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天【青甘新】絲路美景精選之旅 /  

17天【青甘新北疆】美景行攝之旅 
暢遊青海：西寧、茶卡、青海湖、門源、祁連山、卓爾山； 

甘肅：張掖、扁都口、嘉峪關、敦煌、柳園； 

新疆：吐鲁番、烏魯木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可可托海、布林津、喀納斯、禾木 

 
 

 

 

 

 

 

 

 

 

 

 

 

 

 

 

 

 
 

 

 

 

 

 

 

 

 

青海-“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 Tour code : RSRB12/RSRB17 

出發日期: 2020 年 06 月起 

長者門票優惠 

12天團：60-69歲減$300；70歲或以上減$600 

17天團：60-69歲減$400；70歲或以上減$800 

青海自然風光推介 

中國「天空之鏡」茶卡鹽湖，被中國國家旅遊

地理雜誌評選為「人一生必去的 55 個地方之一」 

深度安排：在不同時段， 
兩進茶卡鹽湖，增遊 2019 年開放的「天空壹號景區」 

「天空之鏡景區」 

中國「最美油菜花海」門源油菜花，每年 7-8 月是

觀賞油菜花最佳季節 

 
祁連山秘境「東方小瑞士」卓爾山， 

祁連山脈腹地中的原始森林及藏區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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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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獨
特風蝕地貌，被稱為“魔鬼城” 

 

 

 

 

 

 

 

 

 

新疆吐鲁番/烏魯木齊重點景觀推介 

吐鲁番火焰山《西遊記》中唐
僧師徒借芭蕉扇滅火地，全中國
最熱地方之一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傳說西王母娘娘歡筵之地“瑤池”。
安排乘纜車登馬牙山，眺望天山東段最高峰柏格達峰 

甘肅地貌奇觀介紹 
專業推介：安排遊覽張掖兩大地貌奇觀 

平山湖大峽谷被《中國地理雜誌》譽
為“可媲美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 

七彩丹霞國家地質公園被《中國地
理雜誌》評為“中國最美丹霞”之一 
 

甘肅兩大《世界文化遺產》 

 

嘉峪關關城 
明長城西端第一關，古絲路交通要塞 

敦煌莫高窟 
世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佛教藝術寶庫 

吐鲁番坎兒井是新疆獨
特的取水工程，被譽為中
國的第三大古代工程 

北疆自然風光地貌奇觀介紹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中國第一個以典型礦床和礦山遺址為主體景觀
的國家地質公園。獨特的阿爾泰山花崗岩地貌景觀和富蘊大地震遺跡，加
上珍稀礦產，被譽為世界罕見的“天然礦物陳列館” 

三號礦坑世上最大礦坑之
一，曾盛產 80 多種礦物 

額爾齊斯河谷沿河對峙有
連綿排列的花崗岩群峰 

神鐘山有當地哈薩克民間
流傳的美麗淒涼傳說 

可可蘇里湖又稱野鴨湖，是
由地震斷陷形成的湖泊 

喀纳斯國家地質公園景區內包含以喀納斯湖為首的大小湖泊和蒙古族圖瓦人村落，以及廣袤的原始森林和高山冰川等 

禾木村由哈薩克人和圖瓦人
共同聚居的村落 

月亮灣喀納斯著名三灣之
一，是喀納斯標誌性的景觀 

乘船遊喀納斯湖被《中國地
理雜誌》評為“中國最美湖泊” 

觀魚亭是俯瞰喀納斯湖全
景的最佳地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8E%8B%E6%AF%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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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B%BD%E5%AE%B6%E5%9C%B0%E8%B4%A8%E5%85%AC%E5%9B%AD/744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B0%94%E6%B3%B0%E5%B1%B1/578959


特色風味 
青海湖風味、鹽湖風味、西寧酒店自助晚餐；祁連風味；張掖沙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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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西域尚宴新派清真菜、天山雪蓮燉雞； 

可可托海哈薩克碳烤羊腿；布爾津冷水魚；禾木風味；喀纳斯風味、大盤雞風味、烏魯木齊酒店自助晚餐 (17 天團適用) 
細意安排 

『豪華寛倘三排座椅旅遊車』配備暖水、茶包、咖啡包、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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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精美禮品餽贈』新疆戈壁金絲玉鍍金書簽 

『內陸客機』省卻長途車程。喀纳斯飛往烏魯木齊 (17天團適用) 

『景區環保包車』喀纳斯景區內安排獨立專用環保車 (17天團適用) 

『貼心服務』安排導賞耳機，方便聆聽導遊講解；手機數據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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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香港  西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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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航空或香港航空或中國東方航空客機(或轉機經停北京、上海、成都
或重慶)飛往青海省省會西寧市。 

西寧 

是絲綢之路青海道的通衢、溝通中原與西部邊地的重要
城鎮，也是歷史上“唐蕃古道”必經之地，素有“西海鎖鑰、
海藏咽喉”之稱。現已為青藏鐵路和青藏公路起點 

膳食 午餐：航機上/自理  晚餐：航機上/自理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Sofitel) 或 

新華聯詩鉑公寓(The Sebel) 

第二天 

西寧(塔爾寺) ~ (約5小時)茶卡鹽湖(天空壹號景區、乘電動車) 

塔爾寺 
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世界第二大佛宗喀
巴大師的誕生地。寺院建築恢宏、香火旺盛 

茶卡鹽湖 
柴達木盆地有名的天然結晶鹽湖，被稱為“中國天空之
鏡”。被旅遊地理雜誌評為“一生必去的 55 個地方”之一 

天空壹號 

景區 

遊覽 2019 年開放的最新開發的天空壹號景區，乘坐小火
車到達鹽湖深處觀光拍照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鹽湖風味(包房) 

住宿 3 星標準 茶卡金陵昊軒大酒店 或 星際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茶卡鹽湖(天空之境景區、乘小火車) ~ (約 3.5 小時)青海湖(二郎劍景
區) ~ (約 2.5 小時)西寧 

天空之境 
景區 

早上再次進入茶卡鹽湖，乘坐小火車進入景區。景區有
眾多的鹽雕供觀賞，在不同時段，感受茶卡鹽湖之美 

二郎劍 
景區 

又稱為 151 基地。景區深入湖內十幾公里，狀似一把劍，
因而得名。自然生態良好，是青海湖最重要的景點之一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青海湖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 西寧新華聯索菲特大酒店(Sofitel) 或 

新華聯詩鉑公寓(The Sebel) 

第四天 

西寧 ~ (約 3 小時)門源(圓山油菜花觀花台)【7-8 月出發團隊增遊】# 
~ (約 2 小時)祁連縣(卓爾山景區【乘環保車】) 

圓山 
油菜花 
觀花台 

圓山是油菜花海中一個孤立的小山包，有臺階直通山頂
觀景台，是門源觀賞油菜花的最重要的地點，站在山頂
可以全方位俯瞰油菜花海，眺望到崗什卡雪山 

祁連 
是青海通西域之要道。祁連雪山縱橫、物種豐富、自然
風光秀美，是迄今世上原始生態保存最完整的地區之一 

卓爾山 

景區 

是祁連山支脈，屬丹霞地貌，緊靠八寶河，並與藏區神
山牛心山隔河相望。赤紅的山體砂岩，與碧綠的草原層
疊交錯，山脈兩側的林海、村莊，層次分明，景色壯美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晚餐：住宿酒店祁連風味(包房) 

住宿 4 星標準 祁連吉緣飯店 或 天境卓爾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五天 

祁連縣(途觀阿柔草原、阿柔大寺) ~ (約 2 小時)張掖(扁都口景區、平
山湖大峡谷【乘電動車】) 

阿柔大寺 

又稱“阿力克大寺”，寺院始建於清順治年間，建寺伊始
規模較小，後在阿柔千戶南喀才昂和百戶阿多等人的支
持下發展壯大，成為祁連縣規模最大的格魯派寺院 

扁都口 
景區 

從祁連去張掖的路上會經過扁都口，景區最著名的旅遊
景觀是峽谷外的田園風光。以 6-8 月油菜花盛開時最美 

平山湖 
大峡谷 

峽谷幽深、峰林奇特，置身於縱橫交錯的溝壑，成林的
群峰，讓人目不暇。被《中國地理雜誌》及中外專家和
遊客譽為“比肩張家界”、“媲美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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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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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七彩丹霞國家地質公園【乘環保車】) ~ (約 3.5 小時)
嘉峪關(嘉峪關關城【乘電動車】) 

大佛寺 

始建於西夏王朝永安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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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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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峪關 
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明萬里長城的西起點，古時出
嘉峪關，就是茫茫戈壁，告別中原故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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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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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時)敦煌(鳴沙山月牙泉景區【騎駱駝進入、乘電動
車返回、防沙鞋套】、《又見敦煌》情景體驗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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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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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劇通過
復活和還原敦煌莫高窟壁畫精美絕倫、渾然天成的東方
古典美，帶領觀眾重新解讀敦煌舞樂的神秘與曼妙藝術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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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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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千百年來歲月的侵蝕，已看似是一個夯土堆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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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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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乘環保車、3D 電影、石窟+1 特級石窟) ~ 敦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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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絲綢之路和亞歐大陸橋的重要交
通樞紐，也是東西方文化和宗教錯綜交織與相互融合的
交匯地，更是中國絲路遺址最為豐富的地區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驢肉黃麵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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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81%E8%BF%9E%E5%B1%B1/48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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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吐魯番(蘇公塔+清真寺、火焰山、高昌故城【乘環保車】、坎兒井) ~ 
達阪城風力發電站 ~ (約 3 小時)烏魯木齊 

蘇公塔+ 

清真寺 

又稱額敏塔，是清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建造。塔身呈圓
錐形，下大上小均勻收縮的塔身觸手可及，具有濃厚的
伊斯蘭建築風格。塔毗鄰有一座能容納千人的清真寺 

火焰山 
以火紅色的赤褐砂岩地貌為主的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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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扇滅火的火焰山所在地，是到吐魯番旅遊的必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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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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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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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葡萄莊園紅酒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Hilton)或同級 

第十一天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景區、乘環保車、乘纜車往返馬牙山、乘船遊天
池、哈薩克民族風情園、國際大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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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翠的雲杉、塔
松，猶如仙境。乘纜車登上馬牙山，柏格達峰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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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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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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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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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天團(RSRB17)行程的第一天至第十一天與 12 天團(RSRB12)行程
的第一天至第十一天相同，第十二天至第十七天行程如下︰ 

第十二天 

烏魯木齊(古生態園) ~ 途經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 

~ (約 7 小時)可可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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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爾班通 
古特沙漠 

位於準噶爾盆地中央，是中國第二大沙漠，僅次於塔克
拉瑪幹沙漠，是世界第三大的沙漠 

卡拉麥里 
自然保護區 

位於準噶爾盆地，是野生動物的天堂，有蒙古野驢、鵝
喉羚、普氏野馬等野生動物，已成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可可托海 
位於自治區北部富蘊縣城東北的阿爾泰山間。額爾齊斯
河剛好從鎮中穿流而過。曾因礦產資源豐富而舉世聞名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拌麵風味 
晚餐：哈薩克碳烤羊腿風味(包房) 

住宿 3 星標準 可可托海鑫海鑫酒店 或 域無疆酒店 或同級 

第十三天 

可可托海(三號礦坑、可可托海景區【地質博物館、乘電動車、額爾
齊斯大峽谷、神鐘山、可可蘇里湖】) ~ (約 5 小時)布爾津 

三號礦坑 
世上最大礦坑之一，邊壁上的盤山道呈螺旋狀。曾盛產
80 多種礦物，是全球公認的“天然地質博物館” 

可可托海 
景區 

主要遊覽已開發的額爾齊斯大峽谷及可可蘇里湖。以優
美的峽谷河流、山石林地、寒地湖泊為自然景色 

地質博物館 
位於景區龍門廣場，建築外形獨特，具視覺印象。館內
陳列豐富而寶貴，是新疆面積最大的地質博物館 

額爾齊斯 

大峽谷 

額爾齊斯河從峽山谷深處發源，沿河對峙連綿排列的花
崗岩群峰，山峰多種形狀，號稱"一百零八峰"。其中尤
以高 365 米的"神鐘山"阿米爾薩拉峰，令人叫絕 

 
 

 

可可蘇里湖 
湖中有大小浮島 20 多個，水生植物豐富。水邊綠草如
蓋，牛羊成群，岸邊哈薩克牧民氈房，宛如邊塞牧歌圖 

布爾津 
位於阿爾泰山脈西南麓，準噶爾盆地北沿。小鎮建築具
有歐陸風格，彷彿如寧靜的北歐小鎮風光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鹽焗雞風味 

晚餐：冷水魚風味(包房) 

住宿 4 星標準 布林津友誼峰大酒店 或 神湖大酒店 或同級 

第十四天 

布爾津(五彩灘、阿貢蓋提草原) ~ (約 4 小時)喀纳斯禾木景區(乘環保
車、觀景台觀日落*) 

五彩灘 
位於布林津縣城西北的額爾齊斯河北岸，是一個以雅丹
地貌著稱的河灘。奇特的丘陵地質，顯示出多種色彩，
每到日出日落陽光照耀時，顏色絢爛奇幻，非常壯觀 

阿貢蓋提 
草原 

是一處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又風光秀麗的草原牧場。千百
年來，先後有多個民族在這里遊牧，積澱別具特色文化 

喀纳斯 

禾木景區 

位於喀納斯湖東側約 30 公里，是喀纳斯景區主要的組成
部份。一個由哈薩克人和圖瓦人共同聚居的小村莊。這
里的房子全是原木搭成的，充滿了原始的味道 

觀景台 
觀日落 

相傳成吉思汗曾在此檢閱十萬雄師。站在上觀景台，可
眺望整個禾木村落，是拍攝禾木村的最佳取景地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手抓飯 
晚餐：住宿酒店紅燒羊排風味 

住宿 
民族特色酒店 禾木御園山莊 或 禾木山莊  

或 美麗峰山莊 或同級 

第十五天 

禾木景區(觀景台觀日出*) ~ (約 2 小時)喀纳斯景區(乘獨立環保包
車、月亮灣、神仙灣、鴨澤湖、乘船遊湖、觀魚台、圖瓦人家訪、賈
登峪) 

觀景台 
觀日出 

清晨團友可自行前往觀景台觀日出及拍照。拍攝禾木村
的晨霧和村落升起了嫋嫋炊煙，仿佛梦幻仙境 

喀纳斯 
景區 

包含喀納斯湖景區，禾木村，白哈巴村等著名景區。集
冰川、湖泊、森林、草原、牧場、河流、民族風情、珍
稀動植物於一體，被譽為“東方瑞士、攝影天堂” 

月亮灣 
是喀納斯著名三灣之一，夾在東西兩山之間，河道隨山
勢迂回，形如一彎新月，故得名。兩側峰巒疊嶂，原始
森林密佈，古木參天，是喀納斯標誌性景觀 

神仙灣 

是喀納斯河在喀納斯湖景區內最寬的河段，河谷地勢平
緩，在河岸地帶形成大片沼澤與草甸。常有雲霧繚繞，
山景、湖水、樹木相映，如臨仙境，神仙灣由此得名 

鴨澤湖 

湖周開闊平緩，湖泊似鏡。夏天有成群野鴨、大雁在湖
區棲息遊弋，繁衍生息。而周圍隱約可見牛羊成群，與
青山和白雲構成一幅天然的巨型山水畫 

乘船遊湖 
坐落在深山中的高山淡水湖，是全中國最深冰磧堰塞
湖。傳說有巨型“水怪”，給喀納斯平添了幾分神秘色彩 

觀魚台 

位駱駝峰頂，為觀“湖怪”而建，因此得名。是俯瞰喀納
斯湖全景的最佳點，還能觀覽湖四周的層巒疊嶂、翠峰
倒影。舉目北望，還能看到阿爾泰山的最高峰—友誼峰 

圖瓦人 
家訪 

以遊牧、狩獵為生。幾百年來，定居喀納斯湖畔，他們
善騎術、能歌善舞，基本保持著比較原始的生活方式 

賈登峪 
為喀納斯旅遊接待和管理中心，酒店集中地。森林茂密，
草場遼闊，群山逶迤，藍天白雲，相互交融，景色優美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大盤雞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喀纳斯風味 

住宿 
4 星標準 喀纳斯友誼峰度假酒店 或 白樺林度假酒店 

或 鴻福生態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十六天 

喀纳斯 烏魯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維吾爾自治
區博物館 

博物館藏品 3 萬多件，固定的展館有西城的歷史，民族
風情，乾屍館等。鎮館之寶有著名的「樓蘭美女」、「五
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彩繪天王踏鬼木俑」等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羊肉串風味 

晚餐：住宿酒店自助餐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準 烏魯木齊希爾頓酒店(Hilton)或同級 

第十七天 

烏魯木齊  香港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或香港航空中國東方航空或
客機飛返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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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航機上/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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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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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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出及日落是自然現象，若遇天氣因素致未能欣賞，請客人理解。客人不能藉此要求任何賠償*。當地導遊會在車上銷售當地特產：紅棗、黑枸杞、
果脯、敦煌工藝絲巾、新疆葡萄乾、巴旦木乾果、玫瑰/熏衣草精油、純馬脂等。按當地政府公告，祁連縣不對持護照人士開放。本團只接受持有效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人士參加。                                                                  PHL-FL-CHI20-01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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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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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