地具有濃鬱

地方特色的商品,也有國際大都市上海許多商場才有的商品，可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要。因此,這裡

有“小上海”的美稱。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 40 手抓肉風味 40 

5★國際交流中心或寶什利德酒店或國貿中心假日酒店或同級 

 

 

 

明長城水洞溝遺址(含博物館+動感體驗展館、藏兵洞、區間車)  

臺北 
 

【明長城水洞溝遺址】寧夏水洞溝旅遊景區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被譽為“中國史前

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被國家列為“最具中華文明意義的百項考古發現”

之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AAAAA級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榮獲“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

的 50個地方”銀獎。中國唯一保存最完整的萬里長城立體軍事防禦體系。2018中國西北旅遊行銷大會

暨旅遊裝備展上，入圍“神奇西北 100景”榜單。 

 

酒店早餐 中式合菜 40 機上 

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  11 月 27 日 12 月 11.18.25 日 01 月 1.8.15.22.29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25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19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10491)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8 號 6 樓之 3 

品保會員 1510 號 交觀甲字第 6779 號
 www.welcometour.tw         

(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營業部 (銀行代碼 102)  

帳號:0103000066349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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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A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9C%B0%E8%B4%A8%E5%85%AC%E5%9B%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