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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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駱駝體驗騎乘沙漠之舟之樂趣。 

 

◈風味餐食：沙湖湖蝦、涮羊肉風味（吃到飽）、蒙式風味、毛家臺子風味、漢族大燴菜 

          茼子面風味、農家樂風味、手抓肉風味、黃河鯉魚、固原風味、燴小吃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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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1 天 臺北【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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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湖】被稱為“塞上明珠”，沙湖旅遊區在距銀川市西北 56公里平羅縣境內，是國家首批 5A級景區，

中國 35個王牌景點之一。沙湖擁有萬畝水域、五千畝沙丘、兩千畝蘆葦、千畝荷池，盛產魚類、鳥類，

這裡棲居著白鶴、黑鶴、天鵝等十數種珍鳥奇禽。以自然景觀為主體，是一處融江南水鄉與大漠風光為

一體的生態旅遊景區。“金沙、碧水、翠葦、飛鳥、遊魚、遠山、彩荷”幾大景源有機結合，構成獨具

特色的秀麗景觀。。沙湖以自然景觀為主體，沙、水、葦、鳥、山五大景源有機結合，構成了獨具特色

的秀麗景觀，是一處融江南秀色與塞外壯景於一體的“塞上明珠”。 

【濕地博物館】沙湖是我國西北地方最大的濕地和鳥類保護區，沙湖濕地保護區環境獨特、恬靜優雅，

適於水禽棲息繁衍和作為候鳥遷徙站，是一座巨大的生物資源“基因庫”。沙湖濕地（鳥類）博物館，

以沙湖葦、鳥、水、沙為設計項目，大廳以鳥巢為視覺元素，周圍以沙丘為主造型，劃分為濕地與鳥類

知識介紹、鳥類生態行為觀察等功能區，建成後將成為區內建築規模最大、展示內容最豐富、科普教育

最生動的首家專業化濕地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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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XXX 午餐: XXX 晚餐: 機上 

 
 住 宿 準 5★金宇伊豪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銀川【沙湖含大船、濕地博物館)、鎮北堡西部影城 

                             、森淼國際示範酒莊(含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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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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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沙湖湖蝦 40 晚餐: 涮羊肉風味（吃到飽）80 

 
 住 宿 準 5★金宇伊豪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銀川【西夏王陵、西夏博物館(含電瓶車)、明長城水洞溝遺址(含

博物館+動感體驗展館、電瓶車、遊船、驢車、駱駝車、藏兵洞、

區間車) 】前旗【馬蘭花草原(含區間車)、(一代天驕)歌舞秀、

篝火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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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博物館占地 5300 平方米，為二層仿西夏建築造型，主要展示涼州出土的西夏珍貴

文物。館內共設 9個展廳，薈萃了西夏歷史文化遺存的精品，其中“西夏歷史文物展”精選了最具代表

性的西夏文物 671件；“西夏研究成果展”，運用實物、圖表、繪畫等多種手段形象的展示了西夏王國

的興衰歷史。 

【水洞溝遺址博物院】水洞溝遺址博物館，外形仿水洞溝出土的石器，是我國西北地方唯一展示舊石器

時代文化面貌的主題博物館。在傳統博物館參觀性功能的基礎上融入藝術性、文學性和高科技的創新元

素。以 270度超大型半景畫、實景、幻影成像等展示形式，結合世界最先進的聲、光、電、可調式地震

平臺等技術的運用，真實再現三萬年前遠古人類其樂融融漁獵生活和打制石器的生產場景以及暴雨傾

盆、洪水肆掠、山崩地裂等震撼的災難場景，場景的唯美和逼真，讓人震撼，藝術的構思讓遊客很快融

入三萬年的生活場景中，三萬年很久遠，但在水洞溝博物院時光不再是距離，高科技讓您瞬間實現三萬

年的穿越。它開創了博物館展示的新形式，是目前國內唯一、面積最大的室內觀眾介入式動感體驗展館。 

【馬蘭花草原】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鄂托克前旗，是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中

國最佳休閒旅遊目的地、中國內蒙古攝影發祥地、中國內蒙古攝影家創作基地、中國鄂爾多斯文化之鄉。

馬蘭花草原旅遊景區，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和宏偉壯闊的文化建築展示了草原遊牧民族的風

俗、體現了蒙元文化的豪邁奔放，創造了五個世界之最與內蒙之最：最完整的蒙古包博覽群、世界上最

大的純石塊堆砌“十三敖包”、世界上面積最大、保護最好的馬蘭花自然保護區、內蒙古地區最高端的

草原文化演繹平臺。 

【一代天驕】以成吉思汗的一生為背景，講述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一統天下的歷史故事。劇情分為三

場，即《英雄的崛起》、《文明的交融》和《永遠的祭奠》。劇情採用塊狀結構形式，弱化故事情節，

選取若干典型的歷史事件進行整體藝術構思，讚美了成吉思汗艱苦奮鬥、百折不撓、勇敢機智的品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6%87%E5%8C%96%E4%BA%A7%E4%B8%9A%E7%A4%BA%E8%8C%83%E5%9F%BA%E5%9C%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1%E9%97%B2%E6%97%85%E6%B8%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4%82%E5%B0%94%E5%A4%9A%E6%96%AF%E6%96%87%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B8%E7%89%A7%E6%B0%91%E6%9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85%83%E6%96%87%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4%B9%8B%E6%9C%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4%BF%9D%E6%8A%A4%E5%8C%BA


以及自強不息、追求統一的民族精神。該劇以蒙古高原為背景，藝術地再現了古老的蒼狼大地、讚美了

遼闊的草原，並精選了草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間歌舞，展現了魅力無窮的草原文化。據悉，“草原

恰特”是目前國內最高端的草原文化演藝平臺，擁有國內最先進的燈光、音響、LED環幕、威亞等設備。

《一代天驕》運用現代高科技舞美設計，營造出如夢似幻的意境，生動展現了草原的民族風情，讓人陶

醉其中。遼闊的天地、奔騰的駿馬、悠揚的蒙古長調、剛柔並濟的舞姿、色彩絢麗的服裝……屆時，將

為寧夏的遊客獻上一場蒙古族風情的視聽盛宴。 

 

 

 

 

 

 

 

 

 

 

 

第 4 天 前旗固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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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固原博物館基本陳列為通史展“千年固原 絲路華章”，分五個單元。第一單元文

明序曲，重點展示史前時期固原豐富的文化遺存，包括隆德縣沙塘頁河子遺址、隆德縣沙塘北原遺址、

海原縣曹窪遺址、海原縣菜園遺址和彭陽縣打石溝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等；第二單元華戎交響，

重點展示先秦時期固原作為中國北方系青銅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義渠、烏氏等西戎民族的遊牧

地，發掘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第三單元蕭關紀頌，重點展示秦漢時期固原西北重鎮的突出地位；第四單

元金石鴻篇，重點展示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固原作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國際都市，留下的豐富的中亞、西

域等異域文化相容並蓄的歷史遺存；第五單元邊塞詠歎，重點展示宋元明清時期固原從商貿軍鎮逐漸淪

為軍事要塞；內設一個小專題梵音流韻——佛教的傳佈，重點展示十六國以來固原重要的佛教文化遺存。 

 

 

 

 

 

 

 

 

 

 餐 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紅燒肉風味 40 晚餐:蒙式風味 50 

 
 住 宿 現代蒙古包 

 餐 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毛家臺子風味 40 晚餐: 固原風味 50 

 
 住 宿 準 5★固原賓館或同級 



 
 

 

第 5 天 

固原中衛【沙坡頭騰格裏大漠景區(含大漠扶梯、南區電瓶車、

下行索道或滑沙、3D玻璃橋含鞋套）、額里森達來沙漠 

(含騎駱駝、鞋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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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里森達來】位於內蒙古和寧夏交界處的騰格裡沙漠腹地，西望甘肅河西走廊,是古絲綢之北路要塞。

額里森達來蒙古語譯為沙海。這是騰格裡沙漠腹地，金色的沙海一望無垠。這裡有沙漠中的奇觀-沙漠

濕地草原、這裡更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沙漠湖泊-鹽硝湖。來到額裡森達來，讓我們騎上駱駝體驗一下

當時北絲綢之路的情景。 

 

 

 

 

 

 

 

 

 

 

第 6 天 
中衛黃河石林(老龍灣景區+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或快艇；蟠龍

洞景區；飲馬大峽穀景區+ 毛驢車+區間車) 中衛 

【黃河石林】位於甘肅省景泰縣東南部的中泉鄉龍灣村，景區北臨黃 河幹流龍灣河曲，南接連綿不斷

侵蝕丘陵，黃河由東向西流過景區。黃河石林生成於距今四百萬年前的 第三紀末和第四紀初的地質時

 餐 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漢族大燴菜 40 晚餐: 茼子面風味 50 

 
 住 宿 準 5★寧夏禹都麗茲酒店同級 



代。由於燕山運動、地殼上升、河床下切、加之風化、雨蝕、重力坍塌形 成了以黃褐色河湖相砂礫岩

為主的石林地貌奇觀。景區內陡崖淩空，造型千姿百態，峰迴路轉，景象步 移萬千。石柱、石筍一般

在 80—200 米之間。黃河石林堪稱中華自然奇觀，極具旅遊開發價值。石林景 區有八個溝之多，是在

地殼強烈的抬升之下，黃河河谷形成深切峽穀，使溝穀不斷變寬，局部輕弱層在 水及重力作用下迅速

下切，沿溝穀兩側形成大量的石峰、石柱，同時又受到風蝕作用的改造，在崖壁上 形成了許多如窗欞

的構造，在水蝕風蝕的強烈作用下形成了現在獨特的景觀。整個景區分為“一軸三片 一帶”和六個功

能區，即：南山廣場服務區、南灣服務區、【龍灣古村休閒區】、【蟠龍洞景區】、【飲馬大峽穀景區】

和夾灘娛樂區。蟠龍洞景區神秘幽邃，天然龍鳳盤旋，洞內四季恒溫，洞內有地方神像，是老龍灣人世

代燒香供佛的地方，可品四奇三絕。飲馬大峽穀景區沙礫峰叢奇峰絕壁，規模宏大、氣勢 磅薄，似太

空世界，為公園的核心部分。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農家風味 40 晚餐: 燴小吃風味 50  

 
 住 宿 準 5★寧夏禹都麗茲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中衛【高廟】青銅峽【黃河樓、108塔（含遊船）】 

銀川【中國枸杞館、寧園、銀川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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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枸杞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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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園】銀川寧園由陝西省古建公司承建，從西門進園，便進入盆景區。主要區由“興慶殿”、“沁茗”

閣、碑、廊及水池組成。“興慶殿"是園中最高大的殿宇。殿內壁畫“西夏風雲"藝術地再現了我國歷史

上西夏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風土人情。“興慶殿"前的方型水池中置漢白玉石雕“哪吒

鬧海”。“興慶殿"左側是卷棚式仿古建築“沁茗”閣，右側則是一個四角由重簷亭和一個六角亭連接

的曲折碑廊，名“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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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黃河鯉魚 40  晚餐: 手抓肉風味 50 

 
 住 宿 5★國際交流中心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銀川【寧夏川民俗園（穆斯林廣場、禮拜大殿) 】臺北桃園 
【寧夏川民俗園】原中華回鄉文化園，寧夏川民俗園是唯一的以回族文化為核心的旅遊文化景區，從建
築文化、歷史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演藝文化、飲食文化和寧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結合，
形成了鮮明的具有獨特地域文化的產業園，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填補寧夏旅遊資源重大空白的代表性景
區。文化園總體設計規劃用地 1000 畝，建有大團結演藝廣場、主體大門樓、聖潔廣場、回族博物館、
民俗村、金色禮儀大殿、演藝大廳（阿依沙宮）、穆斯林風味餐廳（曼蘇爾宮）、穆斯林紀念品、工藝
品購物街等多功能的服務設施；可同時接納數萬人，提供參與各項文化娛樂活動的服務。 

 
 
 
 
 
 
 
 

 
 

出發日期:  05 月 25 日  06 月 01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307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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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機上 

 
 住 宿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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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