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5/3、24、31、6/14、21              團費：每人／NT45,400 元起 

        6/28                                團費：每人／NT50,400 元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無壓力，

自由選購。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 項目，旅遊品質有保障! 

貼心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1天 高雄武漢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後，待專人辦好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武漢】。 

【武漢】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簡稱「漢」，別稱：「江城」。長江、漢水橫貫市區，將武漢一分為三，

形成了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隔江鼎立的格局。武漢的城市宣傳標語「大江，大湖，大武漢」，突出

了武漢的城市特點。2015 年被評為全國文明城市。武漢一部分的漢口經濟繁榮，是僅次於上海的中

國第二大城市，繁華程度位居亞洲前列。民國時期的武漢因位於長江沿岸，為交通樞紐，工商業極為

發達，與位於北美五大湖岸的芝加哥相似，被稱為「中國芝加哥」。 

※溫馨小提醒：抵達後搭乘東方航空安排接駁車前往酒店，故不安排導遊，由領隊帶領旅客前往酒店住宿。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今晚入住由東方航空安排 
 

第2天 武漢烏魯木齊【紅山公園、國際大巴紮、百年老街～二道橋】 

※溫馨小提醒：早上搭乘東方航空安排機場接駁車前往機場，故不安排導遊，由領隊帶領旅客前往機場。 

【烏魯木齊】蒙古語為『優美的牧場』也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

同時是新疆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是『古絲綢之路』北

道必經之地－。 

【紅山公園】紅山位居烏魯木齊市區中心，烏魯木齊河東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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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 米，山體巍峨，美麗壯觀。因西端斷崖呈褐紅色，故稱紅山。

它以其顯要的位置和奇特的山勢，被古人視為"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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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老街－二道橋】二道橋在歷史上是現解放路和天池路交匯處的一座跨越防洪渠的木橋。清光緒

七年（1881 年），二道橋就成為烏魯木齊的重要“貿易圈”。120 多年以來，二道橋成為烏魯木齊各

民族經、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裡商賈雲集，民族特色商品琳瑯滿目，民族風情濃郁。二道橋

商業圈已成為烏魯木齊、新疆乃至中亞獨具民族風情的商業旺區。 

早餐：機上輕食／午餐：機上輕食／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MU-2662 高雄 武漢 18：15 21：30 

第二天 MU-2461 武漢 烏魯木齊 08：05 14：20 

第十天 MU-2473 蘭州 武漢 10：00 12：05 

第十天 MU-2661 武漢 高雄 14：30 17：15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貼心提醒：東方航空，托運行李限每人一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9F%8E


 

第3天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區間車+遊船+電瓶車)】途經達板城風力發電站吐魯番 

【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遺產，AAAAA 級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

中國十大魅力休閒旅遊湖泊。天山天池古稱“瑤池”，地處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境內，柏格達峰北坡山腰，是以

高山湖泊為中心的自然風景區，是我國西北乾旱地區典型的山嶽型

自然景觀。天山天池湖面海拔 1910 米，南北長 3.5 公里，東西寬

0.8～1.5 公里，最深處 103 米。湖濱雲杉環繞，雪峰輝映，非常壯

觀，為著名避暑和旅遊地。天池成因有古冰蝕-終磧堰塞湖和山崩、

滑坡堰塞湖兩說。天山天池，雪峰倒映，雲杉環擁，碧水似鏡，風光如畫。天山天池以完整的垂直自

然景觀帶和雪山冰川、高山湖泊為主要特徵，以遠古瑤池西王母神話以及宗教和獨特的民族民俗風情

為文化內涵，是遊覽觀光、科普考察、探險攬勝、休閒健身和民族風情遊賞的最佳去處。 

【吐魯番】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部，吐魯番盆地內乾燥少雨，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時數 3200 小

時，年積溫 5300℃以上。優越的光熱條件和獨特的氣候使這裏盛產葡萄、哈密瓜被譽為"葡萄和瓜果

之鄉"。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大盤雞風味 RMB50 

住宿：準★★★★★吐魯番雙城賓館／或同級 
 

第4天 吐魯番【火焰山景區、坎兒井、葡萄溝、交河故城(電瓶車)、蘇公塔】 

【火焰山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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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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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萬裡長城、京

杭大運河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工程》。 

【葡萄溝】位於新疆吐魯番市區東北 11 公里處，南北長約 8 公里、東西寬約 2 公里，是火焰山下的

一處峽穀，人口 8972 人。溝內有布依魯克河流過，主要水源為高山融雪，因盛產葡萄而得名，是新

疆吐魯番市的旅遊勝地。 

【交河故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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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西域最高軍政機構安西都護府最早就設在交河故城。1961 年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爾杜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38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交

河故城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

的一處遺址點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蘇公塔】一座造型新穎別致的塔形伊斯蘭教建築。蘇公塔是新疆境內現存最大的古塔，建成於西元

1778 年，迄今已有 230 多年的歷史，它是清朝時期維吾爾族著名愛國人士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為了

恭報清王朝的恩遇，表達自己對真主的虔誠，並使自己一生的業績流芳後世，而自出白銀 7000 兩建

造。蘇公塔又名額敏塔，之所以稱作蘇公塔，完全是因為該塔由額敏郡主的兒子蘇萊曼建造完成，故

得名於此。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90%E9%B2%81%E7%95%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AB%E7%84%B0%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90%E9%B2%81%E7%95%AA/36976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622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391.htm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烤全羊 RMB100 

住宿：準★★★★★吐魯番雙城賓館／或同級 
 

第5天 吐魯番(動車)柳園敦煌【鳴沙山月牙泉（騎乘駱駝）、沙洲夜市】 

※溫馨小提醒：搭乘高鐵時禁止攜帶在包裝上註記有易燃標誌的任何物品，如刮鬍膏、體香劑等等。並管制刀

具或一般刀類，請貴賓勿攜帶如剪刀、指甲刀、瑞士刀、水果刀等尖銳物，上車前行李必須經過安全檢查，若

發現攜帶危險物品必定全部沒收，請貴賓注意！ 

【敦煌】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是中國歷史文化名，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它是絲綢之路河西道、

羌中道(青海道)、西域南、北道交匯處的大邊關要塞。 

【鳴沙山】鳴沙又叫響沙、哨沙或音樂沙，它是一種奇特的卻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自然現象。沙漠或

者沙丘中，由於各種氣候和地理因素的影響，造成以石英為主的細沙粒，因風吹震動，沙滑落或相互

運動，眾多沙粒在氣流中旋轉，表面空洞造成“空竹”效應發生嗡嗡響聲的地方稱為鳴沙地。在中國

西部地區鳴沙地主要是沙漠，這些沙丘堆成山狀，因此又稱為鳴沙山。“傳道神沙異，暄寒也自嗚，

勢疑天鼓動，殷似地雷驚，風削棱還峻，人臍刃不平”。這首生動的詠景詩，是唐代詩人對敦煌鳴沙

山奇觀的描述。鳴沙山自古就以璀璨、傳神的自然奇觀吸引著人們。敦煌遺書載鳴沙山“盛夏自鳴，

人馬踐之，聲振數十裡，風俗端午，城中子女皆躋高峰，一齊

蹙下，其沙吼聲如雷”。清代《敦煌縣誌》將“沙嶺晴鳴”列

為敦煌八景之一。 

整個山體由細米粒狀黃沙積聚而成，狂風起時，沙山會發出巨

大的響聲，因而得名。 

【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月牙

泉，山色水光相映成趣，風光十分優美，是一處神奇的漫漫沙

漠中的湖水奇觀。 

※溫馨小提示： 

1.貼心安排體驗騎上沙漠之舟～駱駝，欣賞沙漠的特殊風景。 

2.騎駱駝前，務必聽從專業指導員指示駕馭，勿自行亂騎避免驚嚇到駱駝任何動物都有獸性，而導致自身安全

受傷害。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駝掌風味 RMB50 

住宿：準★★★★★敦煌富麗華酒店／萬盛酒店或同級 
 

第6天 敦煌【《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含電瓶車)（欣賞高清主題電影《千年莫高》、

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參觀實體洞窟）】嘉峪關 

【莫高窟】中國四大石窟之首，洞窟始鑿於西元四世紀，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今存洞窟 492 個，壁

畫 45000 平方公尺，彩塑雕像 2415 尊，是中國現存石窟藝術寶庫中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座，

現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千年莫高】用極富美感的鏡頭語言為觀眾呈現出敦煌莫高窟延

續至今 1600 餘年的歷史文化背景，展示出一副波瀾壯闊、恢宏

壯觀的歷史畫卷，使旅人在參觀洞窟之前對絲綢之路的形成、佛

教東傳、敦煌莫高窟的營建等內容有所瞭解，還能認識和領悟敦

煌莫高窟巨大的歷史和人文價值。 

【夢幻佛宮】是全球首部以石窟藝術為表現題材的超高清 8k 數字

球幕電影，搭配全方位身歷聲的音響效果、解說和字幕，在 20 分

鐘內對莫高窟最具藝術價值的 7 個經典洞窟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在球幕影院，無論直視還是仰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9%E4%B8%98/6264


 

視線所到之處，盡是巧奪天工的壁畫和彩塑。 

※溫馨小提示： 

1.莫高窟以實名制購票無法更換姓名，一經取票則不能退票，敬請貴賓理解！ 

2.4/1-11/30 為景區旺季需出發前一個月提供名單及証件號碼購票，如不法如期提供則無法參觀此景點，門票

退 RMB238/人。 

3. 莫高窟的對外開放受自然條件的高度影響。強降雨、強沙塵等不可抗力情況發生時，洞窟將停止對外開放，

如遇此天候因素則退門票。 

【嘉峪關】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部，是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衝，又是明代萬裏長城的

西端起點。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大漠風情宴 RMB50 

住宿：準★★★★嘉峪關維也納酒店／酒泉賓館(北館)／酒泉天脈緣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嘉峪關【嘉峪關城樓(含電瓶車)、懸臂長城】酒泉【西漢酒泉勝跡】張掖

【「中國最美七大丹霞」七彩丹霞(含電瓶車)】 

【嘉峪關城樓】此城樓興建於明洪武五年，雖是萬裏長城最西端關卡，但比山海關建成時間還早；城

樓兩側的城牆橫穿沙漠戈壁，北連黑山懸壁長城，城本身由內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線組成重疊並守

之勢，形成五裏一燧，十裏一墩，三十裏一堡，一百里一城的軍事防禦體系。 

【懸臂長城】始築於西元 1539 年，原長 1.5 公里，為片石夾土牆，現存長城 750 公尺，其中有 231 

公尺的黃土夯築城牆攀援於高 150 公尺，傾斜度為 45 度的山脊上，似淩空倒掛，因而得名「懸壁長

城」。順城牆頂拾級而上，平坦處如履平地，陡峻處如攀絕壁。 

【酒泉】古稱肅州，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的阿爾金山、祁連山與馬鬃山之間，是甘肅省 

面積最大的城市。甘肅省名「肅」字由來地，古河西四郡之一。 

【西漢酒泉勝跡】占地面積 27 公頃，其中天然湖泊佔 5 公頃。是一座源於西漢史實、表現大漢雄風、

融合江南靈秀的古典園林，也是河西走廊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漢式園林，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

史。公元前 121 年，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西征匈奴，與匈奴打了一場著名的河西之戰，大獲全

勝；武帝從長安賜御酒一壇犒勞征霍去病將軍，霍將軍認為功勞屬於全軍將士，於是將酒倒入泉中，

與將士取而共飲，所以「酒泉」之美名便傳承至今。今泉猶在，園林式建築、牌樓歷經修葺，保存完

好。園內有清代的「西漢酒泉勝跡」和「漢酒泉古郡」石碑，及左宗棠手書「大地醍醐」匾額，成為

旅人酒泉之行的必遊之地。 

【五彩山】位於臨澤縣倪家營鄉紅山灣村。臨澤丹霞地貌群以其面積大、集中，層理交錯、岩壁陡峭、

氣勢磅礴、造型奇特、色彩斑斕而稱奇，有紅色、黃色、白色、綠藍色，色調有順山勢起伏的波浪狀，

也有從山頂斜插山根的，猶如斜鋪的彩條布，在陽光的照射下，像披上了一層紅色的輕紗，熠熠泛光，

色彩異常豔麗，讓人驚歎不已。續往武威，亦稱《涼州》，地處甘肅省河西走廊東端，歷史上曾是絲

綢之路的要衝，因漢武帝派驃騎大將軍霍去病遠征河西，擊敗匈奴，為彰其《武功軍威》而得名。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手抓羊風味 RMB50 

住宿：準★★★★★都城假日酒店／綠洲大酒店或同級 
 



 

第8天 張掖金昌【驪靬古城】武威【鳩摩羅什寺（羅什寺塔）】 

【驪靬古城】是一個正方形城堡建築，主要包括驪靬古城、古羅馬風格民居、羅馬神廟、古羅馬一條

街、古羅馬廣場。西元前 53 年，羅馬帝國執政官克拉蘇集七個軍團之兵力入侵安息（伊朗一帶），在

卡爾來遭圍殲。克拉蘇長子普布利烏斯率第一軍團突圍後，突然人間蒸發。兩千年後，這支古羅馬軍

隊又突然在中國甘肅發現，這個曠日持久的歷史謎案，成為「驪靬古城」的由來和發展機遇。現今整

個「驪靬古城」是一座寺廟（金山寺），中心是一座有著 5 個金色穹頂的「羅馬神廟」，經典的羅馬石

柱、外牆上的天主教十字圖案、教堂式彩色玻璃窗以及雕有古羅馬人和菩薩場景的銅質大門，東西方

元素在這裡得到充分糅合。 

【武威】亦稱涼州，曾是絲綢之路的要衝，素有「銀武威」之稱。2100 年前匈奴人修築的故臧城，

為今天涼州城最早的雛形。 

【鳩摩羅什寺（羅什寺塔）】是為了紀念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弘揚佛法、翻譯經典功績而建造的，是 

世界上唯一一座以鳩摩羅什命名的寺院。羅什寺塔最早建於後涼（386—400），塔及寺院在唐代時大

力擴展，明、清皆有修葺。巍然屹立的羅什寺塔是1600 多年前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雖

風塵滿面，仍挺立如初。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準★★★★西涼酒店或同級 
 

第9天 武威黃河石林(老龍灣景區+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或遊船；飲馬大峽谷景區+毛驢車+22 道彎觀光

車)蘭州【黃河鐵橋、黃河母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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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馬大峽谷景區】飲馬大溝大峽谷是黃河石林最大的一條溝，傳說成吉思汗在此飲過馬而得名。峽

谷內疏闊處可以行走車馬，狹窄處卻是仄身難行。兩邊是百米高的石柱石筍、崖壁千仞、山傾壁危、

雄偉無比，給人萬山壓頂的感覺。 

【蘭州】甘肅省省會，是中國西北區域中心城市，黃河上游經濟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和西隴海蘭新經濟

帶重要的支撐點和輻射源，是我國東中部地區聯繫西部地區的橋樑和紐帶，是大西北的交通通信樞紐。 

【黃河鐵橋】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美稱，此橋乃黃河上游所建的第一座鐵結大橋，此是蘭州市內標

誌性建築，現稱中山橋。 



 

【黃河母親像】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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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農家風味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準★★★★★瑞嶺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10天 蘭州武漢高雄 

＊此時 10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

憶的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經武漢轉機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

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輕食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

照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

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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