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6.05【內蒙古+寧夏】巴丹吉林沙漠 12 日(無購物)
(中國國際航空 / 呼和浩特進‧銀川出)

NT: 89,900 元/人(含稅、導領小費、每人一張網路卡)
★特別加贈★ 紅格爾敖包《漠南傳奇》大型實景秀
★特別體驗住宿★ 金帳蒙古包一晚、沙漠牧民民宿一晚
★特别安排★ 巴丹吉林沙漠全景兩日：
（沙漠衝浪車 3 人一台）-地質公園主碑博物館‧巴丹
湖‧諾日圖‧攀登沙漠珠峰必魯圖
◎報價為二人一室，指定單人房 需補單人房差。

◎已為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票。

◎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有一種美‧叫浩瀚無邊 『巴丹吉林沙漠』
深入中國第三大沙漠(世界第四大沙漠)
這裡有全世界最美麗的沙峰，變化多端的移動性沙丘，讓您感受造物者的偉大！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
期
第1天
第1天
第 12 天
第 12 天

行
程
桃園 / 北京
北京 / 呼和浩特
銀川 / 北京
北京 / 桃園

航班編號
CA 186
CA1101
CA1218
CA 189

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

起飛時間
13:00
20:05
10:00
14:05

抵達時間
16:25
21:20
11:55
17:0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 / 北京機場(轉機) / 呼和浩特機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由北京轉機前往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是蒙古語音譯，意為"青色的城"，是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
和金融中心。是國家森林城市、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市、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城、全國雙擁模範城和
中國經濟實力百強城市，被譽為"中國乳都"。
【車購特產】奶食品、羊絨圍巾、駱駝油、工藝品等。 註：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早餐:x
午餐:x
晚餐: 涮羊肉吃到飽 RMB 80
住宿: 5 星 萬達文華大酒店

第二天

或同級

呼和浩特 / 希拉穆仁草原 ~ 夜宿草原蒙古包

早上前往內蒙古博物館，位於呼和浩特市中心區域，建立於 1957 年，是大陸最早建立的少數民族地
區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館建築面積一萬五千餘平方米，展廳大樓七千平米，
是一幢極具民族特色的白色建築。樓頂塑立著淩空賓士的駿馬，象徵著蒙
古民族的吉祥與騰飛。後前往希拉穆仁草原，為您安排希拉穆仁草原旅遊
區最大最完整的蒙古人渡假村。抵達後，首先接受蒙古族迎賓儀式獻哈達
~下馬酒，這裡水草豐美、牛羊肥壯、文物古跡眾多、文化底深厚，著名
的希拉穆仁河橫貫草原。這裡是達茂旗對外開放的視窗，也是內蒙古最早
建立的旅遊點。園區旅遊活動豐富，晚間安排於草原上參加盛大的篝火晚
會，入夜後自由活動，在草原上三五好友齊聚把酒言歡；或沏一壺好茶細細品味，仰望著天空有那多
到數不盡的星星陪伴著，人生難得幾回！另外您可以在此觀賞美麗的草原，看草原日落，充分的感受
草原的自然景觀和濃郁的人文景觀、民俗風情，真正投入草原的懷抱之中。
溫馨提醒：由於草原氣候日夜溫差大，貼心提醒您帶上禦寒衣物，讓您在草原更加適應溫度。
註 1：草原蒙古包提倡環保，個人盥洗用品需自行準備，敬請注意並見諒！
註 2：蒙古包沒有吹風機，請您自行攜帶(個人吹風機)，以免造成您的不便。
註 3：因蒙古包住宿主要為體驗當地特色而安排(一晚)，相對該住宿條件無法與一般五星酒店比較，請多包涵。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手把肉風味 RMB 60

晚餐: 烤全羊風味餐 RMB 150

住宿: 蒙古人度假村 草原金帳蒙古包 或同級

第三天

希拉穆仁草原(草原日出) / 哈素海 / 包頭
★特別加贈★ 紅格爾敖包《漠南傳奇》大型實景秀

今日特別安排早起，讓您可以在美麗的草原欣賞日出；再次充分的感
受草原的自然景觀，真正投入草原的懷抱之中。
註 1：觀看日出需視當天天氣狀況，無法讓您百分之百欣賞到草原日出，請
親愛的貴賓，抱著寬廣的心情，欣賞不同的美景。
註 2：草原蒙式早餐相對較簡陋，建議您可自行準備麵包、乾糧或罐頭...，
豐富您的草原早晨。

今日主要於哈素海遊歷，哈素海是蒙古語哈拉烏素海的簡稱，意為黑水湖，是面積約 32 平方公里的
天然湖泊。距呼和浩特 70 公里。湖北為大青山，東、南、西三面被農田和牧場所包圍。哈素海有“塞
外西湖”之稱。水面面積 32 平方公里，水深 2 米左右，湖底雜草叢生，水質肥沃，盛產草、鰱、鯉、
鯽、團頭魴、武昌魚等魚類及河蝦蟹。湖面蘆葦蕩內繁衍著各種鳥類，淩空起飛時盤旋在煙波浩渺的
湖面上，組成一幅十分壯觀的圖景。碧波連天的湖面被周圍的高山環抱，就像是一盞巨大的翡翠玉盤
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間，構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壯美風光和綺麗景色。哈素海度假村依
湖而建，設有多種旅遊項目和服務設施。湖內有一座水庫和一個漁場，設置遊船供遊客飽覽湖光山色，
並可在船上品嘗鮮魚。接續前往參觀聖主壇、蒙古祭祀敖包、藏式喇嘛廟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A 級旅遊景區。
【漠南傳奇】大型室外實景劇，由來自蒙古國的演員，以精湛的馬上技巧，和大批馬隊，所組成演繹
陣容，再現 800 年前在蒙古草原上的刀光劍影，金戈鐵馬。更讓人讚嘆的是，蒙古人與馬，馬與蒙古
人，人馬合一，渾然天成。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黃河魚風味 RMB 60
晚餐: 包頭風味 RMB 80
住宿: 5 星 包頭青山賓館 或同級

第四天

包頭 / 七星湖沙漠生態旅遊區

今日於七星湖沙漠生態旅遊區進行各項參觀及體驗活動。七星湖沙漠
酒店位於國家 4A 級景區——庫布其沙漠腹地，酒店以阿聯酋阿布達
比皇宮酒店建築風格為主，結合蒙元文化為設計基調，總占地面積約
889 公頃，其中七星湖水域面積 114.6 公頃，蘆葦濕地面積 10.1 公
頃，草原面積 380 公頃，沙漠面積 383.7 公頃；七星湖的七個湖泊分
別是大道圖湖、天鵝湖、愛情湖、月亮神湖、珍珠湖、神海湖和太陽
神湖，這些湖泊以沙山相隔，空氣潔淨，湖水清澈。參觀沙生植物博覽園，拍攝世界各地珍貴的沙漠
植物，及參觀沙漠博物館。參觀景區中的博物館、神樹、敖包、參加沙漠活動等。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七星湖風味 RMB 100
晚餐: 七星湖風味 RMB 100
住宿: 5 星 七星湖沙漠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七星湖 / 敖倫布拉格西部夢幻大峽谷

/ 阿拉善左旗

早上專車前往敖倫布拉格西部夢幻大峽谷。敖倫布拉格，蒙語的敖倫
布拉格意為"泉多的地方"。敖倫布拉格大峽谷位於阿拉善左旗敖倫布
拉格鎮境內。又稱為"西部夢幻大峽谷"，蒙古語為"布勒格斯太"，意為
有柳樹的地方。峽谷全長 5 公里，深紅色的沙石構成，全長 5 公里，
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瑰麗無比，氣勢恢宏，滄桑壯美。置身其間，
峰迴路轉，一步一景，十步不同天，仿佛步入夢幻世界。地貌由沙漠、
沼湖、丘陵、戈壁灘、平原組成。峽谷包括多處奇特景觀，主要有：
七彩神山、人根峰、母門洞、石駱駝等等。這裡被旅遊業專業人士冠以中國最後的秘境、藝術家的創
作源泉、西部夢幻峽谷等眾多美稱。在磴口縣哈騰套海蘇木西 25 公里的溝內，有一巨大石柱巍然聳
立，直指蒼天，該柱呈紅褐色，高 28 米，粗 10 人可以合圍，形狀酷似男性生殖器，當地人稱之為
人根峰， 有著丹霞山之貌，兔耳嶺山勢，成為遊客流連忘返的地方。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巴盟風味餐 RMB 60
晚餐: 阿拉善風味 RMB 80
住宿: 阿拉善左旗賓館

第六天

或同級

阿拉善左旗 / 巴丹吉林沙漠
★特别安排★ 巴丹吉林沙漠全景兩日：
（沙漠衝浪車 3 人一台）

今日來到世界第四大沙漠，也是中國第三大沙漠 - 巴丹吉林沙漠。面積 4.7 萬平方公里(台灣 1.3 倍)。

其中西北部有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至今還無人類的足跡，屬溫帶內
陸乾旱沙漠氣候。一般海拔高度為 500~1200 公尺之間。而『奇峰、鳴
沙、湖泊、神泉、寺廟』堪稱巴丹吉林的『五絕』。參觀地質公園主碑
博物館，並換乘越野車赴巴丹湖，一路體驗驚險、刺激的沙海衝浪，漫
步巴丹湖，遊覽沙漠綠洲，感受大漠美景。
貼心提醒：
1.本日深入沙漠夜宿，住牧民自己開設之民宿，沙漠水源較不足，無法洗浴，衛生間較簡陋，請各位貴賓入境
隨俗體驗當地生活，受地理條件限制，僅需攜帶簡單物品即可。
2.攜帶【過夜包】，搭吉普車過去，大件行李放原本巴士上。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沙漠簡餐 RMB 80

住宿: 沙漠民宿 或同級

第七天

巴丹吉林沙漠 / 威武

今日由巴丹吉林前往威武，沿途觀賞漠北江南諾日圖、參觀“中國傳
統村落”——巴丹吉林嘎查，朝拜大漠故宮巴丹吉林廟等國家文保單
位。巴丹吉林廟位於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蘇敏吉林，原是阿拉善旗延
福寺管轄的屬廟。巴丹吉林廟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的 1755 年。
1986 年，巴丹吉林廟被列為阿拉善右旗文物保護單位。2005 年，地
方人民政府依法劃定了巴丹吉林廟的保護範圍及建設控制地帶。2006
年，巴丹吉林廟被列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 2007 年樹立保
護標誌。 2013 年，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巴丹吉林廟的建築風格十分獨特，反映了沙漠建築的特點，是阿拉善
右旗境內原有建築唯一保存較為完整的寺廟。是阿拉善最古老最有名
的歷史人文景觀之一，該廟建於 1868 年，建築分上下兩層，呈樓閣
式。面積近 300 平方米 。相傳修廟的一磚一瓦、一石一木都是靠人工運進來的。

註：因巴丹吉林前往銀川路程較遠，於中途休息一晚，由於當地住宿條件較簡單，無法與一般五星酒
店相比，請多包涵。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沙漠簡餐 RMB 60
晚餐: 蒙式風味 RMB 80
住宿: 威武 或同級

第八天

威武 / 銀川~入住酒店

本日由飯店前往 銀川。
寧夏首府【銀川】，簡稱"銀"，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是全區軍事、政治、
經濟、文化科研、交通和金融商業中心，是以發展輕紡工業為主，機械、化
工、建材工業協調發展的綜合性工業城市。歷史悠久的塞上古城和發展中的
區域性中心城市，民間傳說中又稱"鳳凰城”，古稱"興慶府"、"寧夏城"。中國、
阿拉伯國家博覽會的永久舉辦地，史上西夏王朝的首都。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大燴菜風味 RMB 80

住宿: 5 星 銀川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

銀川 ~ 西夏民俗悠遊之旅 ~ 探訪舊石器時代遺址

西夏風情園以全景展示西夏文化，特色西夏建築及精彩的西夏民俗演繹為主，
是遊客了解西夏民俗、探尋神秘西夏文化的必遊之地。園區是集文化展示，深
度體驗、特色渡假、休閒運動、生態動植五大功能為一體的頂級文化旅遊休閒
渡假景點。讓你讀活西夏史，從黨項民族的起源到西夏市井的繁華，再到西夏
王朝最後的滅亡，一步一景一故事，為您再現西夏王朝的輝煌歷史。讓遊客在
遊樂中增長歷史知識，感受神秘西夏王朝的歷史氣息。
後出發至水洞溝。它是中國目前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被譽為“中國
史前考古的發祥地”。 水洞溝遺址，屬黃河一級支流，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原
始人的發祥地，水洞溝溝寬 50-200 米，溝深 6-14 米，兩岸為棕鈣土。由於沿河有泉水溢出，形成許
多小洞，故稱“水洞溝”，水洞溝遺址見證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這裏保持了古樸的雅丹地貌。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農家味餐 RMB 60

晚餐: 大燴菜風味 RMB 80

住宿: 5 星 銀川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天

銀川 ~ 國家森林公園探訪 ~ 西夏王陵

賀蘭山國家森林公園屬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遊牧民族的藝術畫
廊 。賀蘭山在古代是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吐蕃、黨項等北方少數民
族駐牧遊獵、生息繁衍的地方。他們把生產生活的場景，鑿刻在賀蘭山的
岩石上，來表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再現了他們當時的審美觀、社
會習俗和生活情趣。在南北長 200 多公里的賀蘭山腹地，就有 20 多處遺存
岩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賀蘭口岩畫。
下午前往西夏王陵。每個陵園都是一個完整的建築群體，四角有角樓，園內有門闕、碑亭、外城、內
城、獻殿、靈台，四周有神牆環繞，占地面積達 10 餘萬平方米。墓室上方有 40 余米傾斜墓道，墓
室埋於地下約 25 米，和中國傳統帝陵不同的是墓穴沒有磚砌，而墓道上方為魚脊狀封土，20 余米陵
台未毀前應為木簷塔式結構，如此與眾不同的特色使得西夏更加神秘。殘存的陵台仿佛一個個巨大蜂
窩扣在地上，沒有一點雜色的賀蘭山襯托這些黃土見證頗為壯觀。帝陵北側四合院修建了塑像館，用
塑像和繪畫加文字說明再造了西夏的歷史，塑像館東側是 2 層的西夏陳列館，彙集了西夏鼎盛時期遼
闊疆域內的燦爛文化。目前可供參觀的陵區有“昊王陵”和“雙陵”兩處。為再現當年神韻，陵區現已設

置了聲光裝置。每當夜幕降臨，萬籟俱寂，從地上射出的燈光呈黃、藍兩色照在陵台、角樓、神牆上，
宛若神話世界。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 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 5 星銀川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一天

銀川~秘境湖區漫遊 ~ 回族文化探訪

上午至鳴翠湖濕地搭乘觀光車，鳴翠湖是繼杭州西溪和江蘇溱湖國家濕地公園後第三家被國家林業局
命名的國家濕地公園，享有“國家水利風景點”、“中國生態保護最
佳濕地”和“中國最美的六大濕地公園之一”之美譽。現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點，依托魚、葦、荷、鳥、水、迷宮、水車等獨特資
源，帶給遊客“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純淨美。
接著參觀永寧文化園，以展示回族、伊斯蘭建築文化、宗教文化等為
特色的主題景區。園區內建有回族博物院、禮儀大殿、回族商貿一條
街、回鄉人家等處，其中的博物館是全國最大的一座回族博物館。當
你在回鄉園中遊玩，就如同漫步在歷史長廊中，可以領略到回族歷史以及伊斯蘭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
大精深。
早餐: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 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 5 星 銀川萬達嘉華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二天 銀川機場 / 北京機場 / 桃園機場
今日由銀川轉機至北京，再由北京回桃園，歡喜結束銀川 12 日旅遊。
早餐:飯店內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