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1 天 高雄 泉州 烏魯木齊                                               

起飛前 1.5 小時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機飛往【泉州市】…周秦開始經濟開發，於 260

年（三國時期）始置東安縣治，至今有 1750 多年的歷史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祖籍地，同

時泉州也是閩南文化的發源地與發祥地有「海濱鄒魯」、「光明之城」的美譽。是中國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泉州港被中世紀世界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世界

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總面積 11015 帄方公里(1/3 台灣)，常住人口 800

萬，是福建第一有錢的縣城，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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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城市，新疆省有 160萬平方公里， 1/6

中國大，足足有 46 個台灣大！  

早 餐 :  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 環球國際大酒店或鴻福大酒店          豪華五星                          

 

     地點  航班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高雄   泉州 MF  8560 11:30 12:50 

泉州  烏魯木齊 MF  8267 16:15 23:50 

成都  廈門 MF  8402 11:35 14:20 

廈門  高雄   MF  863 16:55 18: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F%AF%E6%B3%A2%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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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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烏魯木齊  天山天池  國際大巴札                                                             

【天山天池】+區間車+電瓶車+畫舫是以高山湖泊為中心的自然風景區，天山天池湖

面海拔 1910 米，南北長 3.5 公里，東西寬 0.8～1.5 公里，最深處 103 米。湖濱雲杉環繞，

雪峰輝映，非常壯觀，為著名避暑和旅遊地。天池成因有古冰蝕-終磧堰塞湖和山崩、

滑坡堰塞湖兩說。天山天池，雪峰倒映，雲杉環擁，碧水似鏡，風光如畫。天山天池

以完整的垂直自然景觀帶和雪山冰川、高山湖泊為主要特徵，以遠古瑤池西王母神話

以及宗教和獨特的民族民俗風情為文化內涵形成別具一格的風光特色。天池東南面就

是雄偉的柏格達主峰（蒙古語“柏格達”，意為靈山、聖山）海拔達 5445m。主峰左右

又有兩峰相連。抬頭遠眺，三峰並起，突兀插雲，狀如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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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大巴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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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烏魯木齊的商貿市集，巴札一帶居民多是少數民族。其中各族商店販賣許多富有民

族特色的物品，是領略民族風情的好去處。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環球國際大酒店或鴻福大酒店          豪華五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AA%E5%B3%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0%B0%E5%A1%9E%E6%B9%96/3095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8F%A4%E8%AF%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5%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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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烏魯木齊  吐魯番  葡萄溝  交河故城   吐魯番   192km 3hr                                                              

【交河故城】: (含電瓶車)位於吐魯番市以西 13 公里，西元前 2 世紀至 5 世紀由車師人

開創和建造，曾是西域 36 國之一的“車師前國”的都城，現存遺址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

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築城市，也是我國保存兩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遺跡。 

【葡萄溝】:位於吐魯番市區東北 11 公里處，以廣栽葡萄聞名於世，是神奇火焰山中

的一塊河谷地，呈南北走向，全長 8 公里，東西寬約 2 公里，布依魯克河（葡萄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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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烤全羊 ¥120                                

住 宿 : 麥西萊普大酒店           豪華四星                                             
 
第 4 天  吐魯番 火車/柳園  敦煌  鳴沙山  月牙泉                                                                                                                                                                                                                        

“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這裡沙山與泉水共處，歷來以“沙漠奇觀”著稱於世，是

敦煌的名片之一。在這裡你可以爬上鳴沙山，俯瞰月牙泉，還能在山頂上欣賞大漠日

落，感受西北大漠的蒼涼廣闊。雖然歷來水火不能相容，但是月牙泉卻在一片沙山之

中，這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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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望去，沙丘

高低起伏，蔚為壯觀。整個山體由細米粒狀黃沙積聚而成，狂風起時，沙山會發出巨

大的響聲，因而得名為鳴沙山。 

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月牙泉，山色水光相映成趣，風光 

十分優美，是一處神奇的漫漫沙漠中的湖水奇觀。 

【沙州夜市】位於陽關東路，是敦煌市最大的夜市。沙州夜市越來越受到中外遊客的 

青睞。每當夜幕降臨，華燈綻放的時候，來自天南海北，世界各地的遊客逐漸彙聚

到燈光迷離的夜市是最亮的一顆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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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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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天   敦煌  玉門關  雅丹魔鬼城+環保車  敦煌                                

【雅丹魔鬼城】(含環保車):位於玉門關西 75 公里處，它的形成經歷了大約 70 萬年到 30

萬年的歲月，這裏看不見一草一木，到處是黑色的礪石沙海，黃色的黏土雕像，在蔚

藍的天空下各種造型惟妙惟肖，由於缺少植被的保護，大漠狂風像鋒利的刻刀，在這

裏雕成錯落有致的岩沙奇異形體。玉門關傳說著名的“和田玉”經此輸入中原，因而

得名，它是古代“絲綢之路”北路必經的關隘，現存玉門關是漢代玉門關，這裏出土

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物，如毛筆、硯臺、織錦、狩獵工具等，這些文物為研究漢代的軍

事、經濟、文化、生活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莫高窟】+實體洞窟+區間車+3D展示 

位於敦煌市東南 25 公里處，是我國四大石窟之一，迄今已有 1643 年的歷史，現保存

完好的洞窟 492個，彩塑 2499身，壁畫 45000帄方米，是古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相

結合的藝術宮殿，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敦煌是古

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敦煌莫高窟所珍藏藝術珍品是中外交流的瑰寶，人們都把莫高

窟稱為甘肅中的一顆明珠。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是中國甘肅最大的石窟群， 位

於敦煌市東南 2 5公里處鳴沙山東麓、宕泉河西岸的斷崖上。窟群全長 1 600餘公尺，

分南北兩區，現存有壁畫、塑像的共 492窟，被譽為 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世

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地處絲綢之路的中心，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也是宗

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經過歷代興建，莫高窟現有洞窟 725 個，內藏大量極具歷

史意義和研究價值的壁畫和泥質彩塑，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聖

地。西元前 2世紀，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了通向中亞、西亞的陸上交通「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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綢之路」。千百年來， 碧天黃沙的絲路貫通著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而敦煌，地

處絲路南北三路的分合點，當年曾是一座繁華的都會，貿易興盛，寺院遍佈。以藝術

形象宣傳思想的佛教， 從印度傳入中國後，與中華傳統文化融合， 沿路留下了大量

的石窟文化遺產，其中以莫高窟為主體的敦煌石窟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

豐富，保存最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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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四星                                       
 
第 6天  敦煌  酒泉                                    391km 4.5hr                        

玉門關，俗稱小方盤城，位於中國甘肅省敦煌市西北約 90公里處，是中國境內連通

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關隘之一。漢武帝置，因西域輸入玉石取道於此得名；關城方形如

盤，北、西兩面有門，北門外不及百米即到疏勒河；和西南的陽關同為當時通往西域

各地的交通門戶，出玉門關的北道，出陽關為南道。六朝時自今安西通哈密一道日益 

重要，關址東移至安西雙塔堡附近；唐朝再次建立，現在的玉門關是漢代玉門關的 

 遺址；宋以後中國同西方的陸路交通逐漸衰落，關廢圮。 

【嘉峪關城】，位於嘉峪關最狹窄的山谷中部，地勢最高的嘉峪山上，城關兩翼的城

牆橫穿沙漠戈壁。嘉峪關以地勢險要，巍峨壯觀著稱於世，被稱為「天下第一雄 

關」。與千里之外的「天下第一關」——山海關遙相呼應，聞名天下。嘉峪關已經有

六百多年的歷史了，就佇立在這片荒漠上，雄偉壯麗，處於河西防禦西域異族入侵

的第一道門戶，與周遭的山脈結合成一道堅固的防禦體系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酒泉天脈緣酒店           豪華四星                                             
 
第 7天  酒泉  張掖 武威                              446km 5hr                                   

【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暱稱七彩山氣勢磅礴的丹霞地貌，這裏的丹霞地貌發育於

距今約 200 萬年的前侏羅紀第三紀，張掖丹霞地貌分佈廣闊，場面壯觀，造型奇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A6%E7%85%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2%E7%B6%A2%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9%9A%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6%8F%E5%8B%92%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3%E5%8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AF%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A%E5%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B5%B7%E5%8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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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艷麗，是中國乾旱地區最典型和面積最大的丹霞地貌景觀，具有很高的研究價

值和旅遊觀賞價值。張掖的丹霞地貌集中分佈在臨澤、肅南兩縣境內，面積達 300多

帄方公里以上，是中國丹霞地貌發育最大最好、地貌造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層級

錯落交替、岩壁陡峭、氣勢磅礴、形態豐富、色彩班斕而稱奇，有七彩峽、七彩

塔、七彩屏、七彩練、七彩湖、七彩大扇貝、火海、刀山等奇妙景觀令人不得不讚

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進來晃如走進火星紅色星球的地界的錯亂感！因為四處都 

是七彩斑斕的奇岩怪石，彷徂走進了外太空，不過這可是歷史悠久的自然地理景觀 

喔! 最初是紅色砂岩、泥岩、礫石，經過長期的風化剝離和流水的侵蝕，再加上相當 

特殊的地質結構、風化作用和氣候的影響，並經由地殼變動，形成層理交錯且連綿 

不絕的綺麗山峰。 

【驪靬古城】位於中國甘肅省金昌市永昌縣(今焦家莊鄉者來寨)，海拔 2,400 米左右，

始建於西漢時期(西元前 36 年)，是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城市和軍事要塞，也是中國歷史

上重要的民族融合性典型城市，古城建築以伊特魯裡亞建築技術、古希臘建築技術和

城(legon)因在西漢時期安置流散的古羅馬共和國士兵而為世人所知。是否就是在西元前

53 年，古羅馬“三巨頭”之一克拉蘇率領大軍東征安息（今伊朗東北），在卡爾萊（今

敘利亞的帕提亞）遭到安息軍隊的圍殲，統帥克拉蘇被俘斬首，一度所向無敵的羅馬

軍團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克拉蘇的長子普布利烏斯所率的第一軍團 6000 餘人拼死突

圍。33 年後，羅馬帝國與安息在經歷了無數次戰爭之後，終於化干戈為玉帛，簽訂了

和約，雙方開始相互遣返戰爭俘虜。當羅馬帝國要求遣返在卡爾萊戰爭中被俘的官兵

時，安息國當局否認其事。羅馬人驚奇地發現，當年突圍的古羅馬第一軍團 6000 餘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B%E5%9B%A2/33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9%A9%AC/96276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4%BA%89/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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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失蹤。第一軍團的消失成了羅馬史上的一樁懸案？甘肅省永昌縣焦家莊鄉樓莊子

村六隊的者來寨本是個不為人知的小村落，近年來卻引起了世界媒體的熱切關注。澳

大利亞學者大衛·哈裡斯提出，者來寨是古驪靬城遺址，而驪靬城則是西漢安置古羅馬

戰俘之城，村民中很多人都有歐洲人的相貌特徵。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武威西涼大酒店        豪華四星                                     
 
第 8天 武威  蘭州                                  232 km  4hr                                      

【景泰黃河石林】規模宏大，占地約 10 帄方公里。生成於 400萬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紀

早更新世，由於地殼運動、風化、雨蝕等地質作用，形成了以黃色 砂礫岩為主，造型

千姿百態的石林地貌奇觀。景區內陡崖淩空，景象萬千，峰迴路轉，步移景變，石柱

石筍大多高達 80－100米之間，最高可達 200多米，其造型天造地設，鬼斧神工，猶如

雕塑大師之夢幻傑作。狹穀蜿蜒曲折，如蛇明滅，皆以溝命名，從東南至西北，共有

八溝之多。正在開發的飲馬溝大峽谷內有雄獅當關、獵鷹回首、大象吸水、千帆進發、

西天取經、月下情侶、屈原問天等眾多景點，形神兼備，栩栩如生。專家考察評估認

定：黃河石林堪稱自然奇觀，極石林景區有八個溝之多，是在地殼強烈的抬升之下,黃

河河谷形成深切峽谷,與南疆庫車天山神秘峽谷有 90%以上相似度。 

(含驢車+電瓶車+羊皮筏子)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蘭州飛天酒店            豪華四星                                            
 
第 9天 蘭州 米拉日巴佛格  合作                          367km 6 hr                                      

【八坊十三巷】:臨夏古稱河州，是臨夏人文風光中的一大特色。自古八坊十三巷就因

為八座清真寺形成了八個教坊，三十條街巷而得名。，而八坊十三巷便是河州民族風

情的古街區。從元朝至今，圍繞著八座清真寺形成了八個教坊、十三條街巷故稱為“八

坊十三巷”， 八坊民居多是小型四合院形式，這一點跟老北京的四合院有點相像。而且

明顯就能發現現存穆斯林居住的院落、清真寺等建築不但是氣勢宏偉，連裙樓、閣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9%A9%AC/140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4%E6%96%B0%E4%B8%96/11962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82%E7%A0%BE%E5%B2%A9/51191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E9%97%AE%E5%A4%A9/3141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E7%9F%B3%E6%9E%97/73676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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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雕、木刻等特色工藝都栩栩如生。八坊分別是大寺坊、祁寺坊、西寺坊、北寺坊、

鐵家寺坊、前河沿寺坊、老王寺坊、新王寺坊；十三巷則是大旮巷、小南巷、壩口巷、 

北巷、沙尕楞巷、專員巷、大南巷、仁義巷、細巷、擁政路、鐵家寺巷、王寺街等街

巷組成。在當地也很有名氣，算得是一條具有特色的古街，但因為翻新，古街小巷就

顯得不古了，只是走在街巷裡的時候，卻無意被高聳出街巷院牆的清真寺所吸引。除 

了歐洲百年教堂，大概只有清真寺的外觀造型在宗教建築中算的是唯一的精美絕倫。

繼續遊黃河公園母親雕像及西遊記唐僧師徒雕像後再前往甘肅【米拉日巴佛閣】是為

紀念米拉日巴而修建的佛閣，全名為安多合作米拉日巴九層佛閣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

教）在安多藏區最主要的寺院之一。 樓高共九層，供奉以米拉日巴尊者及其弟子為主

的藏傳佛教各派的開宗祖師，有以金剛為主的四密乘的眾多佛像、菩薩、護法神等各

類佛像 1720尊。米拉日巴修煉過苯教和紅教的密法，參與開創了白教，而他對密宗的 

心得又被後來的黃教所沿襲，所以受到藏傳佛教各派的尊崇。很多藏民在圍著佛閣轉

經。是一座紅色的藏式高層建築。除了外布達拉宮外，佛閣的高層宗教建築在藏區十

分少見，。而佛閣內部供奉了一千多尊塑像，有藏傳佛教各大教派的代表人物，還有

藏族歷史上的名人大師，這種各教派並存的情況在藏區也十分罕見，值得進去參觀。

米拉日巴尊者是藏傳佛教白教早期的著名大師，以苦修和歌唱傳教著名，佛閣內也有

眾多大師的雕像和反映大師修行過程的畫像可以參觀。佛閣名為九層，但實際上為八

層，第九層是八層屋頂的一幅壇城畫像。在佛閣門口購買門票後進入便可以一層層參

觀朝拜，參觀一圈需要 1-2 小時左右。佛閣內的每一尊雕像和壁畫都有漢字標示，幫

助遊客瞭解，幸運的話還會遇到這裡的僧人講解。佛閣的一層處供奉著一尊巨大的強

巴佛（即彌勒佛）像，可以看到藏區的彌勒佛與內地的形象不同，是傳統佛像的嚴肅

狀。而兩側的雕像是藏族歷史上的名人，有歷代的藏王，還有藏族文字、藏戲的創始

人等，在這裡還能看到著名的松贊干布及文成公主等形象。佛最值得一玩的景泰黃河

石林景區。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合作酥油燈假日酒店          豪華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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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天  合作  紮朵那  郎木寺  米拉日巴佛格  迭部    285km 6hr                                                          

【郎木寺】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下轄的一個小鎮的名字，白龍江鎮中流過，北岸和 

南岸有兩座寺，分別屬甘肅省碌曲縣和四川省若爾蓋縣所管轄，合稱郎木寺。賽赤寺

位於甘肅境內的寺廟稱作“達倉郎木寺”，也叫“賽赤寺”。建築都在山坡上，大多

是金頂，高大有氣魄，比格爾底寺更為莊嚴漂亮一些。·寺後方有天葬台，這是甘南 

地區唯一允許參觀的天葬台，在半路上可以望到紅石崖，錯落有致，在四川達倉郎木

寺內，最受民眾尊崇的是傳說中的老祖母郎木，其原來居住的洞穴，那是聖地中的聖 

地。洞外地下湧出的泉水，就是嘉陵江主源之一的白龍江的源頭。  

【紮尕那】藏語意為“石匣子”又稱中國的空中之城，被驚為天人！地形既像一座規模

宏大的巨型宮殿，又似天然岩壁構築，更像義大利 托斯卡納的空中織成紮尕那景區集

石林、峭峰、森林、田園、村寨、及藏傳佛教寺院為一體。在這片以境裡，整個迭山

石林最為引人注目。迭山主脊光蓋山，是洮疊古道必經之路，江迭公路由此而過。由

縣城朝北進入益哇溝到納加石門，仰目北眺，浩瀚的百里石林、石峰光潔錚亮，嶙峋

入穹，無樹、無土、無塵、無垢！峭壁崢嶸，石峰聳秀在陽光照射下煙波浩渺，璀璨

生輝。 正北是巍峨恢宏、雄偉壯觀的迭山主脊光蓋山石峰，另外三面皆是秀峰環拱，

蒼松翠柏鬱鬱蔥蔥，猶如高峻雄渾、堅不可推的城牆，把紮尕那四村一寺圍在城中，

其中東哇村和桑拉寺院正巧座落於石城中央。 城內左上角還有一道出口，是由石山斷

裂形成的石質狹道，南北走向，長百余米，寬僅數米，石峽兩面是垂直挺拔的岩壁，

一條小溪懸瀉而下，聲響如雷。此道亦是洮疊古道中的險關。此為石城“後門”。而在石

城正南方，有一道石山對峙而成的“正門”，門外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十裡峽谷，恰似城外

長廊，南端矗立兩遭數百來高的對稱岩壁，猶如兩堵巨型門墩組成宏偉的前門，是俗

稱“鬼門關”的納加石門。紮尕那山勢奇峻、雲霧繚繞、宛如以境。藏寨內遊牧、農耕、

狩獵和樵采等多種生產活動合理搭配和互補融合，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個典範。 

閣的二到五層則分層供奉了藏傳佛教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迭部俄界國際大酒店          豪華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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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天  迭部   宕昌  官鵝溝                        157km 5hr                                             

【官鵝溝】官鵝溝國家森林公園，由官珠溝、鵝嫚溝、木隆溝、廟溝等景區組成，總

面積 4.2 萬公頃。官鵝溝明朝時稱“關惡”，系羌語，漢譯為“峽穀”一詞。上世紀 50 

年代改名為“官鵝”。溝內前 14 公里為 13 個色彩斑斕的湖泊，後 18 公里為松柏茂密

的原始森林，有 9 道高聳入雲的險峻峽穀，有 11 處從山頂或半山懸崖上直瀉而小的大 

小瀑布，有 60 餘處令人讚歎的景點，最深處為高山草甸和終年不化的雪山。 

水美，13 個大小不等、形態各異的湖泊，尤如一串綠色的珍珠鑲嵌在溝內，湖水清澈

透底，隨湖底地貌高低呈不同顏色，那些倒映在湖中的古樹象一條條巨龍臥在湖底。

藍天白雲和青山古樹，映入湖中，使天地渾然一體，沒有界限。 

山俊。群山錯落，綠水環繞，古樹差天，氣象萬千，秀麗處山體你拉我牽，婀娜多姿；

雄偉處絕壁懸崖直插雲霄，氣勢恢宏，蔚為壯觀，處處都是山水畫。 官鵝溝奇險。在

湖泊和雪山之間，9道險峻深幽的峽穀讓人驚歎不已。在長數百米、高數百米、寬僅十

米的各種形態峽穀中，河水震耳欲聾，涼風撲面而來，懸崖古松掩日，瀑布飛瀉直下，

遊人至此，膽小者害怕至極，有身處絕境之感，如此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觀，實屬罕見。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宕昌龍海酒店                豪華四星                                      
 
第 12天  宕昌   廣元  成都                          550km 7hr                                

【廣元千佛崖摩崖造像】 

位於四川省廣元市北 4 公里的嘉陵江東岸，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歷史。造像規模宏

大，氣勢雄偉，從南到北全長 417 米，高 45 米，造像龕窟重疊十三層，密如蜂房。現

有龕窟四百多個，大小造像七千多尊，以大雲古洞為中心，分為南北兩段。南段著名

的龕窟有大佛洞、蓮花洞、牟尼洞、千佛洞、睡佛龕、多寶佛窟、如意輪觀音等；北

段著名的有三世佛窟、無憂花樹佛、彌勒佛窟、三身佛龕、菩提像窟、盧舍那佛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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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藏佛洞等，薈萃了從南北朝、唐、宋到清代的石刻作品，雕刻精細，造型優美，

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千佛崖摩崖造像始於北魏時期，歷經了近 1500 年，在高 45 米，

南北長 200多米的峭壁上，布滿了造像龕窟，重重疊疊 13層，密如蜂房。 

再續往成都。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 宿 : 賽倫極地大酒店           豪華準五星                                      
 
第 13天  成都  廈門 高雄                                                      

前往機場飛往廈門再轉飛高雄，期待再相會！ 

早 餐 : 酒店內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 誤餐¥50                           

住 宿 :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08/31   10/12 

 現金價: NT$ 65,000  (不含證照費用及司機、領隊、導遊、行李等小費) 
  

※  70 歲以上可退回老人優惠票 ¥ 900 ; 65 歲以上退¥450 

附註: 

※1.如遇航班、氣候、路況…等無法抗拒的突然變動，為完成出團任務並以旅客最大利益為考 

     量，本公司有權做一切必要的相應的變動！ 

   2.取消參團應以合理的原由，依相關規定來辦理退費事宜。 

   3.單人報名者 1.請補單房差或 2.公司先予保留報名；待有人可配房時再正式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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