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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行程※  特別安排了環形線路，讓您絕無回頭路之煩惱                                         
    探尋思路古道～體驗異域風情～享受西域美食～民族風情探秘之旅 ！ 

【新疆】位於中國西北邊疆，古稱西域，自 2000 多年前西漢的張騫通西域之後，開闢了

一條著名的“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頻繁交流。新疆四周高山環繞，河湖眾多，

彙聚了豐富的山地降雨和冰川融水，滋潤著一片片草原及綠洲，複雜的地形地貌形成了

許多奇特的塞外風光。蒼翠無邊的雪松雲杉，晶瑩的冰川，碧澄的湖泊，浩翰的戈壁沙

海，遼闊的草原及各種珍稀動植物組成了各種類型的自然保護區及自然奇觀；古絲路上

古城堡、古石窟、古寺廟、古驛站、古屯田遺址、古墓葬及千年乾屍等各種文物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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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47 個民族、8 種宗教的民族及民俗風情，各種民族風格的建築、服飾、歌舞、習俗、

美食，組成了新疆旅遊最迷人的風景。俗話說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國之大！不到喀什不算

到新疆！而喀什恰恰就在新疆的南疆地區，南疆泛指新疆境內天山以南的廣大區域，與

北疆的自然風光相比，南疆乾旱區的自然景觀民族風情、高山湖泊唯主要特徵。在歷史

上，這裡是絲綢之路南、中道橫越之地，古跡文物，多彩多姿。現在的南疆也是新疆地

區石油經濟、文化較有主要的重點城市有庫爾勒、阿克蘇、和闐、莎車及喀什等。南疆

的旅遊重點有塔克拉瑪幹沙漠、天山、昆侖山、帕米爾高原的美麗風光與雪山、高山湖

泊的獨特風采.....等地。 
暢遊：烏魯木齊～博斯騰湖～庫爾勒～塔克拉瑪幹大沙漠～民豐～和田～喀什  
～卡拉庫裏湖～阿克蘇～庫車  
◆旅遊車及無購物及無自費安排：保證三年內新車（南北疆團車費不可省，車

況一定要好，否則半途拋錨將叫天天不應，而且一定要專跑南北疆線之專業司

機，不能為省成本而租用跑絲路的旅遊車來使用，此舉省了車費但將面臨找不

到餐廳、景點、飯店之窘境，往往將寶貴的旅遊時間都浪費在找路、問路上面

了。全程 NO SHOPPING，讓您無購物壓力，輕鬆的享受南疆的迷人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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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六大古國～渠犁國、龜茲國、於闐國、渠莎國、疏勒國、蒲犁國 
渠犁國～庫爾勒  
古西域國名。《漢書渠犁傳》載： “犁國，王治渠犁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

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渠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

河、至龜茲五百八十裡。 ”渠犁，在今庫爾勒市，孔雀河從其西流過。文中的

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有誤，應為南與且末，西南與精絕接。  
於闐國～和田  
於闐國是古代西域王國，中國唐代安西四鎮之一。古代居民屬於操印歐語系的

塞種人。11 世紀，人種和語言逐漸回鶻化。于闐地處塔里木盆地南沿，東通

且末、鄯善，西通莎車、疏勒，盛時領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

勒、于田、民豐等縣市，都西城（今和田約特幹遺址）。於闐以農業、種植業

為主，是西域諸國中最早獲得中原養蠶技術的國家，故手工紡織發達。特產以

玉石最有名。於闐自 2 世紀末佛教傳入後，逐漸成為大乘佛教的中心，魏晉至

隋唐，於闐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於闐人民喜愛音樂、戲劇，在繪畫方

面具有印度、伊朗的混合風格，畫家尉遲乙僧于唐初至長安，繪有許多壁畫，

與唐人吳道子、閻立本齊名。依《大唐西域記》所載，此國俗稱渙那，諸胡謂  
之豁旦，匈奴人謂之於遁。《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五別出迦羅沙摩之稱。地

濱和闐河，南有昆侖山，北接塔克剌麻罕沙漠，是西域南道中最大的綠洲。位

當天山南路、西域南道之要道，西經莎車（葉爾羌）、朅盤陀（塔什庫爾安），

可通往北印度或睹貨羅（古代大夏）。氣候和暢，植物種類多且繁茂。盛產寶

玉，自古即以出產美玉而馳名中外。原住民為雅利安人種的一支，使用屬於印

歐語系的方言和闐語。  
渠莎國～莎車  
中國漢代西域都護府所轄諸國之一，也是莎車國都城。 “絲綢之路 ”南道要衝。

位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里木盆地西緣，莎車縣、葉城縣一帶，東界塔克拉瑪

幹沙漠，西鄰帕米爾高原，南傍喀喇昆侖山。北魏稱渠莎國。隋、唐至宋併入

於闐（今和田一帶）。元稱鴉兒看。明稱葉爾羌。清置莎車直隸州，後升府，

轄蒲犁廳、巴楚州、葉城和皮山兩縣，治所設莎車城。清先後建新、舊二城，

舊城名葉爾羌，俗稱回城，新城名莎車，俗稱漢城。兩城市街相接，組成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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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莎車城地處葉爾羌河畔，東沿沙漠南緣達 “美玉之鄉 ”於闐，西北經疏勒（今

喀什市）通大宛（前蘇聯費爾幹納盆地）。西南經蒲犁（今塔吉克自治縣附近）

可達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帶），是古代東西方陸路交通樞紐。境內河渠

縱橫，水草充足，宜牧宜農，是西域諸國中富庶地區之一，為漢與匈奴長期爭

奪之地。東漢建武五年 (西元 29)，因莎車王康抗擊匈奴有功，光武帝封康為漢  
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代漢管轄西域諸國。後莎車王降服匈奴。章和

元年 (西元 87)班超率師 2.5 萬人攻打莎車，龜茲（今庫車一帶）等國調兵 5 萬

救援，班超以智取勝，莎車再次歸漢，南道遂通。安帝時  ，西域又亂  ，莎車

先屬於闐，後附疏勒。順帝永建二年（127），班勇複平西域  ，莎車遣使貢獻。

其後漸弱，終為疏勒所並。  
疏勒國～喀什  
疏勒國（梵 Kha^sa，藏 Shu-lig、Shu-lik）為西域古國。相當於今新疆之喀什

噶爾。現為一純粹的回教都市。龜茲的西鄰是疏勒。疏勒地處嶔嶺東坡和塔里

木盆地西緣（即現在的喀什地區），漢時與於闐、龜茲、樓蘭、車師等均為西

域大國。據《漢書》〈西域傳〉記載︰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

五十裡，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

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

一十裡，南至莎車五百六十裡。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疏勒

是西域古國，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國之一，位於今天的新疆喀什噶爾，居西域絲

路南、北兩道的交會點，是東西交通的主要進出口。  
蒲犁國～塔什庫爾幹  
《漢書 ·西域傳》雲：“蒲犁國，王治蒲犁穀，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裡。戶六百

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裡，東至莎車五百

四十裡，北至疏勒五百五十裡，商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裡。侯、

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蒲犁國雖歸於氐羌系，為遊牧行國，

但其先族卻是華夏族番禺氏族部落。其祖先是帝舜（名俊）。《山海經 ·海內經》

雲：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搖梁，搖梁生番禺，是始為舟。 ” 
★貼心安排：新疆的餐廳大多以清真餐為主（不吃豬肉），我們專門找了些漢餐廳讓客人

用餐。 
博斯騰湖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有塞外江南的美稱。被譽爲沙漠瀚海中的一顆明珠 
塔克拉瑪幹沙漠是全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沙漠幹腹地被評為中國五個最美的沙漠之一。 
胡楊林雄壯卻夾雜著滄桑的美,具有“生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之稱。 
核桃王樹高 16.7 米,樹冠直徑 20.6 米,主幹周長 6.6 米,冠幅東西長 21.5 米，南北寬 10.7 米。 
莎車王陵占地 1050 平方米，歷經數百年，其壁飾圖案建築用料及結構佈局，仍清晰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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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沙小刀廠因產地在英吉沙縣而得名，是傳統名牌手工藝品之一約有 400 多年的歷史。 
卡拉庫裏湖湖的四周有冰峰雪嶺環抱特別是周圍的公格爾公格爾九別峰和慕士塔格峰。 
艾提尕爾～全國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有著濃鬱民族風格和宗教色彩伊斯蘭教古建築。 
老城猶如置身新疆維吾爾族民俗風情的生動畫卷，是中國唯一的以伊斯蘭特色的 迷宮式

城市街區。 
香妃墓香妃本名買木熱.艾孜姆，體有異香，被清朝皇帝選為妃子，賜號“香妃”之墓。 
喀什巴劄它是一個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傳統貿易市場, 市場裏雜貨分呈，琳琅滿目。 
大峽谷集人間峽穀之妙,兼天山奇景之長,蘊萬古之靈氣,融神、奇、險、雄、古、幽為一體。

庫車大寺新疆第二大的庫車清真大寺，內有的雕刻，壁畫藻井窗門有著濃鬱的維族風格。 
國際大巴扎具有濃郁的伊斯蘭建築風格，在涵蓋了建築的功能性和時代感的基礎上，重

現了古絲綢之路繁華，體現了濃鬱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國際大巴紮占地面積 39888
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10 萬平方米。 

 
天數 南方航空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第 01 天 CZ 3094 高    雄 武    漢 19:50 22:50 
第 02 天 CZ 3911 武    漢 烏魯木齊 11:25  15:50 
第 11 天 CZ 6997 喀    什 烏魯木齊 13:30 15:20 
第 12 天 CZ 6939 烏魯木齊 武    漢 10:05  13:50 
第 12 天 CZ 3093 武    漢 高    雄 16:00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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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高雄 武漢    CZ 3094  19:50 -22:50                                    
起飛前 1.5 小時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機飛往【武漢市】武漢市，簡稱「漢」，中國超大

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湖北省省會、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

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金融、商業、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

通信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全國文明城市，有「九省通衢」之稱。；抵達後接往酒

店休息。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機上餐                
住宿：由南方航空公司安排三星級酒店                                                                             
第 2 天武漢 烏魯木齊  CZ 3911  11:25 -15:50                                                      
早上前往搭乘豪華客飛往【烏魯木齊】古準噶爾蒙古語意“ 優美的牧場”，是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首府，全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處天山中段北麓、準噶爾盆地南緣，是世

界上距海洋最遠的城市。同時是新疆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古絲綢之

路』北道必經之地－。抵達美麗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開始愉快的旅程！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是中國五個自治區中面積最大（占全中國面積六分之一）、少數民族最多（共 47 族），

也是絲綢之路必遊覽城市。先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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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大

巴紮遵循伊斯蘭建築風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巴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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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再回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中式合菜¥50                                               
住宿: 錦江國際酒店                                                              
第 3 天烏魯木齊  風力發電站  托克遜                                      
早餐後【風力發電站】在烏魯木齊去庫爾勒的途中，沿路南行，在通往絲路重鎮達阪城 
 
 
 
 
 
 
 
 

http://quickfastloan.net/a/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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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兩旁，上百台風力發電機擎天而立、迎風飛旋，與藍天、白雲相襯，在柏格達峰 
清奇峻秀的背景下，在廣袤的曠野之上，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風車大世界。這裡就是

目前我國最大的風能基地——新疆達阪城風力發電廠。 
【盤吉爾怪石林】盤吉爾怪石林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托克遜縣克爾鹼鎮境內的盤吉爾

塔格山山脊和山坡上，平均海拔 1200 米。東南距托克遜縣城 55 公里，距克爾鹼鎮 10 公

里。是由溶蝕和風蝕作用形成的峰林地貌，被稱為「盤吉爾塔格」。「盤吉爾塔格」維吾

爾語意為「像多孔窗子的山」。石林單體構造一般為 2～5 米，大型的高度達十幾米，總

面積約 1 平方公里。岩體多為石炭紀火山岩和角礫凝灰岩，呈青灰或褐紅色，岩石中含

豐富的碳酸鈣。盤吉爾怪石林是迄今中國國內發現的惟一的火成岩風蝕石林區，品味高，

形態完整，是神奇的風蝕地貌自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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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 中式合菜¥50                                               
住宿: 天山明珠酒店                                                              
第 4 天托克遜幹溝  博斯騰湖蓮花風景區   庫爾勒   輪台                                                    
早餐後【博斯騰湖阿洪口風景區含游船】古稱“西海”，唐謂“魚海”，清代中期定名爲博斯

騰湖，位於焉耆盆地東南面博湖縣境內，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總面積 1228 平方公

里的博斯騰湖與雪山、湖光、綠州、沙漠、奇禽、異獸同生共榮，互相映襯，組成豐富

多彩的風景畫卷。大湖水域遼闊，煙波浩淼，天水一色，被譽爲沙漠瀚海中的一顆明珠。

小湖區，葦翠荷香，曲徑邃深，被譽爲“世外桃園”。蓮花湖是博斯騰湖西部系列相互串通

的小湖沼之一，因盛產蓮花而得名，是孔雀河的源頭，距庫爾勒市 25 公里。蓮花湖頗具

江南水鄉特色，湖面上碧綠的荷葉亭亭玉立，接連成片，黃白色的荷花競相開放。微風

吹來，縷縷清香隨風飄逸，沁人心脾。乘上快艇，在水中劈波斬浪，追逐嬉戲。 
【庫爾勒】它原是塔里木盆地北方的一個小鎮，由於受惠於孔雀河，這裡綠洲豐潤，果

園遍佈，向以出產香梨及早熟的白杏而聞名。近年庫爾勒發展迅速，已成為一個新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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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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城市。現在的庫爾勒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南部。全州行政面積為 482665 平方公里，占新疆總面積的四分

之一，是中國面積最大的自治州。“巴音郭楞”系蒙古語，意為“美麗富饒的流域”。 庫爾

勒是維吾爾語“眺望”之意。俗話說：“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庫爾勒的香梨沒有渣。”
很多人知道庫爾勒是從庫爾勒香梨開始的。也因此它又被譽為“梨城”。庫爾勒已成為新

疆第二大城市，2004 年躋身全國 100 個優秀縣級市，還是全國 50 個優秀旅遊城市之一。

僅西氣東輸工程每年就讓庫爾勒增加十幾億元的財政收入。財大氣粗讓這座年輕的城市

越來越挺拔，越來越前衛，越來越有個性。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大盤雞風味¥50 晚餐：中式桌餐+博湖風味魚¥50    
住宿：三寶大酒店                                                          
第 5 天輪台  塔克拉瑪幹大沙漠  民豐                                           
景點: 塔克拉瑪幹大沙漠、胡楊林公園（含區間車小火車） 
【塔克拉瑪幹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位於塔里木盆地中心，東西長約 1000 公里，南北

寬約 400 公里，面積 33.76 平方公里，僅次於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也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動沙漠，流沙面積世界第一。沙漠在西部和南部海拔高達 1200～1500
米，在東  部和北部則為 800～1000 米。塔克拉瑪幹腹地被評為中國五個最美的沙漠之

一。“塔克拉瑪幹”維吾爾語意為“進去出不來”，又稱“死亡之海”， 塔克拉瑪幹沙漠流動

沙丘面積廣大，沙丘高度一般在 100-200 米，最高達 300 米左右，沙漠腹地，沙丘類型複

雜多樣，複合型沙山和沙壟，宛若憩息在大地上的條條巨龍；塔型沙丘群，呈各種蜂窩

狀、羽毛狀、魚鱗狀，變幻莫測。 
【塔里木胡楊林】物種上屬於楊柳科，別名異葉胡楊樹，胡楊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樹，

是第三紀殘餘的古老樹種，是一種沙漠化後而特化的植物，大多是野生，被人們譽為“沙 
 
 
 
 
 
 
 
 

http://xjlxw.com/
http://xjlxw.com/zjxj/xjfc/bygl/
http://xjlxw.com/zjxj/xjfc/bygl/
http://xjlxw.com/zjxj/xjfc/tlf/
http://xjlxw.com/zjxj/xjf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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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勇士”。胡楊林是一種神奇的群體。它們耐寒、耐熱、耐鹼、耐澇、耐乾旱。胡楊生長

期漫長，由於風沙和乾旱的影響，很多胡楊樹造型奇特、詭異，所以胡楊樹有“活三千年

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之稱。在大漠中,生的胡楊壯麗無比,令人讚歎；死的

胡楊以它傑出的品質，傲立在大漠，其幹硬的枝幹在烈日和沙漠的摧殘下，現出千姿百

態的奇特造型，美不可言，令人傾倒。，那金黃色的、金紅色的、金棕色的、金紫色的

胡楊與湛藍湛藍的天空競相輝映，奏響了生命之魂的讚歌。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帝皇酒店／或同級                                                  
【溫馨提示】：這天我們將穿越世界上最長的流動性沙漠，公里數比較長，可隨身帶些小

零食。  
第 6 天民豐  和田【核桃樹王、玉龍喀什河】(全程 315 公里)                     
早餐後【核桃王】這一棵已有 560 多年高齡的“核桃王”，該樹高 15 公尺，胸圍 6.6 公尺，

樹冠占的半畝左右。核桃王離地 1.2 公尺處有一個橢圓形大洞口，樹的基幹部分已全部中

空，樹洞由下往上分叉成兩洞，洞徑也由 1.9 公尺逐漸縮小到 60 公分左右，其中一洞在

樹的上部還有出口，樹洞中可同時容納 4—5 人。該樹每年可結核桃五、六千個，如果按

300 年結果量計算，它已生産核桃 150—180 萬個，合 2..13 萬—2.55 萬公斤。目前這裏已

建立了核桃王公園，參觀者絡繹不絕。“核桃王”，堪稱果樹中的老壽星。歷經數百年風雨

滄桑，核桃王仍以其高大偉岸，枝繁葉茂，蒼勁挺拔的雄姿，展現於遊人面前，給遊客

一種深邃悠遠，歡暢淋漓的美感。 
【和田三寶】 
1.艾得來斯綢—艾特來斯，維吾爾語的意思為"紮染的絲織品"，它是和田的傳統產品之

一，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艾特來斯綢質地柔軟，輕盈飄逸，色澤豔麗，圖案富於變化，

有強烈的和田地方特色。 
2.和田地毯—和田地毯圖案別致，獨具風格，色調高雅，在圖案結構上充分體現了維吾爾

族的藝術特色。和田地毯按圖案內容和形式可分爲八大類：阿娜古麗（石榴花）、夏姆努

斯卡（蠟花式）、開力肯（波浪式）、伊朗努斯卡（波斯式）、卡斯曼（散點排列式）、艾

地亞努斯卡（洋花式）、拜西其切克(五枝花式)、博古式，除此八大類外，還有拜墊毯及

近代設計紡織的人物、花鳥和風景掛毯。 
3.和田玉—和田美玉産於號稱"萬山之祖"的昆侖山中，聞名古今中外。現存於北京故宮樂

壽堂的"大禹治水圖"也是用的和田玉，重 5330 公斤，爲我國最大的玉件，並有乾隆皇帝

的親筆題詩。和田玉按顔色可分爲白玉、碧玉、青玉、墨玉、黃玉、青花、紅玉等，其

中最珍貴的白玉是羊脂玉，凝如白脂。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華豫國際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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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和田  澤普金湖楊國家森林公園(全程 310km)                                                                                                          
早餐後【金湖楊國家森林公園】澤普金湖楊國家森林公園位於澤普縣城西南 40 公里的戈

壁深處，坐落在葉爾羌河沖積扇上緣，三面環水，景色宜人。風景區內天然胡楊林面積

廣達 1。8 萬畝，夏季濃蔭蔽日，雜花生樹;入秋黃葉如染，如詩如畫。"胡楊、水、綠洲、

戈壁"四位一體的獨特自然風貌向人們展示了一副塞外邊疆獨有的畫卷，堪稱塔里木盆地

西邊緣不可多的的一處旅遊勝地。在金胡楊 森林公園內濃郁蔽日，綠草如茵，有如走進

了鮮為人知的神秘世界。這裡四季分明，氣候怡人，春天百鳥歡歌，綠色蔥籠;夏天野草 飄
香，花草繁茂;秋天燦爛輝煌，黃葉如染;冬天銀裝素裹，滿目蒼勁。所有這些無不令人遐

思神往，樂不思返。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金胡楊德瑞酒店（當地最好）或同級                                          
第 8 天澤普金湖楊國家森林公園   莎車王陵  英吉沙小刀廠  喀什市全程    
       職人街  香妃墓  老城  喀什巴紮                               
早餐後【莎車王陵】莎車王陵即阿勒屯魯克麻紮，阿勒屯漢語意為：金子。是葉爾羌汗

國王族的墓地。莎車王陵陵地位於莎車縣城內新城和老城之間，初建於 1533 年，本是葉

爾羌汗國第一任汗王蘇力唐·賽義德的陵園，後來因第二代可汗拉失德以及著名的阿曼尼

莎汗也葬於此，逐漸成為汗國王族的陵園。即葉爾羌汗國的王陵所在，作爲新疆第一個

皈依伊斯蘭教的地方政權，王墓的建築是完全的伊斯蘭建築風格，只是與普通的伊斯蘭

建築素雅的風格不同，它的裝飾，要複雜和華美的多。在陵地東南角，是為了紀念維吾

爾著名的十二木卡姆音樂大師與拉失德汗的妻子阿曼尼莎汗所修建的紀念堂。該紀念堂

外形為方體圓頂，兩層柱簷伸向體外，內為穹頂。整個建築以白色為主調，顯得潔雅聖

嫻。整個位區建築面積 5000 平方米。陵園內牆和“必修克”(墳墓)外壁以石膏雕塑圖案和

銘文，不僅顯得華麗，也更加顯示出了它在建築藝術方面的特性，充分表現了莎車在葉

爾羌汗國時期的文化及建築風格。 
【英吉沙小刀廠】新疆（古稱西域）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絲綢之路歷史悠久，與世

界上其他少數民族一樣，都有著獨特的審美情趣和高超的手工工藝技巧；再加上這裡是

中西文化（與數國交會：巴基斯坦、印度、尼萡爾、格魯吉亞、亞塞拜然、烏孜別克、 
土耳其、阿拉木圖等等...）交匯之地，有著豐富深厚的數個國家的文化積累，從而使新疆 
 
 
 
 
 
 
 
 

http://baike.baidu.com/view/9591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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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民族特色工藝品薈萃之地。新疆有四大名刀，即英吉沙工藝小刀、伊犁沙木薩克折

刀、焉耆陳正套刀和莎車買買提折刀。英吉沙小刀因產地在英吉沙縣而得名，是喀什地

區的傳統名牌手工藝品之一，約有 400 多年的歷史。它選料精良，做工考究，造型美觀，

紋飾秀麗，具有濃鬱的民族風格。 
【香妃墓】香妃墓又稱阿巴霍加陵墓，是喀什市現存的第二座大型伊斯蘭建築物，也是

我國最大的伊斯蘭教經人陵墓，香妃墓就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高 40 米，由門樓、小

禮拜寺、大禮拜寺、教經堂和主墓室 5 部分組成。穹窿形的圓頂上，有一座玲瓏剔透的

塔樓。塔樓之巔，又有一鍍金新月，金光閃閃，莊嚴肅穆。陵墓高大寬敞的廳堂裏，築

有半人高的平臺，依次是香妃家族五代 72 人大小 58 座墳丘。香妃的墳丘設在平臺的東

北角，墳丘前用維文、漢文寫著她的名字。 
【老城】喀什老城區猶如置身新疆維吾爾族民俗風情的生動畫卷。老城區位於喀什市中

心， 面積為 4.25 平方公里，約有居民 12.68 萬人。老城區街巷縱橫交錯，佈局靈活多變，

曲徑通幽，民 居大多為土木、磚木結構，不少傳統民居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是中國唯一

的以伊斯蘭文化為特色的 迷宮式城市街區。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 
【大巴紮】俗話說到新疆不到喀什，等於沒到新疆，到喀什不看巴紮，等於沒有到喀什，

大巴紮又稱為「中西亞國際貿易市場」，是維吾爾族的傳統貿易集市，從一般農副產品到

價格很高的工藝品，應有盡有，並按種類分佈排列。我國西北地區最大的國際貿易市場。

巴紮，系維吾爾語，意為集市。喀什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商品集散地，

當年由西安出發的商旅，無論走天山南路抑或走天山北路，均在此地匯合。這裏的巴劄

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古代有“亞洲最大集市”之稱。市場設有 5000 多個攤位，有近

萬種商品，每天人流量達 10 餘萬。下午搭機飛返烏魯木齊市。 
【溫馨提示】：新疆的小刀雖然您很喜歡，但是您只可以帶六公分以內的折疊小刀，建議

帶刀鞘的小刀您欣賞就可以了。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月星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尊茂其尼瓦克酒店或同級                     
第 9 天喀什市  白沙湖  塔什庫爾幹                                                                                             
早餐後【白沙湖】蜿蜒曲折的公路還在向西延伸。到達海拔約 3400 米時，突然豁然開朗。

一座座雪峰映照著綿延不斷的山脈，灰白色的近山現出優美的身段線條，潔白柔軟的白 
沙山就在眼前——這就是神奇的喀克拉克湖和白沙山了。 白沙山位於新疆喀什的帕米爾 
 
 
 
 
 
 
 



16 
 

高原山脈，去喀拉庫裏湖的必經地，喀什西行向帕米爾高原去約 150 公里。喀克拉克湖

又稱白沙湖，是一個面積４４平方公里的高原平湖。白沙湖兩側遙遙矗立著公格爾九別

峰。這樣的美景，讓沉睡了萬年雪山和湖水顯得更加素潔與寂靜。據說，《西遊記》中所

描寫的流沙河就是這裏。 
【石頭城】這裏是古代絲綢之路中道和南道的交匯點，喀什、莎車、英吉沙及葉城通往

帕米爾高原的數條通道都在此地匯合。西去中亞的幾座主要大山：紅其拉甫達扳、明鐵

蓋達阪、瓦赫基裏達板等，自此也都有天然穀道可通達石頭城雖只剩下殘垣斷壁，但周

圍有雪峰，下有草灘、河流，又有濃鬱的塔吉克民族風情，甚有粗曠豪放之美。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前海國際酒店或金草灘酒店或同級                                     
第 10 天塔什庫爾幹  卡拉庫力湖  喀什市                                   
早餐後途經【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是古代中國和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絲綢之路之

必經之地。據《西河舊事》「其山高大，上生蔥」而得名，地理上屬亞洲中部，位於中國、

塔吉克和阿富汗的邊境上。高原最高峰爲中國境內的公格爾山。帕米爾高原也是亞洲主

要山脈的匯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興都庫什山等五大山脈，號稱亞洲屋脊。 
【卡拉庫力湖】往中巴公路前進，沿途山色因土壤含鐵量高，全呈現紅色，形成另一種

獨特風貌，到達位於阿克陶縣布倫口鄉時，其布倫口沙湖堪稱一絕，沙山倒映水中、不

知是山映水中，還是水中有山。車續行，到了蘇巴什村的中巴公路旁，有一個高山湖泊，

因水很深，水呈黑色，這就是卡拉庫力湖。卡拉庫裏湖位於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的山

腳下，距阿圖什二百二十公里，位於公格爾峰、九格爾九別峰和慕士塔格峰之間，為高

山湖泊。海拔三千六百米，面積為十平方公里，水深三十多米，因湖水深邃幽黯，故名“卡
拉庫裏”（柯爾克孜語意為黑湖）。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月星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尊茂其尼瓦克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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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喀什市 艾提尕爾清真寺 烏魯木齊  CZ 6997 13:30-15:20                                  
早餐後【艾提朵爾清真寺】艾提尕爾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中亞最有影響

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艾提尕（gǎ） 爾清真寺始建於 1442 年，是全疆乃至全國最大的一

座伊斯蘭教禮拜寺，在國內外宗教界均具有一定影響，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占

地 25．22 畝，坐落在喀什市中心艾提尕廣場西側。這是一個有著濃鬱民族風格和宗教色

彩的伊斯蘭教古建築群，坐西朝東，由寺門塔樓、庭園、經堂和禮拜殿四大部分組成。

也是全疆伊斯蘭教活動中心，又為古爾邦節、肉孜節群眾遊樂歌舞的主要場所。艾提尕

爾，意為「節日禮拜場所」。大寺規制嚴整雄偉，磚砌方形拱壽門的大門樓高達 12 公尺，

邊廓環以 15 個穹形壁窿形樓。大寺南北長 140 公尺，東西寬 120 公尺。正門樓以淺綠色

為主色，布滿精細刻花。進門後為寬大的內廣場，與內廣場相連的為宏大的禮拜寺和教

經堂，極富伊斯蘭特色。古爾邦節時，全疆各地都有穆斯林前來禮拜，通宵達旦地狂歡。

下午搭機飛返烏魯木齊市。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50 晚餐：中式桌餐¥50                      
住宿： 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12 天烏魯木齊  武漢  高雄 CZ 6939 10:05-13:50  CZ 3093 16:00 -18:50          
早餐後前往烏魯木齊機場搭機赴武漢。再轉回高雄時間金貴，當天轉回到高雄少浪費一

天，期待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甜蜜的家                                                          
出發日期 : 2017 年 10 月 15.18.22 日 
◎ 刷卡價: NT$56000 元  (不含護照、台胞證費用) 付現金減 1100 /人                                                             

◎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含:行李小費 
◎1. 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二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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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7873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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