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

3

五花八門的航班探討
因台北有南航與華信的直航班機，但高雄就沒台北方便，但直航也有美中不足之處，
各有一班紅眼班機:中國南方航空:去程是 00:45 起飛，07:10 抵烏魯木齊(就是累)，而
返程抵桃園已是 23:15，對於南部旅客而言已無高鐵可接；中華直航回程是紅眼班機
23:55/06:00+1)堪用，但票價嚇死人又只有 10 天來回，不是好辦法！除此外就是各種各
樣的轉機，所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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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各類航班都存在著優缺點，最接近理想的廈門航空與東方航空 高雄進出,
但 12 天行程有 2 晚在外站過夜，但廈航的廈門比東航的武漢要有看頭，東航的南京回
程(半夜 0100+1 到南京，當天 0600 機場報到，不用睡了)，基本上可不用考慮，總是
沒有面面俱到的航班可用，只能挑相對條件較好的航班用， 這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無
奈；只能用深入重點的行程來彌補航班時間的缺憾！
※ 目前最划算的走法是由高雄出發經轉機到烏市,是較合宜的，再加上本公司賺
錢自我節制，目前不但相對便宜而且絕對便宜；但品質卻不馬虎，這由禾木村住
一晚、喀納斯湖畔一晚、返程庫爾勒/烏魯木齊 南疆之星列車安排四人一室的軟
臥包廂可看出，問問價價差，真相將顯而易見！。另有台北以吉普車作號召者，
那種行程與賣價只適合住在天龍國百姓,不是普羅大眾可以參加的!想想 13 天都窩
在狹隘的吉普車空間連跑 13 天，真的會比較好嗎？再看看 10 多萬的天價,不是天
龍國是甚麼國？真的除了佩服還是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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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之行，我們主張:辛苦要有代價
因為新疆幅員實在太遼闊，面積廣達 160 萬平方公里，是台灣的 44.5
倍,即使去掉一半的南疆還是有 80 幾萬平方公里也還是比台灣大 22 倍大,
怎麼安排都是辛苦,所以只能在行程路線上、公里數上、歇腳地點的篩選，
讓此次旅遊達到最高效益，最重要的是: 如何盡興主要點景點，不致走馬看
花急沖沖；這是一門功夫就像鑽石師傅一樣，切面切的漂亮就是價值連城的
無價之寶！反之切面下錯了身價絕對是天壤之別！
一樣的，在這人間瑰寶的北疆稀世之寶，要如何在有限時間、既有的距
離中能抓住重要關鍵景點；猶如大師慧心巧手，一刀成就萬世傳名的稀世美
鑽！那就是一門功夫，既是功夫便自有深淺與高低。
我們 10 年北疆的心得訂下明星景點:1. 喀納斯湖 2. 喀納斯景區的寶
貝三灣 3. 那拉提草原風光 4. 禾木村炊煙裊裊的原始遊牧風光 5.北美風
情的可可托海峽谷 6. 魂縈夢牽纏綿 50 年的賽里木湖 7. 驚艷絕倫的果子
溝大橋 8. 傳說中的沙漠百里油田 9. 蜿蜒曲折如蛇的 9 灣 18 拐猶如綠色
絲絨毯中的銀色絲帶迎面撲身而來 10.新疆維族風采、揭密穆斯林文化、探
香妃故里
為了盡興北疆遊，唯有以下如此設計方能如願，否則無法竟功 :
1.禾木景區住一晚 :
第三天住北屯比一般住布爾津的團隊少了 90 km 2hr 車程，第四天住在
喀納斯景區的禾木村，整個靈山秀谷的秀色都是你的；日賞一望無盡山巒起
伏猶如蟠龍的原始杉林，穿插一排排粗曠野味的小木屋，加上……
碧波錦鱗穿林過，處處炊煙倦鳥歸；
一抹夕紅映牛羊，夜觀星海淨心靈！
這等美景只有住在禾木村的人才有的禮遇！何苦甘作夜行客?
2.喀納斯景區住一晚 :

____此景只應天上有 凡間哪得仙塵落____
任誰都想多停留，尤其是在迷幻境界的三個彎:神仙灣、月亮灣、臥龍灣更
像極了北歐峽灣、比露易絲湖更美，在如此山靈水秀的人間仙境，誰不想？
只是目前安排全都只有停車 10 分鐘，衝忙到不行，實在令人扼腕到不行、
讓您抱個大鴨蛋的遺憾回去！這一切都是因為時間不夠的必然結果！
3.喀納斯健行:

來過的人都拜倒在喀納斯的魅力，也都有著共同的遺憾:為何在這等仙
境 中為何只能 10 分鐘上下被當快槍俠？為何要入寶山空手返？為何在這
片好山好水好天地卻不能自由放飛？為何被留白？為何？？？…..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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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沒安排住進喀納斯景區內！所以我們在整個喀納斯景區不惜花費刻意安排
住在景區內住宿 2 晚，就是要讓您不虛此行:1.禾木村美麗峰山莊 2.喀納斯
湖畔友誼山莊，所以可以安排從月亮灣(三灣之后，人氣景點更是喀納斯景
區的地標) 漫步健行到臥龍灣在這 2hr 的行進中，所有前人想要而要不到的
，您卻一次享足，多羨煞其他人? 這是夢不來的奢求，比起他團冲來衝去的
客人，您說…您幸福有好多？
4.庫爾勒/烏魯木齊火車行 :
以往是要花費將近 9 小時的車程翻越毫無景色的天山乾溝回到烏魯木
齊，都叫苦連天，視為北疆最糟的結尾。如今有火車可替代，只要 4.5 小時
就到烏市，省了一半的時間當然賺到更多時間與體力，但一般都只是安排做
軟座(一排 3+2 座位)或硬臥(一牆三床像海軍大兵的臥鋪，無私密空間)，但
我們認為這不是待客之道，雖然只有 4.5 小時我們也要花心思讓您有段優
雅、清淨、自在、舒適的火車之旅，所以我們刻意安排軟臥艙(上下舖 四人
一室 有單獨門戶)，讓您或坐或臥皆怡然自得！唯有設想細膩、周密的安
排，這才叫品質而不是住五星吃大餐；因為旅行除了吃住，還有太多要考慮
到的細節，尤其行程規畫要合邏輯，收費要合理切不可因稀有或流行而暴飲
暴食，要以平常心收費。
※ 若定不到軟臥艙我們將安排硬臥或軟座並退還人民幣 100/人， 這是
軟、硬臥艙等的價差
5.大半天的那拉提大草原 :
雖說是中國三大草原之一，但去過的都公認她是中國最美的草原，美
在她丘陵起伏、小巧玲瓏、凹凸有緻令人噴血的曲線，美在她綿密細緻的草
原像絲絨桌巾覆蓋在不思議的神奇大地，美在她高低有別、錯落有緻的原始
粗曠的杉林中…美的東西不用多描述來看便知道！在這就是要您自我解
放、要您親身傾聽大自然的召喚、要您體驗粗曠豪邁的草原風光、要…，反
正就是要您來享受這份恬靜的美景，開闊您的視界、洗滌您的心靈！
好東西是要以內容吸引人而不是以早鳥計畫或是兩人同行優惠的方式
來招徠客戶。不管花多少錢，這次都是來到北疆，但 10 幾天後為何有人歡
欣滿滿認為值得？又為何有人會有早知道..的遺憾..？因為旅遊是一個看
不見的商品，即使付了錢您還是摸不著、看不到，所以我說他是良心的事業，
無法取巧，噱頭只是一時的爽，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是我們這行業最
佳的考驗，40 年了本於初衷未有絲毫改變，始終如一足以見證本性難移！
____心念不貪 行必端正 ____
………………..我們的經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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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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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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新疆野馬絲路驛站酒店】
新疆野馬絲路驛站文化主題沙龍是
尋找住宿的旅客在烏魯木齊的絕佳
選擇，最近在 2016 進行重新裝修。 此
酒店提供免費客房 WIFI。酒店位置
方便，距離烏魯木齊火車站只有
7km，地窩堡國際機場只有 12km。

烏魯木齊【尊茂鴻福酒店】位於烏魯木齊商
業、交通中心，毗鄰新疆最具民族風情的星光
夜市。天山美景盡收眼底，令您既可坐享鬧市
靜謐，又可輕鬆感受新疆民俗。共擁有 299 間
客房，設備完善、裝飾高雅、安全舒適，寬頻
接入等配套服務一應俱全，使您的商務休閒旅
遊倍感愜意。酒店內美食眾多，風格迥異的 6
個特色餐廳提供各色中式、西式、穆斯林美
食，令您盡享口福。娛樂設施集夜總會、健身
中心、溫泉泳池、桑拿、SPA 於一體，是您在
烏魯木齊的最佳選擇！ 1998 年開業 2012 年
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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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蘊【天悅大酒店】裝修於 2017-09-01，
相信無論您是一日遊還是深度遊，富蘊天悅
大酒店都是您富蘊之行的不二選擇。從酒店
去往機場的旅客到達富蘊機場很便捷，位於
大約 26km 的地方。
在一天的忙碌後，您可以在酒店盡情的享受
各種體育和休閒設施。光後，這家酒店是您
放鬆身心的好地方。

北屯【得仁山花園酒店】北屯得仁山
花園酒店在 2016 開業，酒店提供免
費客房 WIFI。
北屯市站距離這家酒店約 8km。閒暇
時，客人可以探索酒店的周邊環境。
這家酒店的設施是一流的。 是北屯
旅客心中最受歡迎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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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津【禾木美麗峰山莊】布爾津禾
木美麗峰山莊位於禾木入口服務區
內游客服務中心斜對面，地理位置優
越.配套設施完善，木質結構的客房盡
顯自然、清新。擁有年輕的管理團
隊，還會不定期推出促銷，為您提供
高性價比的入住體驗。

喀納斯【友誼山莊】喀納斯
友誼山莊(援疆幹部交流中
心)湖區核心部是布爾津最
新的酒店之一，已在 2016
中進行重新裝修。 容易連
接上酒店的免費客房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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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津【神湖大酒店】布爾津神
湖大酒店在 2017 進行重新裝
修，提供給旅者及商務旅客在布
爾津愉快的住宿體驗。 有免費
客房 WIFI 可用，你可以連接沒
有問題。當客人有多餘的休閒時
間，可使用現場的各種設施。

奎屯【豪豐國際大酒店】奎屯豪
豐國際大酒店是目前在奎屯最新
的酒店之一，在 2018 開業。 容
易連接上酒店的免費客房
WIFI。奎屯火車站距離這家酒店
約 2km。經過漫長的一天的觀光
後，這家酒店是您放鬆身心的好
地方。 當客人需要，可安排提供
接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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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屯【奎屯賓館】在 2016 進行重新
裝修，奎屯賓館是在奎屯住宿的絕佳
選擇。 酒店離奎屯火車站只有 6km。
當客人有多餘的休閒時間，可使用現
場的各種設施。 這家酒店的位置是
最 好 的 之一 。 在奎 屯 的 所有 酒 店
中，這是最受歡迎的酒店之一。

伊寧【瑞陽皇冠酒店】到伊寧市觀
光的人一定會發現伊寧瑞陽皇冠酒
店是一個很棒的住宿選擇。 到伊寧
機場只需 5km 而伊寧站僅 8km 遠，
交通運輸非常方便。 酒店可以輕鬆
看見伊寧市的景點，包括附近的漢
人街和喀贊其民俗村。 如果您需要
高水平的服務，我們的客人表示這
家酒店的服務非常好。 這間酒店是
眾多商務旅客的常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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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布魯克【龍興國際大酒店】巴音布魯
克龍興國際大酒店，是一家按四星標準建
造的觀光酒店，鄰近巴音布魯克天鵝湖風
景區入口，交通便利。 住宿龍興國際大
酒店，可以親近華夏第一州的母親河－開
都河（九曲十八彎），感受千眼泉水和冰
雪消融的涓涓細流，匯集而成的開都河滋
潤著大草原，孕育著草原無限生命。

巴音布魯克【和靜白天鵝酒店】和靜
白天鵝酒店位於和靜巴音布魯克鎮，
近百惠超市，周邊生活設施齊全，交
通出行十分便捷。和靜白天鵝酒店始
創於 1994 年，由主、副樓（2 幢）和
分佈在後院的 5 幢獨立蒙古包組成，
總建築面積達 12000 ㎡。和靜白天鵝
酒 店的 客房 明淨 規整 ，房間 每日打
掃，衛生舒適，房內設有 24 小時熱水、
獨立淋浴間等基礎設施，入住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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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第1 天 高
雄
第2天 福
州
第 12 天 烏魯木齊
第 13 天 廈
門

航 班

福
州
烏魯木齊
廈 們
高
雄

MF
MF
MF
MF

862
8279
8276
863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20:55
09:05
16:05
16:55

22:30
16:45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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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貼心安排住在機場的酒店內！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第 2 天 福州
烏魯木齊
早上飛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烏魯木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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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個台灣維語是“優美的牧場”
【新疆野馬古生態園】坐落於烏魯木齊市的鯉魚山公園內，屬於園中園，園內收集保
護了矽化木、黑鐵隕石、普氏野馬、汗血寶馬等大量珍貴古生態資源，成為全國獨一
無二的文化旅遊主題景區。新疆野馬古生態園由新疆野馬集團有限公司承建，正好與
野馬集團總部所在的野馬國際大廈相連。這一古生態園佔地近 300 畝，投資上億元，
於 2008 年 7 月建成並開園。園內有上百根矽化木，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矽化木林，其中
最長的一根達 43 米，是迄今為止國內最長的矽化木；另一大景觀就是沙漠胡楊，園內
有 350 根千年胡楊枯木形成的人工胡楊林；此外，園內還擁有 3000 噸來自阿勒泰草原
的黑鐵隕石、1000 噸風礪石、2000 噸戈壁砂、雅丹石、戈壁玉以及普氏野馬、汗血寶
馬、禿鷲、黃羊、馬鹿、矮種馬等各種野生動物和野生動物標本。
早餐 : 飯店內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疆味風味¥ 60
住 宿: 新疆野馬絲路驛站酒店 或 尊茂鴻福酒店
第 3 天 烏魯木齊
卡拉麥里保護區
富蘊
474 km 7 hr
【卡拉麥里有蹄類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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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有的本土普氏野馬絕種後再購
進 200 匹國外的普氏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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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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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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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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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雲南路良彩色沙林有過之而無不及！(去年修路封閉，今年視情況開放
若遇封閉則退回門票請請諒解)再前往額爾濟斯河源頭，神奇美麗又富饒正如其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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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蘊藏』富蘊縣。
【水磨溝公園】位於烏魯木齊市區東側城郊，是烏魯木齊市最大的公園，園內有小橋
流水、亭台樓閣，環境優美，漫步觀賞十分不錯，還有人文古蹟、娛樂項目等，是當
地居民周末放鬆出遊的好去處。水磨溝公園免費開放，園內面積很大，長寬大約都有
幾公里，園區內有觀光車，可以乘車遊玩。在公園內，有湖水、樹木、金魚和假山等，
環境非常不錯，另外還有紀曉嵐、左宗棠等歷史名人的雕像等，都可以一一參觀。園
區裡有一些兒童遊藝項目，湖上可以泛舟划船，都適合帶小朋友前來游玩。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紅燒肉風味 ¥ 60
住宿: 天悅大酒店
第 4 天 富蘊
可可托海
北屯
329 km 7 hr
新疆北部阿爾泰山氣勢恢宏，綿延千里。它橫亙于中、蒙、俄邊界，成為中國與蒙古、
俄羅斯、哈薩克的天然分界，也是作為新疆第二大河流的額爾齊斯河的發源地。額爾
齊斯河是中國唯一一條自東向西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全長 2969 公里，在中國境內 546
公里，沿途留下了一串串美麗富饒的綠洲和牧場。它流經新疆阿勒泰地區富蘊縣境內
的可可托海，在此形成了一條近百公里長的大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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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獨特的花崗岩石峰，與峽谷內以杉
樹、松樹、樺樹和楊樹為主的森林和疊石湍流的額河相得益彰，自然勾勒出一幅幅粗
樸、蒼涼而靜幽的山水畫卷搭電瓶車進入一路北國風光進樺樹與楊樹草原巨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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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溪水身邊過 這等美景還真少見(因景區觀光車是敞篷式記得穿外套) 【神鐘山】拔
地而起 351m 孒然傲立、睥睨群雄，甚是氣概！在登階入口處是絕佳全景拍攝點，返
程時回眸一看竟然一變為一頭巨象！返回布爾津途中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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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兵團特色 ¥ 60
住 宿: 得仁山花園酒店
第 5 天 北屯 禾木村
240 km 6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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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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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原始又粗曠的大原野，心
靈視界確實闊了，晚上在無光害的星空下若真的看到流星，保證興奮一整晚；因活過
大半輩子總算開眼界了！草原的恬靜、皎月下的微風，何曾擁有過?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禾木家宴 ¥ 70
住 宿: 禾木美麗峰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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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禾木村 喀納斯
154 km 3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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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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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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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搭船遊美麗的【喀納斯湖】及其三道灣，此時此刻您會願意
相信真有人間仙境！再登上唯一能俯瞰哈那斯湖美麗的全貌【觀魚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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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立體的；而他們是平面的，視覺更享受、感受更強烈！順著舒適緩坡
的登山步道直上發現大紅魚的魚怪所在的觀魚亭，但那得爬完 1056 階才成，是有點負
擔，我個人建議在 508 階即可，盡量欣賞到最美的高度與闊度又可拍下毫無遮攔的全景
照片，是最佳派照點！當然若要考驗自己的腳力又要炫耀自己的年輕歲月，歡迎繼續
挑戰。只是到了觀魚亭，終因橫著欄杆而無法拍下無障礙的照片，只好就將就點吧，
因為證明自己年輕比甚麼都重要！因晚間投宿於觀魚亭的山腳下湖畔邊，所以您將有
比人多出 2-3 倍的時間，可盡情揮攉，要多久就可以多久；盡情做您的浪蕩子吧！做
時間的主人吧！晚餐後，承老天爺的恩賜…10 點天黑，您更有大把時間去湖畔散心，
就像背包客一樣的自由，放飛自己吧！在這次難得的邂逅中！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酒店晚宴 ¥ 70
住 宿: 友誼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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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喀納斯
布爾津
111 km 3.5hr
在晨曦暮露水中接送第一道曙光可是人生難得境遇！早餐後悠閒搭車前往神仙灣:
【神仙灣】
，位於新疆阿勒泰地區布林津縣喀納斯景區，是喀納斯湖在山澗低緩處形成
的一處淺灘。湖面背光看去在陽光照射下閃著細碎的光，仿佛無數珍珠任意灑落。由
此也稱它為“珍珠灘”。加上常有雲霧繚繞，山景，湖水，樹木相映，如臨仙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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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湖
水，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 6 月，湖水隨周山的植物泛綠，呈淺綠或
碧藍色。
【月亮灣】是喀納斯景區裏的經典地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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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一月牙初升的
彎月，確是嵌在喀納斯河上的一顆明珠。喀納斯河床在這裏形成幾個由反“S”狀彎河
曲組成的半月牙河灣，被稱之為“月亮灣” 喀納斯湖月亮灣蜿蜒于河谷間，水面平波
如鏡，在上下河灣內發育兩個酷似腳印的小心灘，很是奇特，被當地人稱為“神仙腳
印”。關于兩隻巨大的腳印，傳說是當年西海龍王收復河怪時所留下的腳印，目的是
用腳踩住河怪的經脈，讓它永世不得翻身；另一傳說是講嫦娥專門來此偷食這裏的貢
品—靈芝，差點兒誤了升天的時間，匆忙奔月時留下的足跡；還有傳說稱這是當年一
代天驕成吉思汗在追擊敵人時健步如風留下的腳印。傳說增添喀納斯神秘的色彩。
【臥龍灣】是由喀納斯河在此長時間側蝕沖刷而形成一連串曲折的河灣組成。河水在
此流速減緩。在Ω形河灣兩側發育兩個半島狀平臺，河曲上為 月牙形平臺。河灣內發
育兩個小心灘，像兩個巨大的腳印。下游為臥龍灣平臺，長 800 公尺，寬 450 公尺，面
積 3.6 萬平方公尺。從東側公路旁的 觀景平臺，俯視Ω形河曲全景，恰似一條蛟龍盤
臥嬉水，臥龍灣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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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灘】五彩灘一河兩岸，南北各異。南岸，有綠洲、沙漠與藍色的天際相合，風
光盡收眼底。北岸，它是懸崖式的雅丹地貌，山勢起伏、顏色多變，其是由激猛的河
流侵蝕切割以及狂風侵蝕作用而共同形成。由於河岸岩層間抗風化能力的強弱程度不
一而形成了參差不齊的輪廓，這裡的岩石顏色多變，且在落日時分的陽光照射下，岩
石的色彩以紅色為主，間以綠、黃、白、黑及過渡色彩，色彩斑斕、嬌艷嫵媚，因此
被稱作「五彩灘」並號稱是「新疆最美的雅丹地貌」。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冷水魚風味 ¥ 60
住 宿: 神湖大酒店
※ 我們刻意安排由月亮灣到臥龍灣約 2-3km 的步棧道讓您健行、拍照、悠遊於天
界仙境中，盡情貪婪的占有；此刻您才知道您有多幸福！一般的團，因不住裡面，
時間非常冲忙，在這如此勾魂的紅區只能有下車 10 分鐘的時間，急忙一撇趕上車，
因為此班不上，何時再上？因為排隊人潮一波波只能斷臂求生，趕快上車吧！
反觀我們走飽、吸飽、拍飽、玩飽、看飽，五飽全足再帶著滿足，不留遺憾愉悅的
心情離開這美麗的喀納斯湖！想想；一生一次的際遇能如此完美安排，夫復何求？

第 8 天 布爾津
魔鬼城+觀光小火車
百里油田
奎屯 454 km 7 HR
早餐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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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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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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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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瘠的沙漠帶來一股生氣。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自助小火鍋 ¥ 90
住 宿: 豪豐國際大酒店 或 奎屯賓館
第 9 天 奎屯
賽里木湖
果子溝高空大橋
伊寧
454 km 7 hr
【賽里木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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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樹異花滿目，稱的上中國的瑞士也是這一趟路來最美的車窗景觀。
【果子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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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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和標誌
性工程，全長 700 米，特大橋跨徑 330 米，主塔高度分別為 205 和 215.5 米。是目
前國內首座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也是新疆最高的公路大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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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餐
烤全羊風味餐,並可參觀烤全羊的壤坑!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烤全羊 ¥ 120
住 宿: 瑞陽皇冠酒店
第 10 天 伊寧
那拉提景區
巴音布魯克
253 km+82 km 5+2hr
早餐後前往【那拉提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亞高山草甸植物區，是高寒草甸的
一種類型，年降雨量在 880 毫米左右，年平均氣溫在 20 攝氏度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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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牧場又名
鞏乃斯草原突厥語意為“白陽坡”，位於那拉提山北坡，是發育在第三紀古洪積層上
的中山地草原。優美的草原風光與當地哈薩克民俗風情結合在一起，成為新疆著名的
旅遊觀光度假區。傳說成吉思汗西征時，有一支蒙古軍隊由天山深處向伊犁進發，時
值春日，山中卻是風雪彌漫，饑餓和寒冷使這支軍隊疲乏不堪，不想翻過山嶺，眼前
卻是一片繁花織錦的莽莽草原，泉眼密佈，流水淙淙，猶如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這時
雲開日出，夕陽如血，人們不由的大叫“那拉提（有太陽）
，那拉提”於是留下了這個
地名。自古以來，那拉提草原就有“哈薩克族的搖籃”之美譽。那拉提草原哈薩克族
人口 15298 人占中國哈薩克族總人口的 1.13%，是全國哈薩克族人口居住最集中的地
區，因此被列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中國之最）——哈薩克族人口最多的草原。
【巴音布魯克草原】巴音布魯克草原景區又名天鵝湖景區，位於巴音郭楞州和靜縣，
「巴
音布魯克」在蒙語中的意思是富饒的泉水。這裡的草原水草豐茂，遍佈著河流和湖泊，
而草原周圍則由山巒環抱，連綿的丘陵和遼闊的草甸相間，景色十分漂亮。巴音布魯
克草原內有著名的巴音布魯克天鵝湖和九曲十八彎等景觀，景色絕美也是攝影家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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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四周山體海拔在 3000 米以上。若以整個巴音布魯克地區計算，面積將近 2 萬 4
千平方公里，也就是 2/3 個台灣面積。 目前開放的景區為巴音布魯克天鵝湖景點為主，
加上九曲十八彎景區，這一塊巴音布魯克濕地，面積也有 1094 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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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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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前往水做出來的城市也是香梨的故鄉……庫爾勒，維吾爾語，眺望的意思。是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很多人沒到過庫爾勒，但都知道聞名遐邇的庫爾勒
香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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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野蘑菇風味¥ 60
住 宿: 龍興國際大酒店 或 和靜白天鵝酒店
第 11 天 巴音布魯克
庫爾勒
烏魯木齊
357 km 7hr
【天山山脈】是中亞東部地區（主要在中國新疆）的一條大山脈，即天山山脉的东段，
綿延圍繞著大草原，橫亙新疆中部的天山山脈更長達 2500 公里，車子行進在大草原，
綿延雪山始終相伴，讓高山草原的景象更顯壯麗。在這裡還可以遠眺天山石林。石林
因風蝕形成一根根石柱如林而得名，在一片白皚皚的山頭裡，格外顯眼。 帶來絕色美
景，豐沛雪水造就草原濕地、清泉河流，更孕育豐富的動植物。晚間，搭乘 18:08 的火
車前往【烏魯木齊】。抵烏魯木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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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火車簡餐 ¥ 60
住 宿: 新疆野馬絲路驛站酒店 或 尊茂鴻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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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天
烏魯木齊
廈門
悠哉慢慢享用五星酒店豐盛早餐後前往【紅山】紅山位於烏魯木齊市區中心，像一條
巨龍東西橫臥。高昂的龍頭伸向河中，懸崖峭壁，氣勢雄偉。山高海拔 910 米，山體
巍峨，美麗壯觀。因西端斷崖呈褐紅色，故稱紅山。山上有上道光的愛將，近代歷史
名臣…. 林則徐，臨風視察水利的雕像，林公雖制夷禁菸有功，仍不敵讒言，被貶敘邊
疆；但又何嘗不是新疆百姓之福?要不是他積極擴建坎兒井，哪得今日葡萄溝美名？終
身淡泊名利、清風傳家卻仍無法福壽兩全，頤享天年，還是被奸人所害客死他鄉，令
人不禁盱盱；中國忠耿之士如此難為？他卻甘之如飴令人無法不敬佩，文韜武略當朝
無人能比，是一位清末不可或缺的功臣與左宗棠一樣功在新疆，了解的人自會心生敬
意，簌然心酸。只是好人多磨，所有一切的不公待遇都在他身上，看了他，您將自覺
欣慰，至少沒他慘！
【自治區博物館】位於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西北路。1953 年籌建，1959 年正式成立。
自治區博物館是一座典型維吾爾建築風格的歷史文化設施，基本陳列有歷史文物、古
屍和少數民族民俗陳列。展出文物近 3000 件。歷史文物部分則陳列有新疆出土與研蒐
集的錦絹、陶瓷、泥俑、錢幣、兵器、碑帖、文書、典籍等珍貴文物一千多件。古屍
方面則展出新疆出土的古屍多具，其中有距今三千多新疆境內的古蹟。民族民俗部分
以實物和圖片，系統性介紹新疆各民族服飾、居住、婚喪、節慶、娛樂、禮節、飲食、
宗教等方面的習俗與民風。
午餐後前往機場飛往廈門。(因人都有盤算，廈航這一變更讓台胞得需花 2 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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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公司更花了錢在福建，何必讓您方便當天往返高雄，一毛不賺？但高雄旅者卻又
無選擇，敬請各位理解)
早餐 :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機上簡餐
住 宿: 金橋花園酒店 豪華氣質四星
第 13 天 廈門
高雄
早上前往【胡里山砲台】位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所屬的廈門島的東南端海濱，是一座
建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 年）的古炮臺。炮臺中存有德國克虜伯兵工廠製造的 280 毫
米海岸炮，為世界現存最大的海岸炮。炮台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
的建築風格，總面積達 7 萬多平方米，其中城堡面積 1.3 萬多平方米。炮台分為戰坪、
兵營和後山三個區，內有暗道、護牆、護城壕、彈藥庫、兵房、觀哨台、官廳等。台
基由烏樟樹汁和紅糖、糯米、砂土、石灰等攪拌而成十分堅固。午餐後搭機飛返高雄，
期待再相會！

出發日期:

05/24.31 06/07.14.21
售價: NT$ 57600 元
(不含護照、台胞證費用及領隊導遊小費)

※ 1.報名請繳 NT$10000 訂金為準
2.單人報名，無法配對住房時，需支付單房差費用￥1700
3.火車段若未能訂到軟臥艙等則改定硬臥或軟座並退費 NT500/人
4.本團因地接要加價才能退老人優惠票，為公平收費則不退老人票 請惠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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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參團應以旅遊契約書相關規定來辦理。
3.單人報名者 1.請補單房差或 2.公司先予保留報名；待公司有人可配房時再
正式接受報名。
全程不購物、 無自費
應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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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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北疆市場行情調查表
公司

金
驛

藍
X

X
獅

月份

售價

5-6 月 57600 元

5-6 月
每週五

5-6 月
每週日

59900
不含小費
58900
不含小費
90 天前報名
第二人減
10000 元
優惠

行程天數

13 天

12 天

12 天

66000

開
X

不含小費

5/26

1/30 前報早
鳥省 5000
現金價省
1000

13 天

5/16. 23

X
富

X
威

X
匠

5-6 月
每週四

5-6 月
每週日

5/15
5/29
6/5.12

57900

11 天

5/30 後

65900
62800
不含小費

56900
57900
60900

製表日期: 108/01/03

13 天

12 天

關鍵點

出發地







高雄




喀納斯步棧道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景區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硬臥或硬座
(南疆之星天鵝號 4.5 小時 或拉車 9 小時)

高雄




喀納斯步棧道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景區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拉車 9HR

高雄




喀納斯步棧道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景區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搭飛機

高雄出發
不詳
外站 2 夜

喀納斯步棧道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景區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拉車 9HR

台北出發
中國南航
外站不過夜
去程紅眼班
機

喀納斯步棧道

桃園出發
廈門航空
外站 2 夜

喀納斯步棧道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住區外可退 NT1000 元)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火車軟臥 4 人 1 艙
若搭硬臥或硬座(可退價差 NT500 元)
(南疆之星天鵝號列車 4.5HR 或拉車 9HR)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景區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火車 硬臥或硬座
(南疆之星天鵝號 4.5 小時 或拉車 9 小時)

喀納斯步棧道 (月亮灣/臥龍灣)
 禾木村景區一晚  喀納斯湖畔一晚

廈航
外站 2 夜

*本公司售價
皆為刷卡價.
付現金退
1200 元

中國東航
外站 2 夜

中國方航
外站 1 夜

台北出發
中國國航
外站 1 夜
去程紅眼班
機

 34 座三排椅 或 48 座四排椅
 庫爾勒/烏路木齊 拉車 9HR
※ 以上報價是以 2018/01/03 網路查詢結果，或許廠商會有各項考量而變更售價，敬
請再自行上網查價，此表僅以當日查價為準，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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