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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高雄  香港  西安           KA451 08:00-09:25+KA946 12:00-14:50                                                                                           
今日提前 1.5 小時前往高雄國際機場，搭乘港龍航空至香港轉機至歷史文化古都【西安】 
古稱長安、京兆，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陸腹地，緊鄰大陸原點，是歐亞大陸橋的中心

城市，現為陝西省省會，是陝西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醫療、教育中心。 
【鐘鼓樓廣場】位於西安市中心鐘樓、鼓樓之間，廣場花團錦簇、碧草如茵，周邊商鋪

林立，彙集有＂同盛祥＂牛羊肉泡饃館、＂德發長＂餃子館等久負盛名的地方名牌老店，

是遊客遊覽的重要場所。 
【回民街】位於鼓樓北側，全長 1100 米，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格，步入其中，地鑲

青石、鋪懸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是西安獨具古城風貌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化旅 
遊街區。 
早餐 :自理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 中式合菜¥50                              
住宿 :西安藍溪大酒店                                                                                                   
 
 
 
 
 
 
 
 

港龍航空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KA 451 高    雄 香    港  08:00   09:25  
KA 946  香    港 西    安  12:00   14:50  

MU 2462 烏魯木齊 西    安 15:20   18:35  
KA 943 西    安 香    港 15:50   19:00  
KA 458 香    港 高    雄 21:30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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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西安                                                                              
早餐後【兵馬俑】+電瓶車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二十世紀考古史上的偉大發現

之一』；1979 年規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隆重開放，以一號坑最為龐大！這些兵馬俑不

但與真人同大，且其前鋒、後衛、兩翼的佈陣方式暗合於孫子兵法的『有鋒有衛敵人必

走』，還有兵馬俑坑出土文物陳列室和秦陵銅車馬陳列室。 
【秦始皇陵】+電瓶車 秦始皇帝陵是中國第一位皇帝，即始皇帝的陵墓，位於中國陝西

省西安以東 31 公里臨潼區的驪山，本稱驪山園。建於公元前 247 年至公元前 208 年，歷

時 39 年。現存陵冢高 76 米，陵園布置仿秦都咸陽，分內外兩城，內城周長 2.5 公里，外

城周長 6.3 公里。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西安藍溪大酒店                                                                                                  
第 3 天 西安   法門寺  天水                                                                
早餐後【法門寺】含電瓶車 法雲寺、阿育王寺，位於中國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城北 10
公里處的法門鎮。始建於東漢末年桓靈年間，距今約有 1700 多年歷史，有「關中塔廟始

祖」之稱。法門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釋迦牟尼佛滅度後，遺

體火化結成舍利。關於建寺時間，從唐代時就已無法準確確定了。有一種說法認為法門

寺及真身寶塔始建於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前 273 年~前 232 年）時期。阿育王統一印

度後為了弘揚佛法，將佛的舍利分送世界各地，興建八萬四千塔。中國有十九處，法門

寺為第五處，先建塔後建寺。北周以前法門寺名為阿育王寺，寺塔名為阿育王塔。另一

種說法受到了出土的漢代瓦當、磚刻的支持，認為法門寺建於東漢桓靈之世。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天水華天電子                                                 
第 4 天天水   蘭州                                                                
早餐後【麥積山石窟】+電瓶車 由麥積山、仙人崖、石門、曲溪、街亭溫泉五個子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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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多個景點組成，擁有豐富多樣的生物類型和物種，被稱為“隴上林泉之冠”，具有深厚

的旅遊價值，是絲綢古道黃金旅遊線上的一顆耀眼的藝術明珠和最具潛力的旅遊勝地。

麥積山石窟保留有大量的宗教、藝術、建築等方面的實物資料，體現了千餘年來各個時 
代塑像的特點，反映了中國泥塑藝術發展和演變過程，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化史，為後世

研究我國佛教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史實。 
【黃河鐵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金城關前，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是蘭州市

內標誌性建築之一。 
【黃河母親像】位於蘭州市黃河南岸的濱河路中段，由“母親”和一“男嬰”組成構圖，分別

象徵了哺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撓的黃河母親，和快樂幸福茁壯成長的華夏子孫。

【水車園】是蘭州市旅遊局為再現水車這一古老的灌溉工具，專門設計仿建的遊覽參觀

公園。由蘭州市旅遊局建造，白銀市水川鎮特級木工高啟榮製作，水車輪輻直徑高達 16．
5 米。幅條盡頭裝有刮板，刮板間安裝有等距斜掛的長方形水鬥。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蘭州飛天大酒店                                               
第 5 天蘭州   武威   張掖                                                         
早餐後【大佛寺】位於中國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民主西街大佛寺巷，始建於西夏永安元

年，原名迦葉如來寺，明永樂九年敕名寶覺寺，清康熙十七年敕改宏仁寺，因寺內有巨

大的臥佛像故名大佛寺，又名睡佛寺，1996 年被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馬蹄寺石窟】馬蹄寺石窟群，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境

內，是包括馬蹄北寺、馬蹄南寺、千佛洞、金塔寺、上觀音洞、中觀音洞、下觀音洞等 7
處洞窟群在內的石窟群。該石窟群始建於五胡十六國時期，最晚持續至清朝年間。由於

年久失修，部分石窟已嚴重損毀，大量造像缺失。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張掖綠洲假日酒店                                                             
第 6 天  張掖    酒泉  嘉峪關                                                    
早餐後【七彩丹霞】+電瓶車 張掖丹霞地質公園，分屬臨澤縣和肅南縣兩處管理，兩個

管理區分別售票。臨澤管理區入口位於臨澤縣倪家營鄉，肅南管理區入口位於肅南縣白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66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82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20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40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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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鄉。普通遊客去的比較的多的是臨澤管理區。無論哪個景區，公共交通都不方便，包

車前往最為便捷。張掖丹霞主要由紅色礫石、砂岩和泥岩組成，遊客在景區內能看到數

以千計的懸崖、山巒呈現出鮮豔的丹紅色和紅褐色，特別是在陽光的照耀下，各處造型

奇特的山地丘陵色彩斑斕、氣勢磅礴。 
【酒泉公園】又稱泉湖公園，位於酒泉市東 2 公里處，因園中有酒泉而得名，已有

兩千多年的歷史，現為一座集古典園林、天然湖、文化遊憩、趣味娛樂於一體的綜

合性公園。 

【嘉峪關城樓】+電瓶車有 “天下第一雄關”之稱的嘉峪關城樓，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歷

史。它比山海關早建 9 年，被譽為“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是明代萬裏長城的西端起點，

是明代長城沿線建造規模最為壯觀，保存程度最為完好的一座古代軍事城堡，是明朝及

其後期各代，長城沿線的重要軍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稱。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酒泉賓館北樓                                                       
第 7 天 嘉峪關  敦煌                                                        
早餐後【鳴沙山】+月牙泉騎駱駝+至後山+鞋套的山體由流沙堆積而成，遠遠望去，沙丘

高低起伏，蔚為壯觀。當遊客從山頂下滑時，就會聽到咚咚咚的響聲，似敲鑼打鼓，讓

人膽戰心驚又頗感刺激，鳴沙山因此得名。 
【月牙泉】位於鳴沙山下，處在沙丘環抱之中，因為地勢的關係，颳風時沙子不往山下

走，而是往山上流動，所以月牙泉永遠不會被沙子埋沒。 
【沙洲夜市】位於敦煌市中心，大而熱鬧，夜市裏以販賣工藝品，小紀念品為主，地道

的美食是輔助。一到晚上，用人潮擁擠形容都不誇張。明信片、圖書、考古玩物應有盡

有。遊人們享受著發掘和砍價的樂趣。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敦煌富國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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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天  敦煌動車    吐魯番                                                         
早餐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

於世。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

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 735 個、壁畫 4.5 萬平方米、泥質彩塑 2415 尊，

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近代以來，又發現了藏經洞，內有 5
萬餘件古代文物，並衍生出了一門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敦煌學。

但莫高窟在近代以來受到許多人為的損傷，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嚴重破壞。1961
年，莫高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 年

12 月，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與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而莫高窟與雲崗石窟、龍門石窟和重慶大足

石刻則是中國境內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四座石窟。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 麥西來普大酒店                                               
第 9 天  吐魯番   烏魯木齊                                                 
早餐後【蘇公塔】位於吐魯番市東郊 2 公里，整個建築群由古塔和清真寺兩大部分組成

的，古塔是一座造型新穎別致的伊斯蘭教塔，是新疆境內現存最大的古塔，塔下的清真

寺是一個目前仍在使用的大型清真寺，寬敞宏大。 
【坎兒井】是吐魯番地區獨特的灌溉方式，人們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創造了坎兒井，

引地下潛流灌溉農田，坎兒並不因炎熱、狂風而使水分大量蒸發，因而流量穩定，保證

了自流灌溉，與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工程。水車園建成於 1994 年，

占地 14500 平方米，由靖遠縣特級木工高啟榮建造。園內由雙輪水車、圍堰、水磨坊服

務室和遊樂區組成。 
【高昌古城】+電瓶車 高昌城始於西元前一世紀，是西漢王朝在車師前國境內的屯田部

隊所建。故城遺址坐落在吐魯番市東面約四十公里的哈拉和卓鄉所在地附近，北距火焰

山南麓的木頭溝溝口（勝金口）約 6.5 公里，東距鄯善縣城約 55 公里，1961 年 3 月，被

國務院首批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 年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達杜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38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 
高昌故城作為中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

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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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火焰山】是吐魯番最著名的景點，位於吐魯番盆地的北緣，古絲綢之路北道，它

主要由中生代的侏羅紀、白堊紀和第三紀的赤紅色砂、礫岩和泥岩組成。當地人稱“克孜

勒塔格”,意即“紅山”。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烏魯木齊海德大酒店                                                      
第 10 天烏魯木齊                                                    
早餐後【天山天池風景區】+遊船+電瓶車是以高山湖泊為中心的自然風景區，距烏魯木

齊市 110 公里，它以天池為中心，融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觀為一體，形成別具一格

的風光特色，天池古稱＂瑤池＂，湖面海拔 1910 米，湖濱雲杉環繞雪峰輝映，非常壯觀。 
【南山牧場】烏魯木齊南山在唐朝時是著名的狩獵區，清代時是有名的牧場，解放後開

始發展旅遊業，1989 年成立南山風景區，並被評為省級風景名勝區，國內外遊人絡繹不

絕，先後接待過許多外國國家元首及党和國家領導人，在國內外享有一定的盛譽。外國

朋友習慣地將該風景區稱為烏魯木齊“南山牧場＂。南山風景區在烏市以南的烏魯木齊

縣境內，是一個地處亞歐腹心極度乾旱區的以冰雪景觀、蔥郁林草、奇特山石、優越旅

遊氣候、高山林牧區風光和濃郁少數民族風情為主要特色。廣義的烏魯木齊南山（天然）

風景區是泛指位於烏魯木齊市以南，北天山喀拉烏成山山脊線以北烏魯木齊縣轄區內的

廣大山區。這裡雪峰插雲，冰川晶瑩，群山蜿蜒，危崖聳立，峽谷深邃，林草蔥郁，溪

瀑淙淙，空氣清新，景色迷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避暑療養與遊覽勝地。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烏魯木齊海德大酒店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9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92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9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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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烏魯木齊    西安    MU 2462 15:20-18:35                              
早餐後【國際大巴紮】烏魯木齊市內的“國際大巴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巴紮，主要對針

對各地遊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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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的兩側還有各種民族特產出售。 
【自治區博物館】博物館位於烏魯木齊市西北路，是新疆文物收藏和科研中心，建於 1953 
年。其外觀造型具有維吾爾建築風格。館內裝飾亦富有民族特色。展廳面積 7800 平方米，

共收藏歷史文物、民族文物、革命文物等 5 萬餘件。新疆少數民族民俗展覽──系統介紹

新疆 12 個少數民族在服飾、起居、節慶娛樂、婚喪、禮儀、飲食、宗教及其它方面各具

風姿的民情風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住宿 :西安藍溪大酒店                                                
第 12 天 西安   香港   高雄   KA943 15:50-19:00+KA458 21:30-23:15                                  
早餐後【大雁塔廣場】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的大慈恩寺內，是一座 7 層方形佛塔。

該塔是西安市內著名古蹟及標誌性建築，同時也是西安市市徽當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該

塔始建於唐朝永徽三年（652 年），起初是玄奘為保存佛經而建造的塔，後曾因年久失修

和戰亂而多次遭到損毀，至五代後唐年間才成為現在的造型。清朝康熙年間時大雁塔開

始出現傾斜，直至 1996 年時傾斜程度甚至達到 1 米左右，此後經過保護才有所恢復。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雁塔得到了專門保護。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 機上簡餐                  

出發日期 : 2017 年 10 月 05 日 

※刷卡價: : NT$ 62000 元 - 現金退 NT$ 1300 元 
※ 1.含司機、導遊、行李等小費 2.含接送費 NT$600 元 

※不含證照費用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 應備基本資料 : 
1.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 張 、退伍令…… NT$ 1,400 

2.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NT$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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