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09/15【絲路】天山天池、莫高窟、五彩山、兵馬俑 12 日(無購物) 
NT:64,900 元/人 含稅  

行程特色 
1.新疆，甘肅路途遙遠，途中洗手間不方便，車上每團配備流動折疊洗手間，方便客人在戈壁灘使

用。  

2.魔术頭巾(風沙大戶外使用)，爱心Ｕ型枕(長途拉車使用)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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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3:00  16:30  桃園 TPE / 西安 XIY  東方航空  MU2038  

第 12 天 08:45  12:00  西安 XIY / 桃園 TPE  東方航空  MU2037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 / 西安(鐘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品嚐貴妃鏡糕)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至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西安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

為世界四大古都，從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 10 世紀左右，先後有 13 個朝代或政權在西安建都或建立

政權，歷時 1100 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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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遊客休閒遊覽的重要場

所。  

【回民一條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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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準 5★印力諾富特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X  晚餐：德發長餃子宴+貴妃稠酒 50RMB/人  

 

第 2 天 西安-臨潼(兵馬俑+電瓶車、秦始皇陵+電瓶車+文官俑坑、鸚鵡寺) 
【兵馬俑】世界第八奇蹟，1974 年西安市臨潼區村民在打井時發現了大大小小的殘俑，由此秦始皇

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狀況逐漸展示在世人的面前。1979 年規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隆重開放，

舉世罕見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開放後，很快就轟動了中外，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代最重要

的考古發現之一。秦兵馬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們驚

嘆不已。  

★重回時光隧道，2200 年前的秦始皇建造了他永生的住所，我們一起來看看。目前開放 1~3 號坑及

銅車馬坑。現場遺址的一級古蹟、是難得一見的。另 1號坑後方考古學家仍在努力挖掘與修復，幸

運的話您還可看到他們努力的發掘與修復文物的情況。  

  

【秦始皇陵】位於西安市以東三十公里的驪山腳下，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據史載，秦始皇為

造此陵徵集了 70 萬個工匠，建造時間長達 38 年，其巨大的規模、豐富的陪葬物居歷代帝王陵之首。  

 【鸚鵡寺】 西元前 126 年，漢武帝為表彰“絲綢之路”開闢者博望侯張騫的偉大功績，在驪山西麓

的鸚鵡穀封地四百八十畝，用於種植培育從西域引進的石榴等物種，並建鸚鵡寺供奉從西方請回的

佛像。隨著石榴的廣泛種植，它不僅成了富裕當地群眾的“特產”，還成了臨潼地域文化的象徵，

石榴花更成了西安市的市花，這是“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住宿：準 5★印力諾富特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褲帶麵風味 40RMB/人  晚餐：陝菜風味 50RMB/人  

 

第 3 天 西安－搭乘蘭新高鐵－天水(麥積山【電瓶車】) 
【麥積山】地處甘肅省天水市東南方 50 公里的麥積區麥積山鄉南側，是西秦嶺山脈小隴山中的一座

孤峰。麥積山風景名勝區總面積 215 平方公里，包括麥積山、仙人崖、石門、曲溪四大景區和街亭

古鎮，麥積山石窟爲中國四大石窟之一，其它三窟爲：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麥積山

石窟屬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聞名世界的藝術 

 

住宿：4★天水財富陽光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天水風味 50RMB/人  

 

第 4 天 天水－蘭州(黃河鐵橋、水車園、黃河母親像) 
【黃河鐵橋】舊名鎮遠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素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建於西元

1907 年，後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改名為“中山橋”，是蘭州市內標誌性建築之一。  

【水車園】位於市濱河路西段，東鄰中山橋，西鄰“黃河母親”雕塑，北望白塔山公園，南近白雲

觀 是濱河路旅遊線上的重要一景。水車是蘭州市古代黃河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現存無幾。水車

園是蘭州市旅遊局為再現這一古老的灌溉工具，專門設計仿建的遊覽參觀公園。 水車園建成於

1994 年，占地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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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母親像】位於蘭州市黃河南岸的濱河路中段、小西湖公園北側，是目前全國諸多表現中華民

族的母親河--黃河的雕塑藝術品中最漂亮的一尊。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在全國首屆城市雕塑方案

評比中曾獲優秀獎。雕塑由甘肅著名的雕塑家何鄂女士創作，長 6米，寬 2．2米，高 2．6米，總

重 40 餘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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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雕塑構圖簡潔，寓意深刻，反映了甘肅悠遠的歷史

文化。  

 

住宿：準 5★蘭州瑞嶺國際酒店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拉麵風味 50RMB/人  

 

第 5 天 蘭州─景泰【黃河石林(老龍灣景區+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或快艇、蟠龍洞

景區、飲馬大峽谷景區+毛驢車+區間車】─武威 
【黃河石林】 位於甘肅省景泰縣東南部的中泉鄉龍灣村，景區北臨黃 河幹流龍灣河曲，南接連綿

不斷侵蝕丘陵，黃河由東向西流過景區。黃河石林生成於距今四百萬年前的第三紀末和第四紀初的

地質時代。由於燕山運動、地殼上升、河床下切、加之風化、雨蝕、重力坍塌形 成了以黃褐色河湖

相砂礫岩為主的石林地貌奇觀。景區內陡崖淩空，造型千姿百態，峰迴路轉，景象步移萬千。石柱、

石筍一般在 80—200 米之間。黃河石林堪稱中華自然奇觀，極具旅遊開發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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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使溝穀不斷變寬，局部輕弱層在 水及重

力作用下迅速下切，沿溝穀兩側形成大量的石峰、石柱，同時又受到風蝕作用的改造，在崖壁上形

成了許多如窗欞的構造，在水蝕風蝕的強烈作用下形成了現在獨特的景觀。整個景區分為“一軸三

片 一帶”和六個功能區，即：南山廣場服務區、南灣服務區、【龍灣古村休閒區】、【蟠龍洞景

區】、【飲馬大峽谷景區】和夾灘娛樂區。蟠龍洞景區神秘幽邃，天然龍鳳盤旋，洞內四季恒溫，

洞內有地方神像，是老龍灣人世代燒香供佛的地方，可品四奇三絕。飲馬大峽穀景區沙礫峰叢奇峰

絕壁，規模宏大、氣勢磅薄，似太空世界，為公園的核心部分。 

 

住宿：4★武威西涼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三套車風味 50RMB/人  

 

第 6 天 武威－張掖(五彩山+區間車)－2.5H 嘉裕關(嘉裕關城樓+電瓶車)－1H 酒泉

(酒泉公園) 
【五彩山】位於張掖市臨澤縣境內，距張掖市 40 公里，在方圓一百平方山地丘陵地帶，有造型奇特，

色彩斑讕，氣勢磅礴的丹霞地貌，這裏的丹霞地貌發育於距今約 200 萬年的前侏羅紀至第三紀，被

專家譽為“張掖窗櫺狀宮殿式丹霞地貌中國第一”，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和很高的科考價值。  

五彩山景點特色：  

★被譽為「中國最美的七大丹霞」之一。  

★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觀之一。  

★中國唯一一處丹霞地貌與彩色丘陵的復合區。  



  

【嘉裕關城樓】是萬里長城最西端關卡，這個固若金湯的軍事防禦工程的基本體系是由所謂『五里

一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所組成，地勢的險要，也是造成它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

從嘉峪關門出城，城外就是古人所說的西域了。在內地人的眼中西域永遠是一片荒蠻之地。自古以

來，從內地走出的漢人習慣了儒家文化文雅恭謙的氛圍。他們走出隴西高原，進入河西走廊，當滿

目的荒涼進入視野，便會感懷各種去國離鄉的愁緒。“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勸

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酒泉公園】又稱泉湖公園，位於酒泉市東 2公里，因史傳霍去病西征匈奴，大獲全勝於此，漢武

帝賜禦酒以賞，霍去病以功在全軍，人多酒少，遂傾酒於泉中，與將士共飲，故有“酒泉”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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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宿：4★酒鋼賓館或酒泉賓館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汽鍋雞風味 50RMB/人  

 

第 7 天 酒泉－4H 敦煌(莫高窟、欣賞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夢幻佛宮+實體洞窟) 
【莫高窟】位於敦煌市區的東南側。石窟始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石窟開鑿歷經了千年，直到元朝

結束。擁有大量的壁畫、石窟、文物等，是全世界聞名的佛教藝術勝地。在這裡可以欣賞到規模浩

大內容豐富的石窟和壁畫藝術，還能通過講解和電影展示瞭解到佛教在敦煌上千年的發展歷史，是

遊客遊玩敦煌的首選之地。 現在的莫高窟景區由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和莫高窟石窟兩部分組成，去

莫高窟石窟前，需要先前往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不能直接去石窟，否則會無法進入），觀看兩場

關於莫高窟的電影，每場 20 分鐘。一場《千年莫高》為莫高窟的歷史文化介紹，幫助遊客對莫高窟

有更深的瞭解。另外一場《夢幻佛宮》是球幕電影，展示現在不開放的很多石窟，非常精彩。 觀看

完電影之後會乘坐景區接駁車前往石窟，景區提供解說員，在解說員的帶領下分批進入景區，參觀

一個個石窟，一般每次只能參觀 8-10 個窟，參觀時間約 1 小時左右。莫高窟以壁畫和塑像而聞名，

非常精彩。環顧莫高窟各中洞窟內，到處都畫著佛像、飛天、伎樂、仙女等，有高達九層樓的坐像，

也有十幾厘米的小菩薩，數量眾多，形態各異，可以在解說員的帶領下一一瞭解。  

  

★ 莫高窟是中國、希臘、伊斯蘭、印度四大文化唯一的交匯點。 

★延續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的佛教藝術寶庫，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  

★瞻仰高達九層的泥胎彌勒菩薩，欣賞壁畫中飛天菩薩「反彈琵琶」的優美舞姿。  

特別提示：  

1. 遊覽莫高窟之前，建議先行看一下莫高窟的書籍，或者上網了解一下，才能明白石窟雕像和壁畫

的玄妙。 

2. 莫高窟裡禁止自行使用手電筒照明，就連手機閃光燈也不能開，講解員所用的手電筒是特製的冷

光燈，不然會對壁畫有影響。為了保護文物，請不要偷偷拍照！相機閃光燈會對壁畫有非常大的破

壞。  

3. 莫高窟景區內食物和飲用水等物價很高，建議自備。 

 

住宿：4★敦煌富國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大漠風情宴 50RMB/人  

 

第 8 天 敦煌鳴沙山、月牙泉（含騎駱駝上陵線+電瓶車)－搭乘蘭新高鐵－吐魯番 
【鳴沙山】 鳴沙山像一條巨龍，橫臥在敦煌城南。山體由流沙堆積而成。它像金子一樣燦黃，綢緞

一樣柔軟，少女一樣嫺靜，鳳凰一樣美麗！如果你掬沙細看，就會發現山上的沙粒有紅、黃、綠、

白、黑五種顏色，稱之為“五色沙”。晶瑩閃亮，五彩繽紛，是鳴沙“三寶”之一。鳴沙山古稱沙

角山、神沙山。清代將“沙嶺晴鳴”列為敦煌八景之一。  



【月牙泉+騎駱駝】月牙泉為古今奇觀，飛沙灘湮月牙泉，歷來水火不能相容，沙漠清泉難以共存。

但在鳴沙山中，卻能看到沙漠與清泉相伴為鄰的奇景，這就是天下沙漠第一泉—月牙泉。月牙泉內

游魚成群，岸邊綠草如茵。據傳魚稱“鐵背魚”，能醫治疑難雜病；草稱“七星草”，有催生壯陽

作用。據說，吃了魚和草，可以長生不老。因之，月牙泉又稱為“藥泉”。  

  

 鳴沙山、月牙泉景點特色： 

★這裡沙山與泉水共處，歷來以「沙漠奇觀」著稱於世，是敦煌的重要景點之一。  

★鳴沙山、看沙海和日落，感受西北大漠的蒼涼廣闊。  

 

住宿：準 5★吐魯番火州大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新疆風味 50RMB/人  

 

第 9 天 吐魯番(途經火燄山、交河故城（含電瓶車）、坎兒井、維族家訪+品嚐當季

水果)－烏魯木齊 
【途經火燄山】是全國最熱的地方，夏季最高氣溫高達攝氏 47.8 度，地表最高溫度高達攝氏 70 度

以上，沙窩裡可烤熟雞蛋!位於吐魯番市東北 10 公里處，是全國最熱的地方，每當盛夏，山體在烈

日照射下，熾熱氣流滾滾上升，赭紅色的山體看似烈火在燃燒。由於火焰山本身具有獨特的地貌，

再加上《西遊記》裏有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撲滅火焰山烈火的故事，使得火焰山聞名天下。  

【交河故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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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兒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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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5★海德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40RMB/人  晚餐：大盤雞 50RMB/人  

 

第 10 天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區間車+遊船+電瓶車】、國際大巴紮) 
【天山天池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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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名避暑和旅遊地。  

註：若遇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天池無法遊船，則天池遊船取消不走，敬請見諒。 

 

【國際大巴紮】於 2003 年 6 月 26 日落成，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巴紮（維吾爾語，意為集市、農貿

市場），集伊斯蘭文化、建築、民族商貿、娛樂、餐飲於一體，是新疆旅遊業產品的彙集地和展示

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亞之窗”和“世界之窗”。2004 年入選烏魯木齊市“十佳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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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了古絲綢之路的繁華，

集中體現了濃鬱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住宿：5★海德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  中餐：大盤雞風味 40RMB/人  晚餐：中式合菜 60+烤全羊 80RMB/人  

 

第 11 天 烏魯木齊/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不登塔)、大雁塔廣場、大唐不夜城） 
【大慈恩寺（入內）】大慈恩寺原為隋代無漏寺，唐高祖武德年間已經廢棄，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西元 648 年），是當時的太子李治為了母親長孫皇后追薦冥福而重新修建，改名大慈恩寺。 



 【大雁塔（不登塔）】大雁塔全稱"慈恩寺大雁塔"，是一座典型的樓閣式方形錐狀磚塔，塔分 7 層，

通高 64 公尺，呈方形角錐體。塔身全部用青磚磨磚對縫砌成，十分堅固，每層四方都有一個拱門，

從門洞里可遠眺近看。唐時慈恩寺建成不久，玄臧奉命入寺譯經。為收藏玄臧從印度帶回的佛經，

修建了大慈恩寺塔，今稱大雁塔。初為 5 層，武則天時增高為 7 層。由玄臧大師設計監造，至今已

有千余年的歷史，雖歷經數次大小地震但依然挺拔傲立。玄臧在這里度過了 19 年的譯經生活，創立

了佛教法相宗派。於是大慈恩寺成為法相宗的祖庭，盛名遠播，每日車水馬龍，遊人香客絡繹不絕。 

 【大唐不夜城】位於西安市大雁塔腳下，其中央景觀步行街全長 1500 公尺，寬 80 公尺，是中國第

一個全景式展現大唐盛世文化的大型景觀步行街，彰顯了古都西安的巨大魅力，成為西安公共文化

建設的重大亮點，展現了人文、活力、和諧西安的絢麗畫卷。 

  

※為配合搭機時間，行程中如安排 09:30 以前之內陸段航班，當日早餐將以簡單餐盒替代，如有不

便，懇請見諒。 

 

住宿：準 5★印力諾富特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早餐  中餐：機場簡餐 40RMB  晚餐：關中風味 50RMB  

 

第 12 天 西安 / 桃園機場 
因本日航班時間較早，早餐打包至車上享用，搭乘專車前往西安機場，搭機返回桃園機場，結束此

次的絲路之旅 

 

住宿：甜蜜的家 

早餐：酒店餐盒  中餐：X  晚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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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之情況，如船班、航班等

交通阻塞、觀光景點臨時休假或維護、住宿飯店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及其他

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排將以當地為主，本公司保

留變更調整行程之權利，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