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天【絲路陝甘新河西走廊】精選遊 / 18天【大絲路陝甘新西域故國】全覽遊 
暢遊 甘肅：天水、蘭州、永靖、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嘉峪關、瓜州、柳園； 

新疆：吐鲁番、烏魯木齊、庫車、阿克蘇、巴楚、喀什、帕米爾高原、喀拉庫勒湖； 

 陝西：西安 
 
 
 
 
 
 
 
 
 
 
 
 
 
 
 

閃亮推介 
觀賞自然風光 
1. 乘船暢遊劉家峽水庫，被譽為“高原明珠、黃河三峽” 

2. 遊覽張掖七彩丹霞國家地質公園，被評為“中國最美丹霞” 

3. 騎駱駝進入敦煌鳴沙山，觀賞沙漠奇觀千年不枯的月牙泉 

4. 深入敦煌戈壁大漠，暢遊“魔鬼城”雅丹地質公園 

5. 遊覽《西遊記》中描述的吐鲁番火焰山，全中國最熱地方 

6. 暢遊《世界自然遺產》烏魯木齊天山天池景區，乘船暢遊天池 

7. 深入庫車天山大峽谷，紅褐色的山體，神秘而幽深（18天團適用） 

8. 前往南疆古絲路重要驛站巴楚，暢遊紅海胡楊景區（18天團適用） 

9. 攀登帕米爾高原，觀看慕士塔格峰下的卡拉庫勒湖（18天團適用） 

閱覽歷史文化 

1. 暢遊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遺產》13處（13天團10處） 

2. 穿越絲路黃金路段『甘肅走廊、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3. 欣賞億元打造大西北首部室內情景體驗劇《又見敦煌》，還原莫高窟壁畫精美絕倫東方古典美 

4. 遊覽絲路著名佛教石窟--天水麥積山、蘭州炳靈寺、敦煌莫高窟；庫車克孜爾千佛洞（18天團適用） 

5. 尋訪絲路城市遺址--西安唐大明宮、瓜州鎖陽城、吐鲁番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庫車蘇巴什（18天團適用） 

6. 漫遊絲路著名關隘 / 烽燧-嘉峪關、陽關、玉門關；克孜爾尕哈烽燧（18天團適用） 

7. 探秘西域故國--吐鲁番(高昌)；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18天團適用） 

8. 參觀著名寺院--西安大雁塔、天水伏羲廟、武威鳩摩羅什寺塔、張掖大佛寺；庫車大寺、喀什艾提尕爾清真寺（18天團適用） 

甘肅-張掖七彩丹霞國家地質公園 Tour code : RSRA13/RSRA18 

出發日期: 2020 年 06 月起 

沿着唐三藏足跡遊絲路(西域) 
唐三藏法師，法號玄奘，為漢傳佛教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 

之一。為解決佛學論述上差異，產生西行求法的願望。 

於貞觀三年八月(公元 629 年)，玄奘由長安(今西安)出發，經秦州(今天水)到達 

蘭州。之後經河西走廊抵涼州(今甘肅武威)停留，繼行至張掖，出嘉峪關，到達瓜 

州(今安西)，經玉門關，越過五烽，渡流沙，走出險惡的大沙漠，抵達伊吾(今哈密)， 

至西域高昌(今吐魯番)，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禮遇。在高昌王和西突厥可汗等西域首 

領的協助下，穿越西域十六國，後經屈支(今庫車)、淩山(耶木素爾嶺)，進入中亞地 

區，再南下抵達印度修學取經。 

長者門票優惠(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人士) 

13天團：60-69歲減$300；70歲或以上減$600 

18天團：60-69歲減$400；70歲或以上減$8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3%E8%BD%A6%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F%E5%85%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85%8B%E8%8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91%E5%A2%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80%E4%BB%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6%8F%E5%8B%92%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8%97%8F%E6%B3%95%E5%B8%88/10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4%BC%A0%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D%AF%E5%B8%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9%97%A8%E5%85%B3/74762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6%94%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C%E5%B1%B1


感受民族風情 
造訪天山哈薩克民族風情園；喀什老城維吾爾族民居家訪 

品嚐特色風味 
西安小吃風味、陝西風味；蘭州特色羊羔風味；武威三套車、沙米粉；酒泉汽鍋雞；敦煌飛天宴、驢肉黃麵、敦煌雪山駝掌；

吐魯番烤全羊、葡萄莊園紅酒風味、大盤雞風味；烏魯木齊西域尚宴新派清真菜、天山雪蓮燉雞、新疆拌麵； 

庫車龜茲生態園風味、烤包子；阿克蘇風味；巴楚風味；喀什楊柳烤肉、海爾巴格餐廳南疆特色風味（18天團適用） 

細意安排 

1.『豪華寛倘三排座椅旅遊車』配備暖水、茶包、咖啡包、礦泉水 

2.『酒店及高鐡行李服務』包全程酒店及高鐡行李員上落行李服務 

3.『特色精美禮品餽贈』新疆戈壁金絲玉鍍金書簽 

4.『貼心服務』安排導賞耳機，方便聆聽導遊講解；手機數據 SIM 卡 

5.『內陸客機』省卻長途車程。烏魯木齊飛往西安(13天團適用)。烏魯木齊飛往庫車、喀什飛往西安 (18天團適用) 

6.『純玩全包團』全程不安排商店購物，無自費活動項目。包機票稅項及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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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中國段《世界文化遺產》四大著名石窟介紹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
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石窟
開鑿於岩壁陡峭之上 

甘肅炳靈寺石窟劉家峽水庫
上游黃河北岸，甘肅三大石窟 

甘肅敦煌莫高窟世上規模最
大、內容最豐富佛教藝術寶庫 

新疆庫車克孜爾石窟是中
國開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甘肅自然風光地貌奇觀 

永靖劉家峽水庫位於黃河
北岸，被譽為“高原明珠、
黃河三峽” 

敦煌鳴沙山月牙泉沙漠中
千年不枯的泉水，被譽為“地
理奇觀” 

敦煌雅丹地質公園大漠戈
壁上獨特風蝕地貌，被稱為
“魔鬼城” 

 

 

 

 

 

 

 

 

 

新疆自然風光地貌奇觀 

吐鲁番火焰山《西遊記》
唐僧師徒借芭蕉扇滅火之
地，全中國最熱地方之一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傳說西
王母娘娘“瑤池”歡筵之地 

庫車天山神秘大峽谷，紅
褐色的山體，神秘而幽深 

卡拉庫勒湖位於帕米爾高
原昆侖山脈“冰山之父”
慕士塔格峰下 

絲路中國段《世界文化遺產》著名城市遺址介紹 

西安唐大明宮遺址被
譽為絲綢之路上的東方
聖殿，毀於唐末戰火中 

瓜州鎖陽城遺址城東
有一座佛教寺院遺址塔
爾寺，唐三藏曾在此講經 

吐魯番交河故城西域車師人所建，是世
上保存最好的生土建築城市遺址 

吐魯番高昌故城新疆最大古城遺址，
唐三藏曾受高昌王禮遇，後在此講法 

庫車蘇巴什佛寺遺址新
疆最大的佛教遺址，《西遊
記》中女兒國所在地 

張掖七彩丹霞國家地質
公園被《中國國家地理》
評為中國最美丹霞地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6%95%99%E8%89%BA%E6%9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E%8B%E6%AF%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E%8B%E6%AF%8D


第一天 

香港  西安(鐘鼓樓廣場、回民街)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中國東方
航空或中國國際航空或香港航空客機(或轉機經停上海、北京、成都
或重慶)飛往陝西省省會西安。 

西安 
古稱“長安”，歷13朝古城，有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兵馬
俑、還是藏有唐三藏天竺經書的大雁塔，歷史底蘊深厚 

鐘鼓樓 
廣場 

位於西安市中心，廣場東屹立有 600 年歷史的鐘樓，西
屹立中全國最大的鼓樓，有著名的回民小吃街 

回民街 
由多條道路組成，當地人也稱其為“回坊”。街道兩旁有
琳琅滿目的小吃店鋪，並可感受深厚的飲食文化底蘊 

膳食 午餐：航機上/自理  晚餐：陝西風味(包房)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西安滻灞艾美酒店 (Le Meridien) 

或 洲際中晶華邑酒店 (Hualuxe IHG) 

第二天 

西安(唐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大雁塔、明城牆) ~ (高鐡2等座，約2

小時)天水 

*唐大明
宮遺址 

是舉世聞名的唐長安城中最為輝煌壯麗的建築群，已探
明的殿台樓亭等遺址有 40 餘處。這里能欣賞復原的大明
宮微縮景觀，觀賞 IMAX3D 影片《大明宮傳奇》 

*大雁塔 
由玄奘法師親自主持修建，是古城西安的獨特標誌。塔
下有《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和《大唐三藏聖教序記》碑 

明城牆 
是全中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長度列第二位。城牆
周圍有護城河環繞，著名的西安鐘鼓樓就位於城牆中心 

天水 
據傳是伏羲和女媧誕生地，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
一，有“羲皇故里”之稱。古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西安小吃風味 

晚餐：天水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天水嘉孚酒店 或 和諧園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天水(麥積山石窟【乘電動車】、伏羲廟) ~ (約 5 小時)蘭州(黃河鐵橋、
黃河母親像) 

*麥積山 
石窟 

中國四大石窟之一，有不同時期古佛 7730 餘尊，石窟開
鑿於岩壁陡峭。大的高達 16 米，小的僅有 10 多釐米。
沿山體修築的木棧道向上，沿途可參觀一座座石窟 

伏羲廟 
始建於公元 1484 年，前後歷經九次重修，形成規模宏大
的建築群，是全中國唯一有伏羲塑像的伏羲廟 

蘭州 
甘肅省省會、西北地區中心城市，為交通樞紐。黃河水
奔騰不絕，自西向東流過蘭州，將其夾於南北兩山之間 

黃河鐵橋 
又名中山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是蘭州市內標
誌性建築之一。也是黃河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橋樑 

黃河母親像 
雕塑由“母親”和一“男嬰”組成構圖，分別象徵了黃河母
親和華夏子孫。已經成為蘭州的標誌性雕塑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牛肉麵風味 
晚餐：阿西婭餐廳特色羊羔風味(包房)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蘭州皇冠假日酒店(Crowne Plaza) 

或溫德姆酒店(Wyndham) 

第四天 

蘭州 ~ (約 1.5 小時)永靖(劉家峽水庫、乘船、炳靈寺石窟) ~ (約 4.5
小時)武威 

劉家峽 
水庫 

被譽為“高原明珠、黃河三峽”。庫區湖面遼闊，是遊覽
炳靈寺的必經之地。乘船欣賞黃河上游景色至炳靈寺 

*炳靈寺 

石窟 

始建於西秦建弘元年(公元 420 年)，石窟分上寺、洞溝、
下寺三處，以下寺最為壯觀，其浮雕佛塔和密宗壁畫與
莫高窟和麥積山石窟齊名 

武威 
位於甘肅省中部，是歷史文化名城，是古時河西走廊四
郡之一，舊稱“涼州”，是“中國旅遊標誌之都”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三套車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武威建隆大酒店 或 皇家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武威(雷台漢墓、文廟、鳩摩羅什寺塔) ~ (約 3.5 小時)張掖(大佛寺) 

雷台漢墓 
1969 年在雷台下，發現了一座東漢晚期的大型磚石墓
葬。出土了幾百件車、馬、俑青銅器。其中以銅奔馬藝
術價值最高，又稱“馬踏飛燕”，成為中國旅遊的標誌 

武威文廟 

始建於明正統二年(公元 1437 年)，是西北地區建築規模
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廟。廟內還藏有唐至清代石碑三
十餘通，清至民國匾額數十塊，非常珍貴 

鳩摩羅什 
寺塔 

為了紀念西域龜茲高僧鳩摩羅什在武威弘揚佛法、翻譯
經典的功績而建造。現存羅什寺塔八角十二層，全以條
形方磚砌成。是 1500 多年前絲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 

張掖 
河西走廊四郡之一，舊稱“甘州”，西接酒泉、東鄰武威，
往北巴丹吉林沙漠入內蒙，向南翻越祁連山可至青海 

大佛寺 

始建於西夏王朝，距今已經有 900 多年的歷史。寺內有
一尊全中國最大的室內泥塑臥佛，佛身長有 34.5 米。殿
內還有十大弟子、十八羅漢等眾多的雕像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沙米粉風味 

晚餐：甘州排骨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張掖賓館 或 富來登溫泉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張掖(七彩丹霞國家地質公園【乘環保車】) ~ (約 3 小時)酒泉(西漢 

酒泉勝跡景區) ~ (約 0.5 小時)嘉峪關(嘉峪關關城【乘環保車】) 

七彩丹霞國
家地質公園 

地處祁連山北麓，是中國丹霞地貌發育最大最好、地貌
造型最豐富的地區之—，被《中國國家地理》評為中國
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具有很高的旅遊觀賞價值 

酒泉 
古稱“肅州”，位於河西走廊西端，甘肅省面積最大的城
市。自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絲綢之路的重鎮 

西漢酒泉 
勝跡景區 

原名酒泉公園，現更名為西漢酒泉勝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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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區內主要歷史名勝有：漢古酒泉、左公柳、泉湖等 

嘉峪關 
古絲路交通要道，是明萬里長城的西起點，古時出了嘉
峪關，就是茫茫戈壁，告別了中原故土，進入蠻荒之地 

*嘉峪關 
關城 

是明長城西端的第一重關，古代“絲綢之路”的交通要
塞。關城始建於明朝，是萬里長城沿線最為壯觀的關城。
登上城樓，可以眺望雄偉壯麗的祁連山山脈風光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汽鍋雞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嘉峪關諾金國際酒店 或廣場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嘉峪關 ~ (約 4 小時)瓜州(鎖陽城遺址【乘電動車】) ~ (約 2.5 小時)
敦煌(鳴沙山、月牙泉、騎駱駝進入、乘電動車返回) 

瓜州 
地處河西走廊西端，東連玉門，西接敦煌，南與肅北蒙
古族自治縣毗鄰，西與新疆哈密市相接，是古絲路重鎮 

*鎖陽城 

遺址 

位於瓜州縣城東南戈壁灘上，是古代瓜州的郡城遺址，
也是絲綢之路咽喉上的一大古城。城東有一座佛教寺院
遺址塔爾寺，1600 年前，玄奘曾在此為民眾講經說法 

敦煌 
古稱“沙州”，地處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絲綢之路上
的名城重鎮。它是中原通往西域、乃至歐州的唯一通道，
是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古老文明的匯流地 

鳴沙山 
月牙泉 

月牙泉被鳴沙山環抱，因水面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沙
山與泉水共處。爬上鳴沙山，可以俯瞰月牙泉，還能在
山頂上欣賞大漠風光，感受西北大漠的蒼涼與廣闊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瓜州風味 
晚餐：敦煌雪山駝掌風味宴(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敦煌國際凱萊大飯店 或 天河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敦煌(玉門關、陽關【乘電動車】、敦煌雅丹地質公園【乘環保車】、 
《又見敦煌》情景體驗劇、沙洲夜市) 

*玉門關 
又稱小方盤城，曾經是西域商賈和中原人士絡繹往來的
必經之地。和田美玉自古從這里輸入中原，因此得名 

陽關 
是中國古代陸路對外交通咽喉之地，是絲綢之路南路必
經的關隘。西漢置關，因在玉門關之南，故得名 

敦煌雅丹 
地質公園 

也叫雅丹魔鬼城。以大片的獨特雅丹地貌群為主，在戈
壁之上顯得奇幻壯觀，是攝影的絕妙地點 

《又見敦煌》 

情景體驗劇 

斥資六億元打造的西北首部室內情景體驗劇，通過復活
和還原敦煌莫高窟壁畫內容，帶領觀眾解讀敦煌舞奧妙 

沙洲夜市 
是敦煌市最大的夜市，劃分為風味小吃、工藝品、土特
產等經營區域，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濃郁的民俗風情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敦煌飛天宴(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敦煌國際凱萊大飯店 或 天河大酒店 或同級 

第九天 

敦煌(莫高窟、乘環保車、3D 電影、石窟+1 特級石窟) ~ (約 1.5 小時)
柳園 ~ (高鐡 2 等座，約 3.5 小時)吐魯番 

*莫高窟 

又稱千佛洞，洞窟上下最多有五層。以精美的壁畫和塑
像聞名於世。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
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現有洞
窟 735 個、壁畫 4.5 萬平方米、泥質彩塑 2415 尊。遊覽
莫高窟，主要分為數字展示中心(3D 電影)和石窟兩部分 

吐魯番 
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是絲路和亞歐大陸的重要交通樞
紐，也是東西方文化和宗教交織與融合的交匯地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驢肉黃麵風味 

晚餐：大盤雞風味(包房) 

住宿 4 星標準 吐魯番火洲美居酒店 或 雙城賓館 或同級 

第十天 

吐魯番(火焰山、高昌故城【乘環保車】、葡萄溝風景區【乘環保車】、
坎兒井、交河故城【乘環保車】、蘇公塔+清真寺) 

火焰山 
以火紅色的赤褐砂岩地貌為主。歷史上是高昌古國的所
在地，也是小說《西遊記》中唐僧師徒借芭蕉扇所在地 

*高昌故城 
始建於公元前 1 世紀，是新疆最大的古城遺址。公元 450
年成為吐魯番盆地政經和文化中心。唐三藏曾受到高昌
王麴文泰的禮遇，後在此講法 

https://m.mafengwo.cn/nb/public/sharejump.php?type=103&video_id=305264&album_id=album_607
https://m.mafengwo.cn/nb/public/sharejump.php?type=103&video_id=305264&album_id=album_607
https://m.mafengwo.cn/nb/public/sharejump.php?type=103&video_id=470048&album_id=album_6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F%E7%BE%B2/2793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B3%E5%A8%B2/64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A4%8F%E6%96%87%E6%98%8E/43244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BC%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81%E8%BF%9E%E5%B1%B1/4816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83%E5%B7%9E_(%E9%9A%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81%E7%9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5%83%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5%83%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85%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7%A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4%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7%B1%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B4%E6%96%87%E6%B3%B0/4195960


葡萄溝 

風景區 

位於火焰山西端，每年夏日是葡萄豐收時節，可以吃到
各種葡萄，馬奶子、玫瑰紅等等 

坎兒井 

是新疆獨特的取水工程，通過挖掘地下的暗渠，既能天
然的彙集地下水，又可以避免過量蒸發。被譽為除了長
城和大運河外中國的第三大古代工程 

*交河故城 

坐落於吐魯番西郊的一個柳葉河心洲上，因兩條繞城河
水交匯而得名。交河城是車師人所建，城池至今保存較
為完好，是目前世界上保護得最好的生土建築城市 

蘇公塔+ 
清真寺 

塔身呈圓錐形，下大上小均勻收縮的塔身觸手可及，具
有伊斯蘭建築風格。毗鄰有一座能容納千人的清真寺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葡萄莊園紅酒風味 

晚餐：烤全羊風味(包房) 

住宿 4 星標準 吐魯番火洲美居酒店 或 雙城賓館 或同級 

第十一天 

吐魯番 ~ 途經達阪城風力發電站 ~ (約 3 小時)烏魯木齊(天山天池
景區、乘環保車、乘船遊天池、哈薩克民族風情園) 

達阪城風力
發電站 

位於烏魯木齊市區與達阪城區之間的公路旁，由數百座
巨大的發電風車組成，是全中國最大的風能基地 

烏魯木齊 
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位於天山北麓。是地球上離
海洋最遠的城市，也是亞洲的地理中心 

天山天池 
天池古稱“瑤池”，是天山東段柏格達峰北側的一個半月
形湖泊，乘船遊天池，四周群山環抱，雲杉蒼翠 

哈薩克民族
風情園 

通過參觀手工製作氈房、手工刺繡，參與體驗哈薩克族
的阿肯彈唱，欣賞哈薩克民族歌舞，感受民俗文化魅力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天山雪蓮燉雞風味 

晚餐：西域尚宴新派清真菜(包房)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Hilton)或同級 

第十二天 

烏魯木齊(古生態園、國際大巴扎)  西安 

古生態園 
有全球最大汗血馬基地，擁有各種名馬數百匹批。還有
中國最大的矽化木群及大量形態各異的胡楊枯木 

國際 

大巴扎 

是全中國最大的巴扎集市，內部販賣各樣的新疆特色美
食、手工藝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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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拌麵風味 

晚餐：中餐 

住宿 5 星標準 西安空港大酒店(Rega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西安  香港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東方航空或中國國際航空或香港航空
客機飛返香港(或需轉機經停北京、上海、成都或重慶再飛返香港)。
同日抵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航機上/自理 

18 天團(RSRA18)行程的第一天至第十一天與 13 天團(RSRA13)行程
的第一天至第十一天相同，第十二天至第十八天行程如下︰ 

第十二天 

烏魯木齊(古生態園、國際大巴扎)  庫車 

古生態園 
有全球最大汗血馬基地，擁有各種名馬數百匹批，還有
中國最大的矽化木群及大量形態各異的胡楊枯木 

國際 

大巴扎 

是全中國最大的巴扎集市，內部販賣各樣的新疆特色美
食、手工藝品。是新疆旅遊業產品的彙集地和展示中心 

庫車 
古稱龜茲，是西域 36 國中的大國。歷史悠久，文化璀璨，
商業繁盛。漢朝設西域都護府、唐代設安西都護府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拌麵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5 星標準 庫車天緣國際酒店或庫車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第十三天 

庫車(蘇巴什佛寺遺址、天山神秘大峽谷、庫車老城、庫車王府、 
庫車大寺、龜茲博物館) 

*蘇巴什 

佛寺遺址 

又稱昭怙厘大寺，遺址分東、西兩寺。佛寺建於魏晉時
期，中國古代三大佛經翻譯家龜茲高僧鳩摩羅什曾在此
開壇講經。唐玄奘西去取經路經此地，亦駐留兩個多月 

天山神秘 
大峽谷 

大峽谷由紅褐色山體組成，長約 3 公里。由億萬年風雨
侵蝕、山洪沖刷而形成，集雄、險、幽、靜、神為一體 

庫車老城 
由熱斯坦路和兩旁的巷子組成五彩斑斕的老牆與院門，
能感受老城獨特的韻味。庫車王府及大寺就在老城區內 

庫車王府 
可感受龜茲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還可以聽王爺講述王
爺家族的榮辱興衰故事，以及庫車社會經濟發展歷史 

庫車大寺 
是新疆第二大清真寺，修建於 15 世紀。寺分主殿和禮拜
用的大殿，全部青磚砌成，有高聳的門樓與宣禮塔 

龜茲 

博物館 

共設歷史出土文物館、佛教館、古錢幣館、民族民俗館，
展出文物萬餘件，以古龜茲特有的民俗文物最具代表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烤包子風味 

晚餐：龜茲生態園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庫車天緣國際酒店或庫車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第十四天 

庫車(克孜爾尕哈烽燧、克孜爾石窟) ~ (約 5 小時)阿克蘇 

*克孜爾 
尕哈烽燧 

修建於漢代。是新疆絲路古道上數以百計的烽燧中歷史
最長、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夯土建築的烽燧遺址 

*克孜爾 
石窟 

是龜茲石窟藝術的發祥地之一，其建築、雕塑和壁畫藝
術，在中亞佛教藝術中佔極其重要的地位。比敦煌莫高
窟更古老。壁畫已經保存了 1600 多年了 

阿克蘇 
阿克蘇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
緣，以阿克蘇河而得名。是西域 36 國中姑墨國的所在地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羊肉串風味 

晚餐：阿克蘇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阿克蘇天緣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十五天 

阿克蘇 ~ (約 3.5 小時)巴楚紅海景區 ~ (約 4.5 小時)喀什 

巴楚 
紅海景區 

由喀什河絲路古道驛站、民俗文化村、金色胡楊島、喀
什河濕地等景觀區組成的生態景區 

喀什 
是中國最西端的一座城市。早在 2100 年前，已是絲路上
中國對西方的交通樞紐總匯點與門戶之地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巴楚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5 星標準 喀什深業麗笙大酒店 或天緣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十六天 

喀什~ (約 4 小時)喀拉庫勒湖(帕米爾高原、蓋孜峽谷、白沙湖、喀喇
昆侖山脈、遠眺慕士塔格峰) ~ (約 4 小時)喀什 

帕米爾 
高原 

帕米爾高原早在中國漢代就以“蔥嶺”相稱，因多野蔥或
山崖蔥翠而得名，古代絲綢之路的南道、中道從這裡越
過，而後向西通往西亞、南亞及歐洲各地 

喀拉庫勒湖 

湖面海拔 3600 米，是一座高山冰蝕冰磧湖。昆侖山脈三
大山峰公格爾峰、公格爾九別峰及被稱為“冰山之父”慕
士塔格峰將卡拉庫勒湖環抱，是世上少有的高原湖泊 

喀喇昆侖 

山脈 

喀喇昆侖山脈，突厥語意為“黑色岩山”。是世界山嶽冰
川最發達的高大山脈。平均海拔超過 5500 米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高原風味 

晚餐：海爾巴格餐廳南疆特色風味(包房) 

住宿 5 星標準 喀什深業麗笙大酒店 或天緣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十七天 

喀什(艾提尕爾廣場+清真寺、吾斯塘博依手工藝品街、喀什老城、 
維族民居家訪、香妃墓、喀什大巴扎)  西安(或轉機經停烏魯木齊) 

艾提尕爾 
廣場+ 

清真寺 

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寺內有很多氣勢壯觀
又極富伊斯蘭特色的建築。清真寺正門門樓是鵝黃色的
建築，旁邊是兩座宣禮塔，弧形的造型柔和靜美 

吾斯塘博依
手工藝品街 

是一處千年老街，以製作和銷售維吾爾族傳統手工藝品
而聞名於世。老街連接著老城西部縱橫交錯的街巷 

喀什老城 
民居內街縱橫交錯，大多為木、磚結構，不少已有上百
年歷史，是全中國唯一以伊斯蘭文化為特色迷宮式街區 

老城維族 

民居家訪 

一般人家都在有限的地方，蓋起兩到三層土木結構的小
樓，居室皆由木質扶梯、樓梯連結。被譽為「維吾爾族
活着的博物館」，是了解當地文化最佳地點 

香妃墓 
是伊斯蘭教首領阿派克霍加及其家族的墓地，後來因傳
說乾隆皇帝的香妃埋葬於此，於是香妃墓的名字漸漸取
代原名。建築恢宏漂亮，帶有非常濃厚的伊斯蘭教風格 

喀什 
大巴扎 

是西北地方最大的國際貿易市場。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
歷史，有“亞洲最大集市”之稱。有近萬種商品流通，可
感受濃郁的西域風情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楊柳烤肉風味 

晚餐：中餐 

住宿 5 星標準 西安空港大酒店(Regal) 或同級 

第十八天 

西安  香港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東方航空或中國國際航空或香港航空
客機飛返香港(或轉機經停北京、上海、成都或重慶再飛返香港)。同
日抵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航機上/自理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
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
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
供參考。有*標示的為《世界文化遺產》*。帕米爾高原高海拔地區，客人出發前必須留意身體狀況或咨詢醫生，並預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當地導遊會在車
上銷售當地特產：紅棗、黑枸杞、果脯、敦煌藝術絲巾、新疆葡萄乾、巴旦木乾果、玫瑰/熏衣草精油、純馬脂等。                PHL-FL-CHI20-009-04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91%E5%A2%A8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	 須填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 

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5,000元或以下 HKD2,000 40天

HKD5,001 - HKD10,000元或以下 HKD3,000 40天

HKD10,001元或以上 HKD5,000 40天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

司」將訂位作廢，另所繳之訂金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
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	 任何遲報名者須於起程前10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團費，須以現金或銀
行本票支付。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
遊保險；顧客有責任及必須閱讀和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及應
確保符合保單上的條款及條件。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
旅遊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
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特約旅行社。　    
•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
份入境國家認可的同意書。

•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費用包括
•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飛機線適用)
•	 鐡鐵路：行程表內所列之鐵路車票。    
•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

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 
•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

求，「本公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

確認其單人之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
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
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指定團別）

•	 交通工具：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
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下，採用空氣調節遊
覽巴士或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	 膳食：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
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顧客將獲安排旅程表內所
列或同類食肆。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
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均按照旅程
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之服務：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
15人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若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
領隊隨團出發，將由當地導遊接待。

•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服務供應商為準。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須視乎交通服務供應商而定，如行李額外超
重，費用須由客人承擔。

•	 嬰兒收費只包括交通服務供應商出票費，不包括機位或座位、酒
店或郵輪住宿、膳食及其他佔座之交通等安排。

 

費用不包括

•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    
•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  
•	 個人行李重逾二十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服務費每位不多於

港幣250元。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	 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情況而「本公司」不能控

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本公司」可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
網頁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directive/223

•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
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請參
閱有關單張行程上所列。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均不
接納顧客在出發日或旅途中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已報名
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 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
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
替代活動。 

•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惟「本公司」如接納顧客
取消旅行團，「本公司」有權於所繳團費或訂金中扣除因取消旅
行團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
司」的行政費用或向顧客要求任何方式索償。

•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迎合顧客。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

收費內容包括1) 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
司機服務費。客人須根據尊賞假期收費項目繳付。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

港或外地）擬使用客人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
品等用途。如未經客人同意，我們不可使用，若客人反對有關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webmaster@texpert.com

特約旅行社

牌照號碼：353894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客人鐡另行繳付並
為團友帶來可靠保障，包括：特約旅行社    

(一) 旅遊業議會基金：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
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二)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
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非取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求全
面保障。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電話熱線：3151 7945查詢。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 Premium Holidays Limited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日期在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收費

中國及亞洲旅行團

40天前 全額訂金

39-34天前 50%之全額費用

33-21天前 75%之全額費用

20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