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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此行重點在新疆，所以理應 100%的時間完全用在新疆；台北人的福氣，6月 25日華信航

空，不但首航直飛烏魯木齊而且時間漂亮太多！(註:中國南方航空在 4月 20日已有直航

的紅眼班機； 00:45/07:10 起飛；而返抵桃園已是 23:15，對於南部旅客而言根本不可

行；中華直航回程是紅眼班機 23:55/06:00+1)，除此外就是各種各樣的轉機，所以各地

轉機時間是屬必要之浪費；只能盡量減低浪費的時間與機票成本，就是目前新疆旅遊的

行家！截至目前為止，理想又輕鬆的早去晚回的第一志願航班，還沒出現，所以市場上

各類航班都存在著優缺點，我們採最接近理想的南方航空高雄出發者只在外站浪費一晚

比起東方航空在武漢逗留 2晚，足足多了一天半的時間，在新疆當然時間就充裕多了! 

目前最划算的走法是由台灣出發經轉機到烏市,是較合宜的 其中尤以廈門航空的 C/P 值

最高,價格最為理想 ;再加上本公司賺錢有度,雖然相對便宜但品質卻馬虎不得,我們認

為烏市住美麗華或海德酒店就沒有資格批判別人;以及以吉普車作號召者,那種行程與賣

價,只適合住在城市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們,不是普羅大眾能參加的!想想 13 天都窩在狹

隘的吉普車空間連跑 13天,有通嗎?再加上賺錢第一,後面一排坐滿 3人，最難過中間位置

還得輪流坐?未見過道理是這樣排的!再看看售價近 12萬,真的除了佩服還是佩服!銷售功

夫高人一等！台北就是台北！就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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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市區住美麗華酒店就不能吹噓自己有多好,因為 2000年開

業迄今已 15 個年頭超過 就算是五星拉皮也顯得老態,更何況不整

修?是廉價團專用酒店！離開了烏魯木齊後，各地所能住宿的酒店就是那幾

家；所以價差、等級差異不大，實在不需要刻意去吹捧。倒是我們提供烏魯木

齊【錦江飯店】是 2014 年全新的正五星級酒店只有住這家才有資格說自己好. 
言出必行 不打高空:不奢談高餐標,因為那是給外行人看的，除非

讓您在酒店內享用自助餐，因為那個錢是實打實的消費。高餐標

若無菜單檢驗那高餐標都是口號,所以餐標高低無關緊要,有菜單依據最重要；

唯有細心的去編排菜單，菜單中的魚以少刺淡水鱸魚、鯰魚,每兩天來隻白切

全雞或加個糖醋排骨或紅燒蹄膀等一些大菜讓餐食看起來豐盛點 至於蔬菜那

更是可以隨你高興點來吃，這樣做法肯定比只有數字的高餐標來的實在! 
那拉提景區除了原有的【中心草原景區】外，特別加了【空中草原

景區】因為娜拉提的美是會讓人窒息的；大老遠跑來豈可不多看?
如此才完備了那拉提的旅遊，更不失來北疆就是為的要多看草原美景的初衷。

因為搭廈航所以多了一天,我們可以獨家安排經過天山達板的公路,一路美到發

泡的路邊景點,直讓遊客抓狂猛叫停車拍照,【天山神秘大峽谷】最具震撼力的

南疆兩大耀眼明星景點之一，與約旦佩特拉峽谷 85%相似度，兼顧了南疆風

土人情風情，相信如此刻意的設計安排，相信將會造就另一股跟風！ 
鑒於某業者宣稱他們家烤羊是一隻,別家是半隻.今年不能再沉默,
特加以說明以正視聽,烤全羊是新疆旅遊的一大傳統特色,從以前到

現在甚至到未來都未曾有過烤半隻羊的烤羊,所以這業者居心不良.第二說他們

家在禾木村逗留 4HR 別家都只待 2HR 這就更扯了，因禾木村在深山老林中光由

轉運站到禾木就是中午了再步行到山腰看景拍照，下來用餐、逛逛部落至少都

得 4HR，所有團隊都一樣無一例外!若是只待 2HR 就離開請問在這一片原始森林

中要在哪用餐?根本就不是事實,有為同業說清楚的必要責任!  
行程中贈送越多項目的旅行社,越是不可靠!誇張的有送到近萬,怎
可能?還不是全都灌在成本中再來說是贈送?如此的虛偽是會令人

起疙瘩的!相反的若業者說這是內含,那這業者就可以信賴;因為他知道用別人

的錢加價購, 不能說是贈送。 贈送就是自掏腰包買來送才是名符其實的送,否
則只能說內含!消費者若能識破這點秘訣,當然後悔的機會就降低了! 

越能鉅細靡遺說清楚講明白,優缺點都加以明白論述,那就錯不了! 
若只是一昧重複說吃好住好卻說不出所以然;當然就要多加考量，

所以魔鬼藏細節，只能用智慧之光才能讓它無所遁藏! 
 
多論述自家理想,少批評同業,就是真本事, 就是優選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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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南疆.絲路比較說明         
+ 

      『人間仙境』是老天留給人間少有的禮物，而【北疆】正是其

中最美的奇葩！因地形、氣候、宗教的關係，自體形成一個世所僅見

的橫跨歐、亞、非三洲自然與人文景觀的綜合體！因緯度的極北：所

以在夏天有著歐洲國家的晚上 10 點半天黑的晝長夜短自然奇觀，有著

歐洲國家雪山杉林草原地的瑞士風光；又因為候的關係：有著阿拉伯

ㄧ望無際的大沙漠與戈壁風光，又因冰河地形關係：擁有如同加拿大

路易斯湖般的喀納斯湖美景，弓河般翠綠色的清澈小溪與高聳入雲的

杉木林，更加上宗教關係：有著如同中東回教國家的風俗；更有因為

歷史的變遷：導致這裡民族的大融合，有著簡直無法分辨老中、老外

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錫伯族人；在這裡好比置身於大馬士革、土

耳其或阿拉伯的國度中，總括ㄧ句：北疆是旅遊愛好者不可不來朝聖

的一處『旅遊的麥加聖地』；至少......一輩子要來過一次！！ 

        或許有人會問絲路、 南疆都是絲路旅遊的一部分，他們又是

什麼情況？如何區分？ 

 ㄧ.絲路：因為大家憧憬的是西域大漠風光，不過仔細看行程 12天中

有 8 天是在中原地域上，也就是說都是在漢人的文化圈子裡轉，所看

到的風土人情與內地相差不大；ㄧ直出了嘉峪關才算一償西域大漠的

心願，但也就那短短的四天而已，所以充其量，『絲路行程』不過是在

地跨歐亞非三洲的絲路中的入門而已；只是ㄧ個大院宅中的玄關，而

離登門入室還差ㄧ大截，因此如果費用差不多，應該就北疆棄絲路。 

二.南疆：因深處內陸，北邊有天山阻隔了唯一有水氣的北冰洋氣流，

因此翻過 8000公尺高的天山後氣流變成焚風；而南邊北上而來濕潤的

印度洋氣流又因路途遙遠而到不了，中間又有 33 萬 7 千 6 百平方公里

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形成了以沙漠乾旱景觀為主的

南疆；與蒼蒼鬱鬱的北疆是截然不同的感觀與視覺；因此若預算、假

期有限，當然選擇北疆是聰明的抉擇！尤其是北疆自 2012年路況達幾

乎 100％的完善，現在去旅遊比起 2008-10 年，真好命太多了！ 

        市面上不乏此類商品，但要能稱的上細心精選之作，就

端看若各方面都能『以人為本』的理念來設計，那就對了！                    
                                
                                  金驛國際旅行社 
                                                  吳經理 提供      

                                                201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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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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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金大酒店】 

 
 

 

 

 

 

 

 

 

 

 

 

 

 

 

 

 

 

 
                                     

                                              【鴻福生態度假酒店】 

 

 

 

 

 

 

富蘊黑金大酒店地處繁華地帶，位

於文化西路 181 號，地理位置優

越，交通十分便利。富蘊黑金大酒

店集餐飲、住宿、會議為一體，裝

修豪華典雅，融歐式古典風格和現

代設計風格為一體，別具一格，獨

具匠心。酒店內設多種房型可供選

擇，同時設有餐飲大、小包廂，酒

店配套設施齊全，多元化經營，同

 
 

新疆喀納斯鴻福生態度假酒店座落于喀納

斯的中心樞紐地，酒店自 2005年 6月 20日

開業。配備有大型餐飲娛樂中心、購物中心、

商務會議中心等綜合配套功能，喀納斯鴻福

生態度假酒店有客房樓 36棟，432個房間，

房間內均配備了電視、電話、網線、獨衛、

整體浴室、浴霸、電暖氣，服務設施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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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爾津旅遊賓館】 

 

 

 

 

 
 

 

 

 

 

 

 

 

 

 

 

 
                                                 【瑞陽皇冠酒店】 

 

 

 

 

 

 

 

 

 

 

 

 

 

 

 

 

 

 
 

布林津旅遊賓館位於布林津縣城，始建於 1957

年，1998 年 12 月正式更名為布爾津旅遊賓

館，是阿勒泰地區唯一一座集餐飲、住宿、娛

樂為一體的四星級花園式賓館。有 262間不同

規格的客房，能同時入住 500人次。賓館的全

體員工將以優質的服務、先進的設施，迎接國

內外來賓。 
 

伊寧瑞陽皇冠酒店開業時間 2011 年 11

月，是一家商務精品酒店。地理位置優

越，交通便利。酒店集客房、餐飲、KTV

娛樂、會議為一體，擁有各類裝修典雅、

風格各異的客房供您選擇，配套設施齊

全。客房總數 155間（套），酒店宴會廳

及多功能會議室，設有完善的公務設施，

宴會廳可同時接待 300人會議及 260人宴

會。酒店秉承「親切自然、盡善盡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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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城建國大酒店】 

 

                      

 

 

 

 

 

 

 

 

 

 

 

 

 

 

 

 

      

 

 

 

 

 

 

 

 

 

 

 

 

 

 
 

酒店位於庫爾勒交通東路 618

號，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

康城建國國際酒店擁有 322

間設計時尚、酒店的休閒設施

也很齊全，配有健身房、乒乓

球室、桌球室、遊泳池、SPA、

桑拿、按摩、美容美髮。 

   【喀納斯鑒苑山莊】 

77 間房喀納斯鑒苑山莊依山

傍水而建的兩幢歐陸式別墅

及豪華房車，擁有多間舒適

精美的客房，，佈置新穎、

高雅舒適。淺嘗各式清真佳

餚，體味濃郁民族異域風

情，位於二層的咖啡廳還可

以讓您品位另外一種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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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MF  廈門航空公司 
地 點 航 班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09/22高    雄  福    州 MF  862 20:55 22:35 
09/23福    州  烏魯木齊 MF  8277 16:00 23:25 

  10/04烏魯木齊  廈    門 MF  8246 08:00 15:05 
10/04廈    門  高    雄   MF  863 16:55 18:20 

 

第 1 天  高雄  福州                                                          

起飛前 1.5 小時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機飛往【福州市】；三百萬人口，福建省會，台商

特多，抵達後為讓旅客能儘早休息的貼心考量，接往市區酒店休息！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銘豪大酒店】豪華四星                                                  

 
第 2 天  福州  烏魯木齊                                                                     
福州別稱榕城簡稱“榕”福建省省會位於福建東部、閩江下游沿岸，是東南沿海重要都
市，是近代中國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轄5區2縣級市6縣，全市陸地總面積11968
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 1786平方公里，全市海域總面積 11.09萬平方公里，海岸線長
1137 公里，占福建省的 1/3。全市常住人口為 728 萬人（含平潭，截止 2012 年），當地
居民以漢族的閩海系族群為主，通行閩東語福州方言。 
◆【三坊七巷】：三坊七巷是福州市鼓樓區南后街兩旁從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條坊巷的簡

稱，分別是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楊橋巷、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

吉庇巷。2006 年，三坊七巷與朱紫坊一起以「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建築群」的名義被列為

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林則徐紀念館】咸豐年間一代清官，一如北宋的包丞再世，不說不知道在惛庸的晚清

年代竟然還有如此忠貞愛國的官員，道光年間因為有他而延續了幾年的國威！【三坊七巷】

福州是一座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而城內的三坊七巷正是這個千年 古城歷 史和

文化的精髓所在。集中體現了閩越古城的民居特色,被建築界譽為規模龐大的" 明清古建築

博物館"。午餐後搭機飛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烏魯木齊，維語是“優美的牧場”，

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中國最大省份..有 160萬平方公里， 1/6中國大，足足有 48個台灣！ 

 早餐 :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活跳牆風味 ¥60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錦江國際大酒店】豪華四星  地段王                                

 

第 3 天  烏魯木齊  卡拉麥里保護區  富蘊    476km 8hr                         

http://baike.baidu.com/view/848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76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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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富蘊縣，進入一片荒蕪的準格爾盆地的大戈壁，讓您體驗真正絲路的風情！ 

【卡拉麥裏有蹄類自然保護區】，這裡屬國家保護的珍稀動物，有蒙新野驢、普氏野馬、

鵝喉羚、黃羊等。而蒙古野驢已發展到 700餘頭，在特有的本土野馬.......普氏野馬絕

種後，如今族群已有明顯增加，因為幾年前在此公路上撞死這珍貴的野馬於 2011年已將

他們族群遷至遠離公路的安全放養區！【千彩古堡--五彩灣】因拍攝電影臥虎藏龍馳名

遠近，五彩城是五彩灣的核心景區(若有管制禁止進入則退門票)，係由深紅、赭紅、黃、

橙、綠、青灰、灰綠、灰黑、灰白等多種色彩鮮艷的沙頁岩構成的低丘群。岩性軟弱的

泥沙頁岩在長期風化剝蝕和流水的沖刷作用下，被分割成一座座平頂的彩色山梁和切割

成一座座孤立的小豆腐丘，高度一般在 10～30 米，高者亦可逾 40 米，酷似麥垛、金字

塔；景色絢麗多姿，神似雲南路良彩色沙林，只是這裡更美更粗獷！【火燒山】這裡連

綿起伏的山丘是一片紅色，全是風蝕地貌構成，每逢晨昏，在陽光的映照之下，山體彷

彿在熊熊燃燒，因而得名。再前往富蘊縣，神奇美麗又富饒正如其名『天富蘊藏』。 

 早餐 : 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團餐 ¥50                                
 住  宿:【黑金大酒店】( 2013 年 5 月) 或 【山河酒店】  2014 開業                                      

 

第 4 天    富蘊  可可托海  布爾津                261km  7hr                         

早上順著美麗清澈的額爾濟斯河，並沿途欣賞額爾齊斯河這條中國大陸境內唯一注入北 

冰洋的外流河經俄羅斯鄂畢河流入北冰洋。前往【可可托海景區】，蒙語意為藍色的海灣，

較之加拿大的露意絲湖猶有過之而不及！源頭水色斑藍如寶石、清如明鏡神似九寨。風 

光明媚對富蘊而言是寫真而非形容詞；接著前往可可蘇裡湖眼前是一片沙鷗翔集，魚遊 

淺灘景色，這裡也是大量野鴨、水鳥、白鷺、紅雁、白天鵝等飛禽聚生衍息亦稱野鴨湖！ 

前往神秘的藝術畫廊【額爾齊斯大峽谷】，從可哥托海鎮溯額爾齊斯河而上，穿行於山脈、

草地、密林中，畫出了一幅幅精美絕倫的畫面。接著前往布爾津；西部唯一與俄羅斯交

界的縣， 晚上夜市中不仿自費嘗嚐烤狗魚，因為是高寒冷水魚，肉質堅實甜美猶勝鱒魚！ 

 早餐 : 酒店內團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團餐 ¥50                              
 住  宿:  【布爾津旅遊賓館貴賓樓】豪華四星  地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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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布爾津  喀那斯   賈登峪  納斯湖         188km 4hr                                          

早餐後前往著名的【喀納斯國家公園風景區】，面積 5588平方公里。全長 2969公里，集 

冰川、湖泊、森林、草原、牧場、河流、民族風情、珍稀動植物於一體的綜合景區。換 

搭景區專用的區間車前往【臥龍灣】這是一段因喀納斯河長期沖刷河岸形成的寬闊河灣，

風光秀美，令人神往。河灣中心恰好有一座小島，從高處看，酷似一條翼龍靜臥水中， 

臥龍灣以此得名。【月亮灣】是喀納斯景區裏的經典代表；所有風光的照片都取景於此， 

也是世人第一個對克納斯的印象！月亮灣夾在東西兩山之間，河道隨山勢迂回，恰似一 

牙初升的彎月。接著【神仙灣】，常有雲霧繚繞、超凡脫俗、如夢如幻，使人看了如臨仙

境一般，人稱神仙灣。秀麗恬靜的哈那斯湖、開闊的草原一坨坨就像綠綠油油的果嶺；

令人無法形容她的美，只能到此親身體驗種美感吧！別忘了還有巨額賞金的湖怪，一直

被人比喻為英國尼斯湖怪！接著搭船遊【喀納斯湖】，湖水水面會因光線、季節、氣候變

幻出不同顏色、令你嘖嘖稱奇，湖長 25公里,面積 37.7平方公里,天池的 8倍,海拔 1300

米,深 188 米,為新疆最深的淡水湖！湖水水面會因光線、季節、氣候變幻出不同顏色、 

令你嘖嘖稱奇！登上唯一能俯瞰哈那斯湖美麗的全貌【觀魚亭】，海拔 2030米，海拔 2030

米，與北歐峽灣同樣醉人的景致；神似加拿大路易絲湖的秀雅，但更勝一籌，因為在此

你看到的美景是立體的；而他們是平面的，視覺更享受、感受更強烈！   

 早  餐 : 酒店西式自助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團餐 ¥50                               
 住  宿: 【喀納斯建苑山莊】豪華四星                                           

 

第 6 天  喀那斯  禾木村  五彩灘  布爾津            250km 5hr                        

早餐後前往中國最美的鄉村..【禾木鄉】；這裡住著保持著最完整民族傳統的圖瓦人。車

子在山路上蜿蜒前進著，窗外藍天白雲襯托著翠綠的樺樹葉，白色的樺樹幹，綠色的冷杉、

楊樹，遠處分佈著星星點點的羊群，還有哈薩克氈房，恍如進入了童話世界。進入禾木村，

你一定會懷疑自己是否來到了傳說中哈比人的家園—夏爾國。禾木自然、原始的山野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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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風景獨特優美，禾木河自東北向西南流淌，原始落村與大草原和諧自然的融為一體。

來到禾木村，首先進入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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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小木屋已成為圖瓦人的標誌，小

木屋基本有大半截埋在土裡，以抵擋這裡將近半年的大雪封山期的嚴寒，特別的原始古 

樸，並帶有遊牧民族的傳統特徵。房頂一般用木板釘成人字型雨棚，房體用直徑三四十公

分的單層原木堆成，既保暖又防潮。 

【五彩灘】額爾齊斯河五彩灘，兼有火(日出日落)、土(雅丹地貌)、金(巨型風車)、水(碧藍

河流)、木(河谷秋林)之美。在一片戈壁荒漠中有一個五彩濱紛的世界，那就是以怪異、神

秘、壯美而著稱的五彩灘。 

 早餐 : 酒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團餐 ¥50                              
 住  宿:  【布爾津旅遊賓館】豪華四星  地段王                                   

 

第 7 天   布爾津  魔鬼城+觀光小火車  百里油田  獨山子 467km  6.5HR                            

早餐後前往【克拉瑪依】，那裏坐落著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第一個大油田。"克拉瑪依"系 

維吾爾語"黑油"音譯。目前，克拉瑪依市領跑中國時尚潮流，是一座非常現代化的都市。

百里油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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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貧瘠的沙漠帶來一股生氣。【烏爾禾魔鬼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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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團餐 ¥50                                 
 住  宿:【塔伊瑪格大酒店】豪華準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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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天  獨山子  賽里木湖海西景區  果子溝高空大橋  伊寧    453km 7hr                      

【賽裏木湖】古稱"乳海"，清代曾在湖的東岸設鄂勒著依圖博木軍臺，東西長 30 公里， 

南北寬 27 公里，水域面積 458 平方公里，最深處 91 米，蓄水總量 210 億立方米，湖面

海拔 2073 米，新疆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湖。特別開進【海西景區】讓您一覽賽里

木湖的魅力所在，再經【果子溝】，又名為塔勒奇溝，南宋末年察合台率數萬鐵騎於 13 
世紀初，鑿通了通往伊犁的咽喉孔道--果子溝。全長 28 公里，溝內野果山杏遍佈，稱得

上中國的瑞士也是這一趟路來最美的車窗景觀。【果子溝】素有伊犁第一景之稱。全長 28

公里，風光峻奇。新疆果子溝高空大橋是果賽高速公路全長 700 米，特大橋跨徑 330 米，

主塔高度分別為 205 和 215.5 米。景色哪是一句話可道盡?上仰雪峰奇景，下臨碧波草甸

間，只聽兩邊喀嚓生不斷在搶拍只緣不方便停車這段路上美景不斷還能睡得著可真讓人 

服你。【伊寧】是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首府，別搞混了！晚餐在典型的農家餐廳葡萄架下

濃郁的穆斯林氣氛中享受美味的新疆烤全羊風味餐,並可參觀烤全羊的壤坑! 

 早餐 :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烤全羊 ¥120                                  
 住  宿:【瑞陽皇冠】準四星 2015 開業                                           

 

第 9 天   伊寧  那拉提景區【含區間車】  巴音布魯克   400km   6.5hr                              

早餐後前往『那拉提』漢語是太陽升起之地，那拉提草原系亞高山草甸植物，覆蓋度可

達似錦，極為美麗。那拉提年降水量可達 800 毫米。有利於牧草的生長，載畜量很高，

歷史上的那拉提草原有"鹿苑"之稱。青青山巒，綿延起伏有如高爾夫球場的果嶺，綿密

的 75-90%。仲春時節，草高花旺，碧茵似錦，極為美麗。在仲春時節，草高花旺，碧茵

像一張綠色地毯鋪在大地上 再藉上帝之巧手插上杉樹林錯落有緻；景色之美，你只能瞠

目結舌、流口水而已！景區設備完善，很新進！『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兒時印象；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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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全展現於眼前實在令人大過驚喜！先搭觀光車前往去年 8月完工的【空中草原】，隨 

著高度的變化，愈能體驗那拉提凹凸有致、玲瓏又立體的魔鬼身材；散發出懾人魂魄的

魅力！兒時印象的『風吹草低見牛羊』；如今竟然全展現於眼前，實在令人大過驚喜！再

搭觀光車前往【中心景區】這是個平原區，一路欣賞如同紐西蘭草原景觀；尤其是再自 

費騎馬上去觀賞美如瑞士阿爾卑斯山路的迷人山景，肯定美到令您發昏；在此可感受馬

背風情。也會"那拉提，那拉提"的驚叫聲！  

  餐 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 手抓肉風味¥50       

   住 宿: 【天河源酒店】準四星 2015 開業                                                               
 

第 10 天  巴音布魯克  博斯騰湖  庫爾勒      7hr                                           

【巴音布魯克草原】含區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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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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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瓶車 巴音布魯克草原最著名的風景之一就是“九曲十八彎”，也就

是開都河在遼闊的草原上，畫出的美麗畫卷，給人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前往香梨的故鄉

【博斯騰湖】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天山南坡焉耆盆地東南，博

湖縣城東 14 公里的地方，術語山間陷落湖，主要補給水源是開都河，同時又是孔雀河的

源頭。故稱「西海」，唐謂「魚海」，清代中期定名博斯騰湖，維吾爾語意為「綠洲」，也

稱巴格拉什湖，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吞吐湖。湖面海拔 1048 米，平均深度 9 米，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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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處 17米。博斯騰湖水域遼闊，水面東西長 55公里南北宽 25公里，水域面积最高达 1646
平方公里；2014年，该湖湖面面积 800 多平方公里，煙波浩淼，西南小湖區，河道蜿蜒，

蘆葦叢生，荷花草怒放，禽鳴魚躍，一派江南水鄉景色，故有「西塞明珠」之美稱！ 

【庫爾勒】，很多人沒到過庫爾勒，但都知道聞名遐邇的庫爾勒香梨。維吾爾語，眺望

的意思。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因盛產香梨而被稱為梨城，總人口 61萬，

是南疆最大的城市，也是新疆第二大城市，是進出南疆的要塞。接著再穿越天山山脈海

拔約 5 千米。企目最高峰是托木爾峰，海拔爲 7435.3 米，汗騰格裡峰海拔 6995 米，柏格 

達峰的海拔 5445 米。這些高峰都在中國境內，峰頂白雪皚皚，高不可攀！ 

 早餐 :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團餐 ¥50          晚餐：團餐 ¥50                          
 住  宿: 【康城建國大酒店】豪華五星                                         

 

第 11 天   庫爾勒  托克遜( 怪石林、紅河谷、雅丹地貌 )   342km  5hr                                                

【盤吉爾怪石林】位於托克遜縣克爾堿鎮境內的盤吉爾塔格山山脊和山坡上，溶蝕和風

蝕作用形成的峰林地貌。入盤吉爾怪石林景區，各種奇形怪狀的岩石化作了人物，飛禽

走獸，神態各異，栩栩如生。其中千年古駝、唐僧取經、李白問月、蒼鷹俯瞰、鱷魚出

洞等令人浮想聯翩，回味無窮。 

【紅河谷】托克遜的亞丹地貌距托克遜有四十多公里，在托克遜和雅丹地貌間有一條紅 

色的河谷，人們都叫它紅河谷，雅丹地貌是由風和水的作用形成的，而紅河谷則是由於

多年洪水的沖刷形成的大溝壑。來到這裡，能感覺到新疆獨特的風貌和氣候特徵，有沙

漠，有戈壁，有綠州，有大風，有沙塵，有陽光，有河水，有灼熱溫度，有斑斕的土地，

更有戈壁上罕見的奇石。 

https://www.baidu.com/s?wd=%E9%9B%85%E4%B8%B9%E5%9C%B0%E8%B2%8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j--rH0Luj6kPWRkuWc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vnWcznjm1nHRknHfkrHfvn0
https://www.baidu.com/s?wd=%E7%BA%A2%E6%B2%B3%E8%B0%B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j--rH0Luj6kPWRkuWc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vnWcznjm1nHRknHfkrHfvn0
https://www.baidu.com/s?wd=%E9%9B%85%E4%B8%B9%E5%9C%B0%E8%B2%8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j--rH0Luj6kPWRkuWc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vnWcznjm1nHRknHfkrHfv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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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餐 : 酒店內自助      午餐: 團餐¥50         晚餐：團餐¥50                   
 住 宿:  【天山明珠大酒店】                                                       

 

第 12 天   托克遜  烏魯木齊          172km  3hr                                         

早上經由高速公路再經干溝是北疆通南疆的自然交通要道，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不管

是成吉斯汗或三藏天竺取經通通要過此天險；只見兩壁夾道，兩旁盡是乾土砂丘，好不 

荒涼陰森，飛鳥難越，直返烏魯木齊市，抵達後參觀充滿中東色彩的…………………….. 

【二道橋國際大巴札】，強烈的伊斯蘭風格保證讓第一次接觸回教文化的您絕對震驚！建

築群落總面積十萬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巴紮遵循伊斯蘭建築風格，的巴札，

經營當地民族服裝、手工地毯、工藝品等，這裏有維吾爾族商人開設的店鋪、餐館和清

真寺，在街道的兩側還有各種民族特産出售。明明看似百分百的中東外國人仕卻是個中

國人又會說中文，奇不奇？因為他們是維吾爾！逛大街享受阿拉伯異國的回教風為北疆

之旅畫上完美的句號。 

 早 餐 : 酒店自助餐       午餐: 團餐¥50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186                 
 住 宿:  【錦江國際大酒店】新五星 2014 中開業                                 

 

第 13 天   烏魯木齊  廈門  高雄                                                  

早上前往機場搭機飛廈門再轉返小港機場回高雄！ 期待再相會 

 早餐 : (或打包餐盒)+機上簡餐     午餐 : 機上簡餐                                            
 

◎ 出發日期: 09 月 22 日刷卡價: NT$  68800  ( 入住喀納斯湖鑑苑山莊 ) 

            (不含護照、台胞證費用)     訂金請交 NT$10000 

※費用內含 :1.司機導遊行李等小費..NT$3000  2.刷卡不加價，現金減……NT$1400 

※ 1.據中國民航規定:機票一經開立,取消行程者不能退機票費，請惠予注意！ 
   2.單人報名須等有人可配對時才接受報名,無法配對又不補單人房差者恕無 
    法接受報名，請見諒！ 

金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9 號 9 樓-1 電話: (07) 26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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