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杏北疆】～吐魯番、吐爾根杏花溝、霍城大西溝、 

                              賽裏木湖 12日（無購物、無自費） 
【新疆】古稱西域，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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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綠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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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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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伊    寧—★★★★★溫州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獨 山 子—★★★★★瑪依塔柯酒店 

 
 

 

各地餐食按照 40.-RMB.～198.-RMB.標準 

大盤雞風味、烤全羊風味、合菜+黃麵烤肉、羊肉串風味、那仁風味、 

蘑菇燉雞風味、博湖魚宴、饢炒烤肉風味、民俗歌舞+自助餐 

 

吐爾根杏花溝  

新疆杏花溝位於新疆伊犁新源縣吐爾根鄉，新疆杏花溝這是一片西元 14世紀遺留最大的原始野杏林，集中分佈

于鞏乃斯河北岸，占地有 3萬多畝，新疆杏花溝是新疆野杏林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 

霍城大西溝  

這裡是世界野果類植物的天然基因庫，是亞洲唯一野生櫻桃李生長地，被國家命名為“中國野生櫻桃李之鄉”，

景區內生長著各類野果約 60餘種，以野蘋果、野櫻桃李、野杏、野山楂、野核桃為主。 

飽覽塞外草原風光【賽里木湖 (西海草原 )、那拉提】  

新疆地貌為「三山夾兩盆」，即擁有高山與盆地相間分布的獨特地形特徵。南北兩端分別為崑崙山脈和阿爾泰山

脈，中部有天山山脈橫亙，使得北疆氣候為中溫帶，受西風帶影響，降水稍多，形成壯闊的草原風貌。北疆的草

原草色柔美，草原的表面不只是平坦，簡直就像鋪上一層綠地毯，草地的質感也予人非常柔軟的感覺。 

◎◎新新疆疆全全程程升升等等 VVIIPP 三三排排座座椅椅旅旅遊遊車車！！ 

行程特色 

風味餐安排 

精緻住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4%BB%91%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6%B3%B0%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6%B3%B0%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B1%B1%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B8%A9%E5%B8%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A3%8E%E5%B8%A6


 

 ※獨家贈送 40*40 靠枕，每人每天礦泉水 1 瓶。品嘗當地時令水果或乾果 

航班時間不影響作息  

 

第 01 天 松山  天津 

搭機前往【天津市】，簡稱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和中國北方最大沿海開放城市。天津位

於華北平原的海河各支流交匯處，東臨渤海，北依燕山；有海河在城中蜿蜒而過，跨越海河的各式橋樑形成了「一

橋一景」的景致。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航空公司中轉酒店. 

第 02 天 天津  烏魯木齊  (195 公里約 3h) 吐魯番 

【烏魯木齊】是新疆的首府，位於新疆中部，天山北麓，是一座發祥於新石器時代亞洲之心的歷史文化名城，

一座始於西漢時期亞歐商貿文化交流的門戶城市。在清朝時起稱迪化，意為對邊民的「啟迪教化」，於 1954年改

稱現名。「烏魯木齊」這一城市的名字來源於蒙古語 ，意思是「優美的牧場」。烏魯木齊最初是因清朝政府在新

疆駐軍而發展起來的一座城市，至今烏魯木齊還有「老滿城」的地名，位置大致在今新疆農業大學一帶；而現在

南門、北門和大小西門內的區域是原來的「漢城」。 

【吐魯番】吐魯番地理位置優越，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是烏魯木齊的門戶，是新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橋的重要交
通樞紐。蘭新鐵路、南疆鐵路在這裡交匯，與吐魯番機場、G30線形成了“公路、鐵路、航空”為一體的立體交

通運輸體系，具有“連接南北、東聯西出、西來東去”的區位和便捷交通優勢，實現了烏吐區域經濟一體化。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合菜+大盤雞風味 50RMB. 

住宿：4 星吐魯番友誼大酒店或同級. 

航空公司 航空公班 出發地點 抵達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中國國際航空 CA-188 松山 天津 18:45 21:50 

中國國際航空 CA-8121 天津 烏魯木齊 13:35 17:50 

中國國際航空 CA-1782 烏魯木齊 杭州 16:25 22:30 

中國國際航空 CA-149 杭州 桃園 09:30 11:20 

行程內容 

心選航班 

貼心禮包 



第 03 天 吐魯番【坎兒井、火焰山】 (310 公里約 4.5h) 和靜 

【坎兒井】是“井穴”的意思，早在《史記》中便有記載，時稱“井渠”，而新疆維吾爾語則稱之為“坎兒孜”。

坎兒井是荒漠地區一特殊灌溉系統，普遍于中國新疆吐魯番地區。坎兒井與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為中國古

代三大工程。吐魯番的坎兒井總數達 1100多條，全長約 5000公里。坎兒井是開發利用地下水的一種很古老式的

水準集水建築物，適用於山麓、沖積扇緣地帶，主要是用於截取地下潛水來進行農田灌溉和居民用水。坎兒井的

結構，大體上是由豎井、地下管道、地面管道和“澇壩”（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組成，吐魯番盆地北部的柏格達

山和西部 的喀拉烏成山，春夏時節有大量積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潛入戈壁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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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兒井不因炎熱、狂風而使水分大量蒸發，因而流量穩定，保證了自流灌溉。 

【火焰山】古稱赤石山，位於吐魯番盆地的北緣，古絲綢之路北道。呈東西走向。火焰山，維吾爾語稱“克孜勒

塔格”，意為“紅山”，唐人以其炎熱曾名為“火山”。 山長 100多公里，最寬處達 10公里，海拔 500米左右，

主峰海拔 831.7米。火焰山童山禿嶺，寸草不生，飛鳥匿蹤。每當盛夏，紅日當空，赤褐色的山體在烈日照射下，

砂岩灼灼閃光，熾熱的氣流翻滾上升，就像烈焰熊熊，火舌撩天，故又名火焰山。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博湖魚宴 50.RMB 

住宿：4 星和靜愛派酒店或龍瑞酒店或同級. 

第 04 天 和靜  途觀鞏乃斯河谷風光、天山山脈、那拉提草原(303 公里約 6h) 
         那拉提 

【天山山脈】天山東西橫亘2500餘公里，

南北寬度 250-350公里，西起中哈邊境，

東至星星峽，在中國境內綿延1700千米。

占地 57萬多平方公里，占新疆全區面積

約 1/3。整個天山山系由 3列山脈組成，

由北往南分別稱為北天山、中天山和南天

山。天山山體由山地、山間盆地和山前平

原三部分組成。 

【鞏乃斯】鞏乃斯草原主要指鞏乃斯河系

貫通的河谷山地草原，是伊犁多類型草場的典型分布區。該草原大部分位於新源縣轄區內，海拔 800-2084米。鞏

乃斯草原地域遼闊，溝谷眾多，是新疆著名的草原，它不僅是新疆細毛羊的故鄉而且是伊犁天馬的重要產地。 

【那拉提草原】又名鞏乃斯草原，突厥語意為“白陽坡”，在新源那拉提鎮東部，距伊寧新源縣城約 1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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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提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亞高山草甸植

物區，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牧場。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合菜+烤羊肉串風味 50 -RMB. 

住宿：3 星那拉提龍庭酒店或空中草原酒店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F%E6%98%9F%E5%B3%BD


第 05 天 那拉提風景區【河谷草原景區（含區間車）】 (80 公里約 1.5h) 新源 

【河谷草原景區 (含區間車)】那拉提意為“先見到太陽的地方”。那拉提草原地處楚魯特山北坡，發育于第 3

紀古洪積層上的中山地草場，東南接那拉提高嶺，勢如屏障。西北沿鞏乃斯河上游谷地斷落，地勢大面積傾斜，

山泉密佈，溪流縱橫。緣山腳沖溝深切，河道交錯，森林茂密。那拉提年降水量可達 800毫米，有利於牧草的生

長，載畜量很高在歷史上，那拉提草原就有“鹿苑”之稱。這裡也是鞏乃斯草原的重要夏牧場。 那拉提草原系

亞高山草甸植物。這裡還生長著茂盛的細莖鳶尾群系山地草甸。 其它伴生種類主要有糙蘇、假龍膽、苔草、冰

草、羊茅、草莓和百里香等。每年夏秋之際，各種野花開遍山崗，赤橙黃綠青藍紫，將草原點綴得絢麗多姿。自

古以來，那拉提草原就有“哈薩克族的搖籃”之美譽。 

【新源】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北部，天山北麓，伊黎河谷東端，鞏乃斯河河谷地帶。東起艾肯達阪，南與鞏
留縣、和靜縣為鄰，東北與尼勒克縣、沙灣縣、和靜縣為界。總人口 316002人（2012年），有哈、漢、維、回等

34個民族。縣名因處鞏乃斯河上游，另取“新源”，為新開墾的草原或新開拓的原野之意。哈薩克語稱鞏乃斯，

“向陽”之意（據考證為突厥語，後來被蒙語、哈薩克語演變而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合菜+野蘑菇燉雞 50-RMB. 

住宿：3 星新源聯城生態酒店或同級. 

第 06 天 新源(40 公里約 1h)吐爾根【杏花溝】 (40 公里約 1h)新源 

  

【杏花溝】吐爾根鄉杏花溝裡的 3萬畝野杏花相繼綻放。杏花溝的山坡被鮮嫩的粉色所渲染，綻放的野杏花綿

延十幾公里。杏花溝是因山地河谷冬季逆溫氣候而遺存下來的 3萬畝千年原始野杏林。每年三四月間，野杏花陸

續綻放，各地遊客紛紛來到這裡，赴一場與杏花的“約會”。吐爾根鄉杏花溝裡的 3萬畝野杏花相繼綻放。杏花

溝的山坡被鮮嫩的粉色所渲染，綻放的野杏花綿延十幾公里。杏花溝是因山地河谷冬季逆溫氣候而遺存下來的 3

萬畝千年原始野杏林。每年三四月間，野杏花陸續綻放，各地遊客紛紛來到這裡，赴一場與杏花的“約會”。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合菜+饢炒烤肉風味 50 -RMB. 

住宿：3 星新源聯城生態酒店或同級. 



第 07 天 新源(40 公里約 1h)吐爾根【杏花溝】 (230 公里約 4h) 伊寧【伊犁河落日、 
         漢人街】 

【杏花溝】中世紀遺留下來的野杏樹，高至少兩米，同山坡一樣斜度成長，與地面水平成垂直狀生長的杏樹看起
來差異極大。每臨春季花開時節，臨著農田的杏園，城市和村落的大街深巷；維吾爾族人家色彩艷麗的家院。從

城市到小鎮再到山間和平原的村落，家杏恣意盛開，滿目春色更何況，伊犁河谷的那幾萬畝杏花，它們從中世紀

就已經生長在那裡了。 

【伊犁河落日】是亞洲中部內陸河，跨越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國際河流。伊黎河的主源特克斯河發源於天山汗騰

格裡峰北側，向東流經中國新疆的昭蘇盆地和特克斯谷地，又向北穿越伊什格力克山，與右岸支流鞏乃斯河匯合

後稱伊黎河，西流至霍爾果斯河進入哈薩克斯坦境內，流經峽谷、沙漠地區，注入中亞的巴爾喀什湖。從河源至

入湖口，全長 1236公里，流域面積 15.1萬平方公里，其中中國境內河長 442公里，流域面積 5.6平方公里。 

【漢人街】漢人街上無漢人。到伊寧市人民廣場，在廣場邊有一條少數民族的商品街就叫做“漢人街”。這條街

在很久以前，來支援邊疆建設的漢族人最初都居住在這條街上，那時這條街被少數民族稱為“漢人街”，但後來

隨著來的人越來越多，隨著城市的建設，漢族人都搬離了這條街，分散到城市各個地方居住了，而這條街上的少

數民族就開始越來越多，一直到現在，大家沿用了這個街名，但其實裡面住得已經基本都是少數民族了。 

【伊寧】位於新疆西北部，古稱寧遠，始建於 1762 年，為清代伊寧九城之一，1952 年經國務院批准正式建市，

是伊寧哈薩克自治州的首府城市，是新亞歐大陸橋中西部的主要視窗及伊寧河谷內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和工業中心。

伊寧市是中國西部邊陲塞外江南的一座花園城市，氣候宜人，物產豐富，自然稟賦得天獨厚，素有「花城」、「蘋

果城」、「塞外江南」之美譽，所在的伊寧河谷被中國國家地理評選為中國十大新天府。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 -RMB.           晚餐：烤全羊風味餐 120 -RMB. 

住宿：5 星溫州國際大酒店或隆鑫大酒店 B 座或同級. 

第 08 天 伊寧 (90 公里約 1.5h) 霍城【大西溝福壽山景區、霍爾果斯口岸】 

【大西溝福壽山景區】福壽山（俗稱百壽山）周圍山巒起

伏，風景宜人，山溝有無數涓涓細流匯成小河，蜿蜒流淌，

山花爛漫，林木茂盛，是修身養性的佳地也是亞洲唯一的

野酸梅（學名櫻桃李）分布區。在整個季節大西溝福壽山

變成了紅、紫、綠相間的世界，滿山遍野都是色彩斑斕的

花草樹木，紅的妖艷，黃的明麗，綠的和諧，五彩繽紛；

每每金秋時節，大西溝更顯它的別致和韻味；霍城縣大西

溝景區新增設了環山木棧道。登上山頂，俯瞰大西溝景區，

滿山赤色、翠綠、金黃的樹葉與夾在兩山之間奔馳不息的

河道，組成了一副濃墨重彩的油畫。 

【霍爾果斯口岸】是新疆口岸之首，霍爾果斯市的陸路口

岸，與哈薩克斯坦隔霍爾果斯河相望。經伊霍鐵路、連霍高速公路、312國道和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在這裡結束。

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邊界以蜿蜒的霍爾果斯河為界，霍爾果斯口岸因其而得名。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合菜+那仁風味 50 -RMB. 

住宿：準 4 星霍城上成酒店或同級.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836.htm


第 09 天 霍城  (120 公里約 2h)途經果子溝大橋【賽里木湖(西海草原)】 
         (325 公里約 3.5h) 奎屯 

【果子溝大橋】果子溝是伊犁地區的天然門戶，是一條北上賽裡木湖，南下伊黎河谷的著名峽谷孔道，在古代，

這裡是我國通往中亞和歐洲的絲路北新道咽喉，被成為「鐵關」，同時也因為它宜人的風景被譽為「伊犁第一景」、

「奇絕仙境」，古人賦詩讚其「山水之奇，媲於桂林，崖石之怪，勝於雁岩」。果子溝全長 28公里，地勢險要，

成吉思汗西征時，始鑿山通道，曾架橋 48座，可見路之險峻。果子溝大橋全稱果子溝雙塔雙索麵鋼桁梁斜拉橋，

該橋地上部分建設於 2007年 8月 22日開始澆築。果子溝大橋是國道 045線賽裡木湖至果子溝口高速公路建設項

目控制性工程之一。 
【賽里木湖-西海草原】古稱「凈海」，位於中國新疆博爾塔拉州博樂市境內的北天山山脈中，緊鄰伊犁州霍城

縣，是一個風光秀美的高山湖泊。賽里木湖湖面海拔 2073米，水深 85公尺，東西長約 30公里，南北寬約 25公

里，周長 90公里，水域面積 455-460平方公里，呈橢圓形，最大水深 92米，蓄水總量 210億立方米，是新疆海

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冷水湖。賽里木湖湖水除周圍一些小河注入外，主要靠地下水補給。賽里木湖有著諸多

稱謂：因是大西洋的暖濕氣流最後眷顧的地方，所以被稱作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賽里木湖古籍亦稱天池。當地

人稱呼賽里木湖為三台海子，因清代在湖的東岸設有鄂勒著依圖博木軍台（即三台）而得名。賽里木湖古稱「西

方凈海」，本地居民稱之為「海西」。蒙古語稱「賽里木淖爾」，意為「山脊樑上的湖」，突厥語中「賽里木」意為

「平安」之意。 而賽里木湖是哈薩克語，是祝願的意思；因傳說賽里木湖是由一對為愛殉情的年輕戀人的淚水

匯集而成的，也被稱為天池和乳海。 

早餐：酒店內用.                    中式合菜 40 -RMB.            晚餐：合菜+黃麵烤肉 50.-RMB. 

住宿：5 星瑪依塔柯酒店或同級. 

第 10 天 奎屯(15 公里約 0.5h) 奎屯【奎屯大峽谷】(260 公里約 3.5h)烏魯木齊 
        【國際大巴扎、民俗歌舞秀】 

【奎屯大峽谷】因千萬年來天山雪水自然沖刷形成，南北走向，長約 20公里，谷底寬 100～400米，谷肩寬 800

～1000米，從谷底到谷肩高可達 200米。谷壁近直立，沿谷到處是斷崖，谷壁上的沖溝將谷壁雕鑿成石林狀，奇

特險峻。峽谷溝壑層疊，錯落有致，雪山、峽谷、草場、流水相輝相映，天工巧奪，神工鬼斧。奎屯河從穀底穿

越而過，加上千萬年的雨水沖刷，在沙礫石堆積的下切河谷懸壁上留下了密佈如織的沖溝，細溝，切溝，沖溝佈

滿了長達幾十公里的河谷槽壁，谷底平展開闊，河灘上礫石遍地，流水時合時聚，谷地右側的水渠順谷延伸，構

成一幅美麗的畫卷。 

【大巴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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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體現了濃郁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民俗歌舞秀】在歌舞劇院你能看到維族人民的載歌載舞。新疆的舞蹈尤以維吾爾族的歌舞著稱，音樂風格的
宛轉悠揚，民間歌曲的活潑詼諧，吸取了民間歌舞的音調和節奏，優美而抒情。熱情奔放的舞步，的樂器，民歌、

小調融合，會讓你不由得聯想到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曲》，恍若間進入了仙境，與輕盈的仙女們婆娑起舞。徜徉

在歌舞大巴紮中，你感受到的是歡快、幸福、喜悅的彌漫，讓時間靜止，讓思緒繼續停留到繽紛的夢幻裡。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午餐：中式合菜 40 -RMB.       晚餐：歌舞秀+自助餐 198-RMB. 

住宿：5 星希爾頓國際大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同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6%A0%BC/37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B5%E7%9B%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3%E7%8E%B0


第 11 天 烏魯木齊【紅山公園、博物館】 杭州 

【紅山公園】紅山頂部有一座磚塔，與對面雅瑪里克山的磚塔遙對，二者統稱「鎮龍塔」。紅山的磚塔興建於 1788

年，塔高 10.6 米，為六面九層青磚實心塔，如今該塔依然完好。「塔映夕陽」是烏魯木齊老八景之一，每當夕陽

西下，紅山紅光四射，寶塔在夕陽中拖出一道長影。關於這座寶塔有許多傳說。 

【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館在 2005 年 9 月 20 日建成開館，設「找回西域昨日輝煌——新疆歷史

文物陳列」、「新疆民族風情陳列」、「逝而不朽驚天下——新疆古代乾屍展覽」、「歷史的豐碑——新疆革命史料展

覽」四個常設展覽，有各類文物和標本 40,000 多件，其中有國家一級文物 381 件。2008 年 5 月，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博物館被評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歡送午宴 50 -RMB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航空公司中轉酒店 

第 12 天 杭州  桃園 

今日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行新疆美好旅程。 

早餐：打包餐盒 或 機上輕食.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1. 新疆早晚溫差較大，達到 10-15度左右，另外有些情況，如遊北疆的喀那斯湖，南疆的卡拉庫裡湖等須帶外衣和毛衣

等較厚衣物。 

2. 因新疆地域遼闊，坐車時間較長，很多情況須旅遊者下車行走或親自體驗騎馬，騎駱駝的樂趣，所以一雙合適的鞋顯

得尤為重要。 

3. 新疆氣溫雖較內地略低，但因新疆很多地區海拔較高，紫外線照射強烈，所以旅遊者應準備充足有效的防曬品，同時

配備清熱、解渴、滋潤的藥物或沖劑，以免難以承受過於乾燥和酷熱的氣候。 

4. 在新疆旅遊，因行程較長，氣候差別較大，旅遊者一時難以適應，可能會出現水土不服症狀，旅遊者應攜帶有關藥物

及一些常備治病藥物，如感冒藥或治療腸胃不適藥物等。 

5. 因新疆氣候特點屬典型的大陸乾旱性氣候，因此，早晚溫差大，晚上睡覺時應將空調開到適度，不要過涼，或睡覺時

不蓋棉被，造成身體不適。 

6. 部分地區條件不足，房間內不供應拖鞋，建議旅遊者自備室內拖鞋。 

7. 新疆是水果之鄉，到新疆吃水果是一大樂事，但千萬不要在吃完水果後再喝熱茶，以免造成腹瀉。 

8. 新疆是多民族地區，宗教色彩濃厚，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不吃豬肉，這是他們在生活中最大的禁忌，連豬這個字都不

能提，絕對不可以冒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80%E7%BA%A7%E6%96%87%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80%E7%BA%A7%E5%8D%9A%E7%89%A9%E9%A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