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贊北疆】～ 
喀納斯湖、禾木村、賽裏木湖、巴音布魯克 12日（無購物、無自費） 

揭開喀納斯神秘面紗～探尋喀納斯湖怪之謎  

～領略天似穹廬～感受神奇變換的新疆之美  

【新疆】位於中國西北邊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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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百余間寬敞舒適的客房包括三十餘間各式套房。面積從 45平方米至 200平方米不等，房內配備 42
寸液晶平板電視、舒適的床具、功能齊全的辦公區域及高速寬頻網路，衛浴間內淋浴、浴缸、衛生間獨
立設置，豪華套房內配備智慧馬桶墊、全自動嘉諾 007特工按摩椅及膠囊咖啡機。入住行政樓層可尊享
行政酒廊內提供的免費早餐、全天咖啡及茶點供應以及傍晚“歡樂時光”酒水暢飲等待遇，還配有適合殘
障人士使用的客房及設施。  

烏魯木齊 —★★★★★ 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獨 山 子 —★★★★★ 瑪依塔柯酒店 

伊    寧 —★★★★★ 溫州國際酒店或同級 

庫 爾 勒 —★★★★★ 梨城花園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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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湖魚宴、民俗歌舞+自助餐 

 

人間仙境之一【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  (臥龍灣、月亮灣、神仙灣、觀魚亭 )】  

喀納斯湖（Kanas Lake）位於新疆阿勒泰地區布爾津縣境內，是坐落在阿爾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是古冰川

強烈運動阻塞山谷積水而成。喀納斯湖是中國唯一的北冰洋水系，湖水來自附近的雪山和當地降水。喀納斯天高

雲淡，藍天如洗，湖畔的白樺、紅松、冷杉等樹木會以金黃、橙紅、黛綠…等交叉的色彩，烘托著山頂耀眼的雪

色，投映在翡翠石般的喀納斯湖上，光彩奪目，令人沈醉。 

精緻住宿 

風味餐安排 

行程特色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73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3061.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8400.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7988.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11937.html


人間仙境之二【禾木村】  

在新疆美麗的喀納斯湖畔有一個小巧的山村～禾木村，素有「中國第一村」的美稱。禾木全稱「禾木喀納斯鄉」，

位於新疆北部布爾津縣境內，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三國接壤，這裏的房子充滿了原始的味道。禾木村最

出名的就是萬山紅遍的醉人秋色，炊煙在秋色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條夢幻般的煙霧帶，勝似仙境。在禾木村周圍

的小山坡上的觀景臺，可以俯視禾木村以及禾木河的全景：空谷幽靈、小橋流水、牧馬人在從林間揚塵而過…。 

飽覽塞外草原風光【賽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魯克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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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四望，羊

群像朵朵的白雲在飄蕩，牛馬成群，徜徉在草原上，這裏生長的是高品質的「酥油草」，哺育著近 30 萬頭牛羊。

幅員遼闊，地勢平坦，水草豐美，盛產「焉耆馬」、「茶騰大尾羊」，「新疆細毛羊」，是新疆的牧業基地。 

◎新疆全程升等 VIP三排座椅旅遊車！ 

 特色贈送精美大禮包： 

※新疆精美地圖                  ※特色贈送品嘗新疆維吾爾饢餅 

※每人每天 500毫升礦泉水 1瓶 

※贈送品嘗新疆特色乾果（核桃、紅棗、巴達木、葡萄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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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公里約 3.5h) 五彩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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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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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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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禮包 

心選航班 

行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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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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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4星五彩灣溫泉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 03天 五彩灣  途經火燒山、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 (505公里約 8h)布爾津 

【卡拉麥裡自然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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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發展到 700餘頭，鵝喉羚也有一萬餘頭。卡拉麥裡哈薩克語意為「黑色的大地」之意，該自然保護區面積為

1.8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最大的有蹄類野生動物保護區。（停車拍照） 

【火燒山】與五彩城的不同點在於，這裡連綿起伏的山丘不是五彩斑斕，而全是由燒結岩構成的一片赭紅色。

放眼環顧，幾乎見不到其它色彩。每逢晨昏，在朝陽或晚霞映照下，彷彿仍在熊熊燃燒，壯麗罕見，因而得

名。這裡全是風蝕地貌構成，每逢晨昏，在朝日或夕陽的映照之下，山體彷佛在熊熊燃燒，因而得名。（停車拍

照） 

【布爾津】隸屬阿勒泰，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阿爾泰山脈西南麓，準噶爾盆地北沿，縣因布爾津河而

得名。「布爾津」為蒙古語，三歲公駱駝稱為「布爾」，「津」則為放牧者之意。當地哈薩克語還稱此地為「奎

幹」（為匯合處之意），因布爾津河在這裡匯入額爾齊斯河。國界線長 218公里，境內河流眾多，是進出口新疆

西北部兩個邊貿口岸的必經之地，與俄羅斯接壤處有一理想口岸極具開發價值，是打開西北地區與俄羅斯經貿

往來的唯一最近通道，中國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額爾齊斯河最大的支流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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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4星布爾津蘇通假日酒店或布爾津神湖大酒店或同級. 

第 04天 布爾津  (120公里約 2.5h)【禾木村、圖瓦部落、白樺林】(65公里約 1.5h) 

         賈登峪 

【禾木村】全稱「禾木喀納斯鄉」，位於新疆北部布爾津縣境內，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三國接壤。禾木

村的標志性建築是禾木橋，經歷了百多年喀納斯冰川溶水的衝擊，古舊而敦實。凜冽冰涼的河水和禾木村一樣簡

單而純潔，滿岸的綠色植被被水氣滋潤，疊落出厚厚而濃鬱的蔥蘢。一路風景的優美，可與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

園及瑞士阿爾卑斯山國家公園景觀相比，一點不遜色，甚且認為更多了一分清靜與質樸，四周群山環繞，山腳下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0838/126499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97.htm


是由雲杉、冷杉、紅松等珍貴樹木組成的西伯利亞泰加林，莽莽蒼蒼，雄渾壯觀。極目遠眺，是阿爾泰山主峰—

友誼峰常年不化的積雪，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凝神傾聽，山林松濤陣陣，小溪潺潺，更有蒼鷹盤旋，置

身於此，讓人感到無限愜意和悠然。 

【賈登峪】蒙古語意為「賈登的房子」。傳說賈登是一位神秘的獵人，他長年孤身一人在大山裡狩獵，能輕易地發

現和捕殺獵物，卻很少有人見過他的蹤跡。賈登也是一個關愛他人的大好人，他每天趁夜深人靜時將獵物放在那

些老弱病殘以及貧苦的牧人房前再悄然離去。人們早晨起來，便會發現房前的各種獵物，大家都知道是賈登送來

的，卻無法找尋賈登的下落。每天早晨在房前照樣擺放著各種獵物，就這樣過了 50多年。忽然一天早晨，牧人們

發現房前沒有獵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人們焦急地發現房前沒有任何獵物。牧人們預感到賈登可

能出事了，便組織起全體人員分頭開始尋找。整整找了一個月，牧人們才在一座高山的山洞裡發現了一位已死去

的白髮白須老人，他身旁放著狩獵的用具，牧人們揣測這就是賈登。而在山洞裡，除了一些獸皮和炊具外，就什

麼都沒有了。牧人們感念賈登的恩情，把他抬到深山裡一個美麗肥沃的地方埋了起來，並在墳墓上為賈登蓋了一

間木頭房子。從此，牧人們每年都會在當年發現賈登的那個日子去賈登的木屋前祭祀，每年也都有專人將賈登的

木屋維修一新，讓賈登永遠住在新房子裡。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酒店合菜 50 -RMB. 

住宿：4星賈登峪仙峰酒店(2018全新裝修)或十師酒店或同級. 

第 05天 賈登峪【喀納斯湖自然保護區（含區間車）臥龍灣、月亮灣、神仙灣 

         觀魚亭（含區間車）、五彩灘景區】 (120公里約 2.5h) 布爾津 

【喀那斯自然景觀保護區(含區間車)】沿途觀《金

山》阿爾泰山的雄偉與秀麗；《銀水》額爾齊斯河(中

國唯一流入北冰洋)的自然風光，水草豐美、牛羊成

群、哈薩克氈房如繁星點點落在無垠的草原上，景致

如畫美不勝收。 

【觀魚亭】位於海拔 2048公尺的哈拉開特（蒙古語

意為駱駝峰）山頂上，與湖面的垂直落差達 600 多

米，峰頂可鳥瞰喀納斯湖下游的鴨澤湖、喀納斯湖三

道灣，喀納斯湖水就像一個多情的少女不斷變換色

彩，白色的雲霧沙巾飄飄渺渺，睫毛毛髮一樣的樹木

令人心動，油然覺得喀納斯湖不愧是人類永遠的情

人，真是一步一景、如癡如醉！不得不發出由衷的感

慨︰不到觀魚亭，不知喀納斯湖之美！ 

【臥龍灣】、【月亮灣】，【神仙灣】在通往喀納斯

湖區的途中，必經臥龍灣、月亮灣和神仙灣。這是無

數攝影家和畫家流連忘返的風景，它們都是喀納斯

風景區中的經典風景。尤以位於臥龍灣沿哈納斯河

北上約 1 公里處的月亮灣最為經典，是臥龍灣河曲的延伸部分，美麗靜謐的月亮灣會隨喀納斯湖水變化而變化，

確是嵌在喀納斯河上的一顆明珠。喀納斯河床在這裡形成幾個由反「S」狀彎河曲組成的半月牙河灣，被稱之為

「月亮灣」。 

【五彩灘】位於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布爾津縣西北約 24公里的額爾齊斯河北岸、也格孜託別鄉境內，我國唯

一的一條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額爾齊斯河穿其而過。五彩灘地貌特殊，長期乾燥地帶，盛行大風，使原來平坦的

地面變異出許多陡壁隆崗（墩台）和寬淺的溝漕相間的地形和陡壁險峻的小丘，維族稱之為「雅丹」又名「雅爾

當」。這裏的丘陵地質奇特，顯示出多種色彩，每到傍晚夕陽照耀時，顏色絢爛奇幻，非常壯觀。對岸是一片茂密

的胡楊林，倒映在河水中景色優美。 

【布爾津】為蒙古語，三歲公駱駝稱為「布爾」，「津」則為放牧者之意。當地哈薩克語還稱此地為「奎幹」（為

匯合處之意），因布爾津河在這裡匯入額爾齊斯河。國界線長 218公里，境內河流眾多，是進出口新疆西北部兩個

邊貿口岸的必經之地，與俄羅斯接壤處有一理想口岸極具開發價值，是打開西北地區與俄羅斯經貿往來的唯一最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9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6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84309/984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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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通道，中國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額爾齊斯河最大的支流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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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4星布爾津蘇通假日酒店或布爾津神湖大酒店或同級. 

第 06天 布爾津 途觀百里油田 (230公里約 3h)【烏爾禾魔鬼城（含觀光小火車）】 
          (240公里約 3h)奎屯 

【烏爾禾魔鬼城】又稱烏爾禾風城，在準噶爾盆地西部，位於克拉瑪依市東北一百二十公里的烏爾禾礦區，為

方圓數十公里的「古城」。有罕見的風蝕地貌，以怪異得名，當地人蒙古人將此城稱為「蘇魯木哈克」，維吾爾人

稱為「沙依坦克爾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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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造山運動，變為陸地，原湖區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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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狂風驟起，

黃沙彌漫，發出慘厲的叫聲，有如鬼哭神嚎。其實這裡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區域，是維吾爾語 「陡壁的小丘」之意，

以新疆塔里木盆地羅布泊附近的雅丹地區最為典型而得名。 

【奎屯】位於天山北麓準噶爾盆地的西南緣，是中國西北部一座新興的工商業城市，由漢族、哈薩克族、維吾爾
族、回族、蒙古族…等 34 個民族構成。成立於 1975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市。秦代時，

奎屯是塞種人的牧地，後為月氏牧地、烏孫牧地。奎屯市經濟是新疆主要農牧區和糧油棉基地。第二條亞歐大陸

橋在奎屯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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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5星瑪依塔柯酒店 

第 07天 奎屯 (310公里約 3.5h) 賽里木湖(西海景區)、果子溝大橋、薰衣草莊園  
          (140公里約 2h) 伊寧 

【賽里木湖】古稱「淨海」，湖面海拔 2071.9米，東西長 30公里，南北寬 25公里，面積 45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46.4米，最深處達 106米，蓄水量 210億立方米。賽里木湖像一顆璀璨的藍寶石高懸於西天山之間的斷陷盆地中，

湖中群山環繞，天水相映；隆冬季節賽里木湖瑞雪飛舞，銀裝素裹，雪湧水凝，蔥萃的蒼松與潔白的雪被交相輝

映，構成一派北國林海雪原的壯闊景色；春夏季節，湖畔廣闊的草地上，牧草如茵、黃花遍地、牛羊如雲、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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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氈房點點、構成一幅充滿詩情畫意的古絲路畫卷，可以使人們充分領略回歸自然的浪漫情懷與寒外獨特的

民族文化。 

【（途經）果子溝高空大橋】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該橋地上部分建設於 07 年 8 月 22 日開始澆築。橋梁

全長 700 米，橋面距谷底淨高達 200 米，主塔高度分別為 209 米和 215.5 米，大橋主橋全部採用鋼桁梁結構，使

用國內特殊專用橋梁鋼材 17000噸，並採用高強螺栓連接，安裝精度控制在兩毫米以內。大橋是新疆自治區公路

第一座斜拉橋，也是國內第一座公路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 

【薰衣草莊園】伊寧的薰衣草，是全世界繼法國普羅旺斯、日本富良野之後的第三大薰衣草種植基地，也是中國

唯一的薰衣草主產地。這裡有上萬畝紫色的薰衣草海洋，空氣中到處飄蕩著柔軟的香味……(第一季 5月底~6月底，

如過花季將取消薰衣草莊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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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隆鑫大酒店 B座或溫州國際大酒店同級. 

第 08天 伊寧 (250公里約 4h)途觀那拉提草原、鞏乃斯河谷風光 (86公里約 2h) 

        【巴音布魯克(含區間車)九曲十八灣（含區間車）、天鵝湖（含電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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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僅次於內蒙鄂爾多斯的全國二大草原，面積 22000平方公里。是天山南麓最豐腴的夏牧場。

「巴音布魯克」在蒙古語中有「富饒之泉」的意思。這裡幅員遼闊、水草豐美，一望無際碧綠的草原，令人陶醉。

四周爲雪山環抱，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業基地之一，水源補給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爲主，部分地區有地下水補

給，形成了大量的沼澤草地和湖泊。遠在 2600年前，這裡即有姑師人活動。《中國國家地理》評爲中國最美六大

沼澤濕地之一。 

【天鵝救助站】是中國最大的天鵝繁衍、棲息地，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西部的山間盆地中，長

約 30公里、寬約 10公里，是一個由星羅棋布的湖沼組合而成的水域，總面積達 1370多平方公里。這裡是目前

中國天鵝最多的地方，各種水禽達十萬多隻，1986年定為國家級天鵝自然保護區，這個救護站也收養了許多受

傷的天鵝，善盡保育的職責。 

【九曲十八彎】彎彎曲曲的河水，美如銀帶，天山山脈倒映其中，藍天、白雲、雪山、湖水，其間夾雜無數的水

鳥悠遊自得。開都河最後流入庫爾勒東北的博斯騰湖，傳說是西遊記裡的「流砂河」。當夕陽從雲縫中把萬道霞光

射向草原，落日搖金，蜿蜒如蟒的九曲十八彎就映出了後羿射下的那九個太陽。運氣好時，您可看到天鵝在湖水

中，似點點小白帆，逐浪悠遊，怡然自得，飄逸的體態，潔白的羽毛，更增添了不少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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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40-RMB.              晚餐：酒店合菜 50 -RMB. 

住宿：準 4星白天鵝或天河源或同級. 

第 09天 巴音布魯克  途觀天山山脈 (355公里約 6.5h) 庫爾勒【孔雀河夜景】 

【天山山脈】天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位於歐亞大陸腹地，東西橫跨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
別克斯坦四國，全長約 2500千米，南北平均寬 250—350千米，最寬處達 800千米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獨立緯

向山系，也是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山系和全球乾旱地區最大的山系。 

【孔雀河】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庫爾勒市，是罕見的無支流水系，其唯一源頭來自博斯騰湖，從湖的西

部溢出，流經庫爾勒市、尉犁縣，注入羅布泊，後因農業發展，在流經大西海子水庫之後便季節性斷流。孔雀河

是庫爾勒市最美的風景，是新疆巴州庫爾勒市的“母親河”。 

【庫爾勒】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州府，位於新疆中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東北邊緣，北倚天山支脈，

南臨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是古絲綢之路中道的咽喉之地和西域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是南北疆重要

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也是該地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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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5星梨城大酒店或康城大酒店或同級. 

第 10天 庫爾勒【鐵門關】途觀鹽湖、達阪城風力發電廠 (490公里約 7h) 

         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民俗歌舞秀】 

【鐵門關】是焉耆盆地與塔里木盆地之間的一道天險，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庫爾勒

市北 8公里處的霍拉山、庫魯克山之間的峽谷中。孔雀河水從峽谷蜿蜒流過。古絲綢之路北道（後山中道）即

沿霍拉山麓開鑿，「兩山夾峙，一線中通，路倚危石，側臨深溝，水流澎湃，日夜有聲，彎環曲折，幽遂險阻」

（謝彬《新疆遊記》），歷來被看作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過」的軍事要塞。唐代名相張九齡寫道：「鐵門千

（於）術，回鎮咽喉」，極稱它軍事地位的重要。因其險固，又是北疆通往南疆的唯一通道，故稱鐵門關。峽谷

稱鐵關谷，也叫遮留谷。 

【鹽湖】新疆鹽湖——“中國死海”。鹽湖湖水比重較大（是海水含鹽量的七倍），人在水中不會下沉，不會游

泳的人也可以輕鬆的躺在水面休息、看書，甚至喝酒。醫學認定，新疆鹽湖的水中所含的多種元素對人體十分

有益。鹽湖風景區已正式對外開放人體漂浮、鹽田觀光、工業觀光三大旅遊、鹽湖的風景非常美 ，它的背後就

是一座大山 ，所以去遊玩的時候不用擔心太陽...鹽湖真的很美，有種海天相接的感覺。 

【大阪城風力發電站風】能是一種開發中的潔淨能源，它分佈廣泛、就地可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周而復始、

可以再生。新疆風能資源豐富，而昔日絲路重鎮、以一曲《達阪城的姑娘》名揚海內外的達阪城地區，是目前新

疆九大風區中開發建設條件最好的地區。這片位於中天山和東天山之間的谷地，西北起於烏魯木齊南郊，東南至

達阪城山口，是南北疆的氣流通道，可安裝風力發電機的面積在 1000平方公里以上，同時，風速分佈較為平均，

破壞性風速和不可利用風速極少發生。一年內，12個月均可開機發電。達阪城風力發電廠年風能蘊藏量為 250億

千瓦每小時，可利用總電能為 75億千瓦每小時，可裝機容量為 2500兆瓦，目前，這裏的總裝機容量為 12.5萬千

瓦。 

【大巴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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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體現了濃郁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民俗歌舞秀】維語中的“巴紮”便是集市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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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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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5星希爾頓國際大酒店或萬達文華酒店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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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