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疆喀納斯、喀拉峻、獨庫公路商務車 1+11 天 

【南航直航-商務車-無購物.無自費團】 

       

    漢武帝之前，【新疆】是代表神秘的『西域』，位於中國西北邊疆，自 2000 多年前西漢的張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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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絲路上古城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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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泛指新疆境內天山以北的廣大區域，與南疆乾旱區的自然景觀相比，北疆的自然風光以 

山地草原、高山湖泊唯主要特徵。在歷史上，這裡是絲綢之路新北道橫越之地，古跡文物，多彩多姿。 

 

 
【精心安排】 

1.一般從巴音布魯克返回烏魯木齊時，都需要繞路到南疆的庫爾勒再返回烏魯木齊，必須連續 2 天拉 

  車近 7 小時，因此我們精心安排換乘七人座商務車(每部車僅安排 5 位貴賓)，走獨庫公路穿越天山   

  山脈，領略壯麗的天山山脈風光，欣賞一般旅遊團所看不到的天山山脈美景。 

2.餐標提升:提升至午餐 RMMB50 晚餐 60 以上，除了安排傳統的【烤全羊】風味，並特別安排【一 

  羊三吃】風味，烤羊肉、清燉羊肉、羊肉抓飯。 

★ 特別獨家安排：一羊三吃（羊肉抓飯+烤羊肉+清燉羊肉），讓您品嘗到原始的舌尖上的美味，讓您的味蕾感受到和

烤全羊不一樣的口感。 

3.為參加我們旅行團客人專門設計打造、獨享新疆少數民族獨有的藝術文化。 

4.細心安排好的酒店、地道的風味、特色禮品。 

5.全程 NO SHOPPING，讓您無購物壓力，輕鬆的享受北疆的迷人風光，全程無自費。 

6.餐食特色:烤全羊風味、一羊三吃、新疆大盤雞風味、新疆羊肉串、新疆手抓肉風味，新疆拌面，阿 

  勒泰冷水魚、新疆手抓飯，新疆羊雜風味、 那拉提白切雞、野蘑菇燉雞…。 

7.當地新疆特色水果(可以自費挑選品嘗)。 



 

8.旅遊車安排：團員 16 人以上安排 3 排椅車.若遇旺季車隊調度無法配合則升等至四 

  排椅 48 座以上大車，若團體人數未達 16 人則採用四排椅 37 座車使用 3~4 年內新車。 

9.贈送：贈送薰衣草香囊、新疆精美地圖，每人每天 500 毫升礦泉水一瓶。 

10.貼心的安排：很多客人來新疆吃不習慣，我們儘量安排了一些漢餐，讓您更舒適的遊玩。 

※遊覽車配備 WI-FI 網路分享器(但新疆屬於管制區.不能上 LINE 及 FB 加上地域廣大有許多地區無網路訊號.敬請見諒!)。 

 

 
 

【詳細行程】 

第一天 桃園  烏魯木齊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手續後，搭乘晚班班機飛往烏魯木齊，您可利用飛航時間      

       在飛機上休息，養足精神，為明天的行程做好準備。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飛機上  

      

 

 

第二天 桃園/烏魯木齊－（約 3 小時）途觀火燒山－（約 30 分鐘）途經－ 

（約 4 小時）富蘊－可可托海（全程約 485 公里） 

 

【火燒山】位於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境內五彩灣景區，在烏魯木齊市到阿勒泰市的 216 國道

的路上，非常耀眼。奇台火燒山與吐魯番的火焰山不同，火焰山因溫度高而聞名天下，而火燒山是因



 

為其山體顏色而聞名，奇台縣境內的五彩灣也是因為山體的顏色而有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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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仍在熊熊燃燒，壯麗罕見，因而得名。 

 

【卡拉麥里山有蹄類自然保護區】卡拉麥里保護區成立於 1982 年 4 月，面積 14856.48 平方公里。位

於新疆準噶爾盆地的卡拉麥里，象徵著死亡的荒漠，外表看來一片沉寂，如果不走進它，全然不會發

現，這裡竟是野生動物的天堂。主要保護珍稀動物資源及其生境。 

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是新疆有蹄類野生動物主要活動區域。設立保護區以來，蒙古野驢、鵝喉羚等野

生動物明顯增多，普氏野馬自 2001 年首次放野以來逐漸適應野外生活，成為卡拉麥里自然保護區的

一道美麗的風景。 

 

【富蘊】富蘊縣地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北部、阿勒泰山南麓、準噶爾盆地北緣；東臨青河縣，西連

福海縣，南延準噶爾盆地與昌吉州毗鄰；北與蒙古國接壤。 

富蘊縣氣候適宜，四季分明，因縣城處於河谷之中，故夏季氣候涼爽，是消夏避暑勝地。 

  

【溫馨提示】：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因時區關係，其作息時間晚中原時間 2 小時，但全中國統一為一個北京標準時間，所   

             以旅程中的作息時間一般在 0900-2100 間進行，貴賓們請依照導遊宣佈的時間進行。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餐            晚餐：中式合餐+烤羊腿 

住宿：準★★★★上士酒店或可可托海-域無疆酒店或鑫海鑫福瑞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可可托海（區間車進出景區）、額爾齊斯河大峽谷、神鐘山－可可蘇里湖－（約 3 小時）布  

        爾津 (全程 330 公里） 

 

【可可蘇里】又稱野鴨湖，湖中有大小浮島 20 多個，水生植物豐富。每年夏秋季節，成千上萬的 

野鴨、水雞、紅雁雲集在此繁衍生息。隨後遠眺欣賞伊雷木特湖（俗稱海子口），蒙古語意為“旋渦”， 

是卡拉先格爾地震斷裂帶上形成的斷陷窪地，被譽為“藍色的河灣”。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由額額爾齊斯大峽谷、可可蘇里、伊雷木特湖、卡拉先格爾地震斷裂帶四

部分組成，融地質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風情於一體。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可可托海是中國第一個

以典型礦床和礦山遺址為主體景觀的國家地質公園，加上獨特的阿爾泰山花崗岩地貌景觀和富蘊大地

震遺跡，使它具有了豐富多樣的科學內涵和美學意義。 

 



 

【額爾齊斯大峽谷】額爾齊斯大峽谷位於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中的一處主要景點。從可可托海鎮溯

額河而上，額爾齊斯大峽谷的精彩長卷開始展現。奔流不息的額河水，穿行於山脈、草地、密林中，

畫出了一幅幅精美絕倫的畫面。後參觀樺林公園，野生樺樹林生長在額爾齊斯河凸岸河灣上，嫵媚婆

娑，柔軟的枝條舒緩下垂，伴著清風纖纖舞動，綽約若處子，曼妙無比；密生群居的白樺林華草鋪地，

峰蝶流連花間，百鳥啼轉枝頭，魚兒翔遊淺水，墨清松濤濃情淡染，山清林綠如詩如畫。 

 

【神鐘山】神鐘山位額爾齊斯河上游約 40 公里處。在額爾齊斯河兩側，坐落著兩座鐘形巨岩，高約

1000 米，岩石上生長著白樺樹、青松和西伯利亞雲杉，巨石上還生長著青苔，雨過天晴之際，岩峰

上白雲繚繞，彩虹劃天而過，景色十分壯觀。又稱《阿米爾薩拉峰》，行至峽谷 18 公里，一座如鐘

似錐的花崗岩奇峰在額河南岸平地拔起氣勢逼人，相對高度 351 米以上可謂一石一世界。完整的巨

石、逼真的神鐘山，倒扣在額爾齊斯河上，歎為觀止的時刻，山間回蕩著阿米爾和薩拉姑娘愛情的淒

美傳說。每到秋季，神鐘山峽谷兩側的紅葉染紅了整個峽谷，秋意盎然，一派北國風光，猶如畫中游。 

 

續而前往【布爾津】之後，晚餐大家一定要留點肚子，以為這裏著名的《河堤夜市》所烤的 

冷水魚是此地特產，肉質鮮美、滑而不膩。 

 

【溫馨提示】：1.河堤夜市在額爾齊斯河的河提上會有蚊子，建議噴灑防蚊水或者穿長袖長褲前往，以免被蚊蟲叮咬。 

              2.安排當地額爾齊斯河獨有的兩種冷水魚（狗魚和扁魚或黑魚）。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餐           晚餐：狗魚和扁魚或黑魚風味 

住宿：★★★★布爾津旅遊賓館貴賓樓或神湖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布爾津－（約 3.5 小時）喀納斯門票處（乘坐景區內區間車前往）～臥龍灣～月亮灣～神仙 

       灣～喀納斯湖遊船～觀魚亭－賈登裕(全程 220 公里) 

 

【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喀納斯湖是蒙古語， 一種解釋是“美麗而神秘的地方”，另一種是“峽 

谷中的湖”，聽來都是仙境所在。喀納斯湖是亞洲唯一的瑞士風光，喀納斯湖是中國唯一和四國接壤

的自然保護區，是中國惟一的北冰洋水系——額爾齊斯河最大支流布林津河的發源地。 

【臥龍灣】卡贊湖即鍋底湖當地稱卧龍灣，取其形狀象鍋底而得名。卧龍灣距喀納斯 10 公里，湖四

周森林茂密，繁花似錦，綠草如茵，湖中小島景色秀麗，湖進水處巨石抵中流，激浪拍巨石，玉珠飛

濺。由於河灣開闊，河流在此流速減緩，水面微波浮動，碧藍潔凈，清澈透明，熠熠閃光。卧龍灣風

景如畫，秀麗神奇，水色明浄，柔波浮動，光與影的美妙結合，在這裏得到完美的展示。 

 



 

【月亮灣】從臥龍灣沿喀納斯河北上約 1 公里，你會在峽谷中看到一藍色月牙形湖灣，那就是月亮

灣。月亮灣會隨喀納斯湖水變化而變化，是鑲在喀納斯河的一顆明珠。湖內有嫦娥奔月時留下的一對

光腳印。也有傳說這個腳印是當年成吉思汗追擊敵人時留下的。美麗靜謐的月亮灣是喀納斯的標誌景

點。從高處向下俯瞰，藍綠色的河水將一望無際，將連綿而成的白樺林一分為二，其間線條分，明煞

是好看。 

 

【神仙灣】鴨澤湖南，喀納斯湖河流因受到下游泥石流及崩塌堆積物的堵塞而變寬，最寬處達 700 

米，是喀納斯河在喀納斯湖景區內最寬的河段，這裡河谷地勢平緩，在河岸地帶形成大片沼澤與草甸。 

河中有數個小島，傳說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因此這裡被稱為神仙灣。 

 

【喀納斯湖游船】地處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喀納斯湖四周雪峰聳峙，綠坡墨林，豔花彩蝶，湖光

山色，美不勝收,尤其是夏秋時節滿山的紅色、黃色、金黃色、墨綠色層層疊疊，加之碧綠的湖水一

派亞歐風光與風情，給遊人以萬分感慨！ 

 

【觀魚亭】搭乘環保車前往可俯瞰喀納斯湖全景的觀魚亭，位於喀納斯湖西岸駱駝峰頂上，本為觀「湖 

怪」而建，因此得名「觀魚台」。與湖面的 600 多米的高度差讓這裡成為俯瞰喀納斯湖全景的最佳角 

度，不僅可將四分之三的湖面盡收眼底，還能觀覽湖周的層巒疊嶂、翠峰倒影。若舉目北望，還能清 

楚地看到阿爾泰山的最高峰——友誼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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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 

1. 觀魚亭有 1068 級臺階要走，建議帶手杖和護膝去登山。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餐           晚餐：中式合餐 

住宿：四季休閒渡假山莊或鴻福度假山莊或白樺林度假山莊或同級 

 

 

 

第五天 賈登裕－（約 2 小時）禾木村門票處－（約 1 小時）禾木村（含區間車）－（約 3.5 小時） 

       五彩灘風景區－（約 30 分鐘）布爾津 (全程 230 公里) 

 

【禾木村】禾木村素有“中國第一村”的美稱，曾被評為“中國十個最有魅力的休閒鄉村”，是新疆

唯一獲此殊榮的鄉村。在山水間穿行，眼前掠過溝谷間平緩的草甸、筆直的雲杉林、婀娜的白樺林；

崖壁上寂寞開放 的是叢叢野花、路邊灌木枝頭綴滿漿果，偶爾還有一片閑雲在山巔逗留，禾木之美，



 

在於它濃郁的民俗風情和原始的山水風光。在鬱鬱蔥蔥、群山環抱、綠草如茵的河谷裡，禾木村靜靜

地躺著，圖瓦人的尖頂小木屋、牲口圍欄，隨意地散落在村子的各個角落。禾木河在綠樹的掩映中從

村子旁嘩嘩流過。淡淡的水汽在樹林上空形成一條蜿蜒的白絲帶，飄蕩在村莊與大山之間，增加了一

絲神秘色彩。禾木自然、原始的山野風光，風景獨特優美，眼前的一切，像夢境但比夢境真實，似萬

卷畫廊但實屬自然造化。禾木河自東北向西南流淌，原始村落與大草原和諧自然的融為一體。來到禾

木村，首先進入視野的就是那一棟棟的小木屋和成群結隊的牧群，與雪峰、森林、草地、藍天、白雲

構成了獨特的自然與文化景觀。 

 

【五彩灘】專車前往布爾津，抵達後前往參觀被譽為“天下第一灘”的五彩灘，中國唯一的一條注入

北冰洋的河流—額爾齊斯河穿其而過。五彩灘一河兩岸，南山勢起伏、顏色多變，其是由激猛的流河

侵蝕切割以及狂風侵蝕作用而共同形成，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南北各異。南岸，有綠洲、沙漠與藍色

的天際相合，風光盡收眼底。北岸，它是懸崖式的雅丹地貌，溝壑縱橫，高低錯落，分佈面積大約 3 

平方公里左右。這裏地處乾旱多風地帶，由於河岸岩層間抗風化能力的強弱程度不一，形成參差不齊

的輪廓。五彩灘狀如彩色古堡、怪獸、峰叢等奇特造型的風蝕地形，這裏完全是自然地貌，戈壁荒漠，

怪石嶙峋。五彩灘岩層以紅色、土紅色、淺黃和淺綠色砂岩、泥岩及砂礫岩組成，金黃，褐黃，土黃，

淺黃，玫瑰紅，棕紅……不同的色彩，層層疊疊，五彩繽紛，令人目不暇接，因此被稱作“五彩灘”

並號稱是“新疆最美的雅丹地貌”。 

 

【溫馨提示】：今晚我們貼心的獨家為您安排了遊牧部落昔日接待部落首領才能享受的正宗傳統做法的“一羊三吃”!  

                一羊三吃：一吃烤羊肉、二吃抓飯、三吃清燉羊肉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餐           晚餐：一羊三吃 

住宿：★★★★布爾津旅遊賓館貴賓樓或神湖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布爾津－（約 3.5 小時）烏爾禾魔鬼城（含景區內小火車遊覽）－（約 2.5 小時）烏蘇（全 

       程 520 公里） 

 

【魔鬼城】魔鬼城又被稱為“烏爾禾風城”。位於準噶爾盆地西北邊緣的佳木河下游烏爾禾礦區，西 

南距克拉瑪依市 100 公里。有一處獨特的風蝕地貌，形狀怪異、當地人蒙古人將此城稱為“蘇魯木

哈克”，哈薩克人稱為“沙依坦克爾西”，意為魔鬼城。其實，這裡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區域，“雅丹” 

是維吾爾語“陡壁的小丘”之意，雅丹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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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演變過程是沙漠裡基岩構成的平臺形高地內部有節理或裂隙，暴雨的沖刷使得裂隙加寬擴大，之 

後由於大風不斷剝蝕，漸漸形成風蝕溝谷和窪地，孤島狀的平台小山則變為石柱或石墩，這樣的地方 



 

就像是一座廢棄的空城，古書中稱它為“龍城”。 魔鬼城一帶地面乾裂，一些駱駝刺之類的小灌木 

叢稀稀拉拉地散佈在地上。由赭紅和灰綠岩層構成的桌狀山經過千百萬年的流水侵蝕和風沙衝擊，看 

上去像是一座座古代的城垣、堡壘和宮殿，還有許多生動逼真的動植物造型景觀。每到夏秋季節這裏 

常常會刮起七八級大風，風沿著谷地吹過，卷著砂石發出淒厲的聲響，有如鬼哭狼嚎，“魔鬼城”的 

名字就是這樣得來的。堪稱為天然博物館。由於這裡景致獨特，許多電影都把魔鬼城當作了外景地， 

比如奧斯卡大獎影片《臥虎藏龍》。該地貌被《中國國家地理》“選美中國”活動評選為“中國最美 

的三大雅丹”第一名。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沂疆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烏蘇－（約 4 小時）賽里木湖（海西風景區.成吉思汗點將台）－果子溝大橋－(約 2.5 小時） 

       伊寧（全程 460 公里） 

 

【賽里木湖】賽里木湖蒙語“賽喇木淖爾”，意為“山脊樑上的湖”，又稱“三台海子”，因清代在 

湖的東岸設第三個驛站鄂勒著圖博爾軍台而得名。賽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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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季節賽裡木湖瑞雪飛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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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子溝】果子溝風景秀麗，景觀奇異，歷來被視為新疆的名勝之地，素有伊犁“第一景”之美稱。 

又稱塔勒奇溝，果子溝全長 28 公里，沿著烏--伊公路的大致走向，就是新疆古絲綢之路的北道。“松 

樹頭”是果子溝的絕頂之處，北下直達賽裏木湖畔，南下直入果子溝峽谷。“賽裏木湖”亦稱三台海 

子，與果子溝唇齒相依，亦為新疆名勝之一。由松樹頭南下二台林場，山路盤旋坎坷，一落幽谷，是 

果子溝的險峻之處。落谷傍山有一高山瀑布淩空奔瀉而下，狀如白練懸空，壯觀異常。二台是由清代 

軍台、驛站得名。 

 

【伊寧薰衣草莊園-季節限定 6-7 月】伊寧地處天山北麓伊黎河谷，與世界薰衣草原產地法國普羅旺 

斯的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和土壤環境非常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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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薰衣草主產地，有“中國薰衣草之鄉”的美譽。 

 

 



 

【溫馨提示】： 

1. 一般到賽里木湖都是行經高速公路的湖邊下車照相，是不買門票的；令人讚嘆的風景是要沿著環湖公路（海西風景區）

才能感受的到，當您登上成吉思汗點將台，整個清澈湛藍的湖水與雪山相映的壯觀美景，仍可感受到當年金戈鐵馬躍

天山的磅礡氣勢～。(本行程安排進景區內) 

2. 薰衣草花期：第一季在 5 月底至 6 月中旬，6 月底收割一次，如薰衣草開花不如預期或因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

溫…)等之影響，敬請見諒。 

3 .  烤全羊維吾爾語叫「吐努爾喀瓦甫」，是新疆最富有特色的傳統風味之一，羊外表金黃油亮，外部肉焦黃髮脆，內部 

    肉綿軟鮮嫩，羊肉味清香撲鼻，頗為適口。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烤全羊 

住宿：★★★★隆鑫酒店或瑞陽皇冠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伊寧－(3.5 小時)喀拉峻大草原－ (遊船、區間車、鱷魚灣、九曲十八彎) － 

       特克斯(八卦城)(全程 130 公里) 

 

【喀拉峻大草原】喀拉峻是哈薩克語，意爲“黑色莽原”。喀拉峻草原風景獨特，草豐林茂， 

是典型的山地草甸類型草原，喀拉峻草原地勢起伏和緩，視野開闊，草原 5～9 月碧草茵茵，盛夏之

際雨水豐富、日照充足，各種野花恰似點點繁星開遍山野。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專家們曾專程前來考察，

爲之傾倒，認爲喀拉峻草原是世界上少有的第一流的天然草場。也因為草原會開五色的花，因此又被

命名為“五色花草甸”。 

【闊克蘇大峽谷】闊克蘇大峽谷發源於天山山脈中部，由億萬年來沉積的岩層隨地質運動和天山雪融

水交相作用而形成，位於新疆伊犁八卦城特克斯縣南部。站在山上鳥瞰峽谷，整個峽谷美景盡收眼底。 

闊克蘇大峽谷之中美麗的闊克蘇河蜿蜒曲折，崖岸陡峭，地勢險峻，形成了壺口瀑布、九曲十八彎、

鱷魚灣等自然景觀。這裡群山環繞，山巒重疊，穀間河水平緩，波光蕩漾，河灣植被鬱鬱蔥蔥，炊煙

和著林間輕霧，牧民的氈房若隱若現點綴其間，一派壯美而又不失旖旎的峽谷草甸風光。 

 

★鱷魚灣:因山體形似兩隻伏在谷底的鱷魚而得名，是闊克蘇大峽谷景區的著名景點。闊克蘇河水來

源於天山南坡雪峰，切割天山山脈至天山北坡，雪水攜帶大量碳酸鈣質岩塊粉末而下，故成乳白色，

當進入闊克蘇大峽谷後，受谷間紊流及喀拉峻湖回水影響，流速降低，碳酸鈣質岩塊粉沉澱，水質變

清，加之富含礦物質的水質與天色和山色相互折射而產生色彩變化，故大峽谷中水呈乳白、碧綠、翠

綠 3 色奇景，且在回水線處形成較明顯的水色分界。 

 

 



 

★九曲十八彎:在此可欣賞闊克蘇河在巍峨天山映襯下的秀麗美景。闊克蘇河在闊克蘇大峽谷寬廣的

谷底曲折流轉，如蛟龍過境迂回向前，形成南北長約 5600 余米、東西寬約 2000 余米的九曲十八彎。 

 

【八卦城】特克斯縣因八卦佈局而聞名，目前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八卦城；世界上惟一的烏孫文

化與易經文化交織的地方；中國最西邊的八卦城和易經文化所在地；中國道教文化傳播最西端的地方；

中國西域最大遊牧古國烏孫國的所在地；中國現存烏孫古墓最多的地方；中國古代有史記記載遠嫁公

主最多的地方。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景區哈薩克風味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天麓酒店或美麗華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 特克斯－（約 4.5 小時）－那拉提鎮－（約 2 小時）－巴音布魯克（含間車往返）－天鵝湖、 

       九曲十八彎（含電瓶車上下觀景台）－巴音布魯克鎮（全程 420KM）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巴音布魯克草原位於天山山脈中部的山間盆地中，四周為雪山環抱，海拔約 

2500 米，面積 22000 平方公里，是中國第二大草原，僅次於內蒙古額爾多斯草原。這裡地勢平坦， 

水草豐盛，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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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為主，部分地區有地下水補給，形成了大量的沼澤草地和湖泊。每逢盛夏，草原鮮花盛開，爭奇 

鬥豔，數十萬頭牛、羊、馬、犛牛、駱駝等牲畜在綠草如茵的草原上遊蕩，場面非常壯觀。 

 

【天鵝湖】天鵝湖是由眾多相通的小湖組成的湖沼地。每年 4 月前後，大天鵝、小天鵝、疣鼻天鵝、 

雁鷗等珍禽鳥類陸續從南方飛回到這裡繁衍生息，陽光下，天鵝、湖水、山峰、雲影融成一片極為壯 

觀的景致。每年春天都有成千上萬雙白天鵝，從南方飛到這裡棲息繁衍，因而得名天鵝湖。(天鵝湖

最佳觀賞的時間是每年的 5~9 月中旬，當地蒙古牧民視天鵝為神鳥，請遊客特別注意，絕對不能傷

害天鵝）。此地湖水清澈，雪水掩映其中，除了天鵝外，這裡還有七十多種類在此生存。這裡是全國

天鵝最多的地方，已被列為「巴音布魯克天鵝自然保護區。由於巴音布魯克是高山草原，即使在盛夏

山上酷暑難忍時，這裡卻涼風輕拂，讓人心曠神怡，是個難得的觀光避暑勝地。 

 

【溫馨提示】： 

1. 這天遊覽山區遊覽，山區氣溫比較低，最好穿牛仔褲或保暖長褲。 

2. 即使 7、8 月巴音晚上氣溫常常只有 4-5 度，所以房間需要具備【地暖】才夠，當地住宿條件有限，團體均已安排當 

  地較好較佳之酒店，敬請貴賓諒解並多多包涵。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桌餐+白切雞    晚餐：中式桌餐+野蘑菇燉雞 

住宿：★★★★天河源酒店或白天鵝新樓或同級 

 

 

 

第十天 巴音布魯克鎮－今日搭乘七人座商務車穿越天山山脈－獨庫公路風光－獨山子大峽谷（約 6 

       小時）－獨山子(奎屯)（全程 380KM） 

 

今日告別美麗的巴音布魯克，換乘 7 人座商務車沿著天山公路前往獨山子。沿途風景優美，非言語

難以形容，天山公路的美，無法用言語表述。 

雪山像是一幅幅勾勒出的清晰線條的鉛筆畫，雲裡霧裡的展現在眼前；又一處深深山谷中，天上濃雲 

翻滾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公路盤延著，一團團白色雲霧，纏繞在山的中間，筆直的松樹那種暗綠挑染 

著山澗之間，仿佛是一幅幅氣勢磅礴的中國水墨畫。很多人也許會問：一條公路，為何會成為一個“最 

美”的代名詞？答案只有走過這條路的人才會真正明白。這不是一條平凡的路, 走在獨庫公路上，我 

們能夠感受到人類的偉大，而我更多的感受是敬畏，敬畏自然。大自然是最頂級的建築師，她建造的 

山巒河谷比任何優秀的建築物都要壯觀；大自然是最優秀的畫家，她描繪的雪山草地的畫面比任何優 

秀的畫都要讓人驚歎；大自然是最傑出的歌唱家，她吟唱的河流鳥語比任何優美的曲調都動聽。陡峭 

的岩壁，綠色的草，滿樹激情盛開著黃色花兒的荊棘，以及零零落落的松樹。山谷中彌漫著野花芳香， 

高聳入雲的山峰上駐留著寒氣逼人的白雪。山間是奔流的河水，山坡上是平緩的草場，傍晚的霞光落 

在草地上，給草場罩上了一層金黃。牧羊人把羊群用石頭和木柵欄圈起來，在氈房裡點燃柴火，嫋嫋 

炊煙緩緩升騰……這種高原的牧歌一路上總會不經意晃入眼簾，讓思緒充滿詩意。 

 

【溫馨提示】：1.穿越獨庫公路，一天可以經歷四季的風光和氣候。景觀囊括了戈壁荒灘、雅丹地貌、 

高山草甸、森林河谷、雪山草原、藍天白雲多樣化的景色，而且比一般團隊繞行庫爾勒或伊寧回烏魯 

木齊省去 500 公里。 

 

【獨山子大峽谷】是奎屯河沖出天山後切割獨山子西南方向傾斜平原形成的神奇風光峽谷，峽谷近南 

北走向，從出山口的龍口水閘到獨山子一水源西果園這段風光奇特的峽谷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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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路或便道可通至峽谷底和峽谷谷

肩。在峽谷上空常有奇雲出現，特別是峽谷南端在別處沒雲時這裡也多是煙霧撩攏，奇雲不斷。有如

虎嘯龍吟，有如狼奔豕突，有如雲兔躍谷，有如金字塔生煙。兩岸斷崖多泥塑，疑是大師在雕鑿，獨

山子大峽谷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岸斷崖上的泥塑，這些造形神態各異的泥塑，近看象佛雕像，遠看似英

雄牆，好象是進了一個自然天成的雕塑博物館，陣列著許多世界級的雕塑大師的作品令你目不暇接。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桌餐           晚餐：酒店自助餐或中式合菜 



 

住宿：準★★★★★潤錦國際酒店或豪豐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十一天 獨山子(奎屯) －約 3.5 小時－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札) 

 

【國際大巴扎】新疆國際大巴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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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體現了濃鬱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新疆國際大巴紮是新疆商

業與旅遊繁榮的象徵，也是烏魯木齊作為少數民族城市的景觀建築，又是一座標誌性建築。新疆國際

大巴紮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巴紮，集伊斯蘭文化、建築、民族商貿於一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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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巴紮工藝品店位於國際大巴

紮歡樂廣場，專營國際大巴紮品牌旅遊紀念品，由專業設計師繪萃新疆各民族特色文化製作的旅遊紀

念品，每一件都承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品質上乘，具有一定收藏價值。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新疆拌面風味       晚餐：惜別宴 

住宿：★★★★★錦江國際酒店或麗斯頓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十二天 烏魯木齊【自治區博物館、紅山公園】/桃園 

 

【自治區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是新疆文物收藏和科研中心。其外觀造型具有維吾爾

建築風格。館內裝飾亦富有民族特色，共收藏歷史文物、民族文物等五萬餘件。目前常設的展覽有新

疆少數民族民俗展覽廳，系統地介紹新疆十二個少數民族在服飾、起居、節慶娛樂、婚喪、禮儀、飲

食、宗教及其它方面各具風姿的民情風俗。新疆歷史和出土文物展覽廳，展出了自四、五千年前直至

近代從絲綢之路發掘及收集的一千多件珍貴文物，包括錦娟、陶瓷、泥俑、錢幣、碑貼、文書、典籍、

兵器、器具等。新疆古屍展覽有距今 3800 餘年的樓蘭女屍，有距今 3200 餘年的哈密女屍和距今 3000 

年且末女屍。(若遇週一博物館休息則以紅山公園替代)。 

 



 

【紅山公園】紅山公園位於烏市中心，烏魯木齊河東岸。公園內有紅山，因為其西端的斷崖是二疊紀

的砂岩構成，為赭紅色，所以稱為「紅山」。紅山海拔 910.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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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過去是一座荒山。1958 年起，在

紅山周邊植樹造林，鑿石換土，修渠引水，將原本是荒山的紅山建成了林木茂密之地。如今，紅山公

園內花木鬱鬱蔥蔥，過去的荒蕪景象已一去不返。 

用餐後，讓我們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結束這趟愉快、難忘的新疆之旅。 

 

【溫馨提示】： 

1. 博物館內不允許帶食物和飲用水進入，館內可以拍照但是不允許開閃光燈。 

 

早餐：中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甜蜜的家 

 

★本行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變動，以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為準★ 

 

團費包含：全程住宿(二人一室)、餐食(風味餐)、來回機票、燃料稅、機場稅、交通、門票、履約責 

           任保險。 

費用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NT300/天)、臺胞証 、新辦(換發)護照費用、電話費、私人消費、 

           行李小費、房間小費。 

 

★★★★2018/12/18 起，攜帶豬肉產品未主動申報遭查獲者，第一次罰鍰提高至 20 萬元，第二次之後再違規者即開罰 100 

萬元。★★★★ 

 

【特色行程】 

☆可可托海～綠色的叢林、藍色的河灣、額爾齊斯河源頭，自然風光、特別安排專用車往返景區。 

☆喀納斯湖～神秘而美麗的湖、景區專用區間車往返，特別安排區間車往返觀魚亭及遊湖。 

☆禾木村～素有“中國第一村”的美稱，中國僅存的三個圖瓦族村落之一，炊煙裊裊、勝似仙境。 

☆五彩灘～毗鄰碧波蕩漾的額爾齊斯河，與對岸蔥郁的河谷風光遙相輝映，黃昏暮色，好不美麗。 

☆魔鬼城～準噶爾盆地西北邊緣的佳木河下游烏爾禾礦區，有一處獨特的風蝕地貌，形狀怪異。 

☆賽里木湖～新疆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湖泊，又是大西洋暖濕氣流最後眷顧的地方，因此有「大 

            西洋最後一滴眼淚」的說法。 

☆果子溝大橋～盤山蜿蜓，予人柳暗花明之感，雄踞於天山西部的關隘之中，為進入伊犁谷的咽喉要 

              道，素以險峻著稱，古時只有小道可行，如今現代化的公路貫通全長 28 公里的溝谷。 

☆巴音布魯克草原～巴音布魯克蒙古語意為豐泉，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那裡不但有雪山環抱下的 

                  世外桃源，有“九曲十八彎”的開都河，更有優雅迷人的天鵝湖。 

☆獨山子大峽谷～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一個奇觀，這條以色彩瑰麗、階梯密布等為特徵的低調河 

                谷，堪稱一條令人嘆為觀止的壯美峽谷。 

☆國際大巴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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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絲綢之路繁華，集中體現了濃郁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不同風貌的新疆】 

◆ 4 月中~5 月 

  春意盎然，湛藍的天空，青青的草原，小花盛開，鋪滿整個草地，遠眺阿爾泰山，天山山脈白雪皚 

  皚，牧民從秋冬牧場轉到春夏牧場，場面非常壯觀。 

◆ 6 月 

  花海世界―伊黎河谷，世界三大薰衣草種植基地之一，六月正是薰衣草盛開的季節，我們可沿途觀 

  賞到薰衣草花田；每年六月正值阿勒泰草原及那拉提草原，春意盎然的季節，漫山遍野的野花盛開 

  ，令您流連忘返，陶醉其中。(PS：每年 6 月下旬各基地會視氣候陸續收割) 

◆ 7 月 

  喀納斯的湖水，由淺藍變成碧藍或碧綠，真是感受到被稱為雙色湖的真諦，從獨山子到伊寧途中，  

  紅通通、密密麻麻的小果子、掛滿串串枝椏的枸杞，是新疆一寶。 

  從伊寧到那拉提，沿途玉米田、水稻田、啤酒花田、黃豆田、葡萄田點綴大地；此時，那拉提景區 

  的空中草原正值牛羊轉換牧場，草原牛羊成群，氈房點點，炊煙裊裊，草場茂盛，野花遍地，紫色 

  的勿忘我，紅色的野鬱金香，黃色的野罌粟，儼然一副風吹草低見牛羊，世外桃源的景象。 

  巴音布魯克草原，雖值七月但早晚溫度經常只有 4-5 度，仍需攜帶保暖外套，完全不是一般人想像 

  中的炎熱，很多人在 7~8 月時，喜歡跑到北疆去避暑! 

◆ 8 月 

  瓜果陸續成熟，從布爾津到喀納斯的上山路上，沿途可以欣賞到大片的向日葵花田，伊犁地區正值 

  蟠桃、油桃、油光桃、李子、杏子、西瓜、葡萄成熟的季節，伊犁也是蟠桃最主要的產地。沿線能 

  品嘗到各地著名的時令水果。 

◆ 9 月 

  牧民從春夏牧場轉到秋冬牧場，大規模的遷移準備過冬，場面非常壯觀，喀納斯秋景，金色的白樺 

  林，綠色的針葉林，黃色的牧草，五彩斑斕，煞是美麗。 

 

【備註】 

1、大陸班機偶有變動，本公司保留行程更動之順序，以上行程、航班、飯店僅供參考，以說明會 

之資料為準。 

2、若貴賓欲刷機票票根時，請依各家航空公司作業程式於開票前提出申請，謝謝合作。 

3、小費： 

（1）本行程是無購團(不進購物站)，絲路及新疆團路程較遠、較為艱苦，因此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提升為 NT300/天。 

（2）行李小費：建議 5～10 人民幣/次、床頭小費：建議 5～10 人民幣/晚/房。 

（3）旅程中如有足浴按摩小費：建議 10 人民幣/次。 

4、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准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 

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同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 

請見諒。 

5、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 

（1）因中國大陸地區沒有 3 人房型，因此若是加床，即是在原標準房內加行軍床或加床墊；但有

部份飯店連行軍床或床墊都沒有得加，並且加床者費用並無減少，相當划不來！ 



 

（2）中國大陸地區酒店需加價才能指定大床房型，或該酒店大床房房數少，故無法保證用房。 

（3）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別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6、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吃素、不吃牛肉者）請至少於出發前 3 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 

您處理。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 1～2 人為二菜一

湯，3 人為三菜一湯，4 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7、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 本行程須同進同出，不可延回，若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船位等團體行程， 

將視同為個人放棄行為，恕不退其餘團費，敬請見諒。 

9、本行程當地地接社已給予最優惠之價格，並已計算一定比例之老人優待票價於降低成本之中，所 

以恕無法再給於老人票之優惠！ 

10、請注意：團員欲刷機票票根時，請依各家航空公司作業程式提出申請，謝謝合作。 

票根請於開票前向當團 OP 提出申請，出發後則只能申請搭機證明，工作天數不一定，等候航空

公司通知。且需收取手續費單程一份 NT100，來回各一份 NT200。 

 

【新疆旅遊注意事項】 

1.早穿皮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是新疆氣候典型的寫照。新疆屬於大陸性乾旱氣候，晝夜溫差 

  大,不同季節、不同海拔區域氣候差異顯著。如遇惡劣天氣，氣溫乍暖乍寒，故請注意及時增減衣  

  服，做好禦寒及防暑工作。早晚溫差較大可達到 10 至 15 度左右差距，一般來說夏季旅遊仍需準 

  備外套或羊毛衫。 

2.新疆部分地區海拔較高，紫外線照射強烈，再如，吐魯番地區夏季最高氣溫可達 40 度以上。所以

請準備好防曬用品，同時應配備清熱防暑的藥物或沖劑。 

3.新疆氣候乾燥且風沙大，建議您多注意飲水，準備支潤唇膏在身邊。 

4.新疆線路長，景點分散。故乘車時間長易疲勞，請您做好吃苦的準備並注意休息。在新疆旅遊時部

分景點需您下車行走、爬山或騎馬，建議您最好在出發前準備一雙舒腳便於行走的鞋。 

5.注意時差：新疆地理位於東六區，北京位於東八區。新疆與北京等內地城市有兩小時時差，旅遊活 

動通常安排在 09：00—20：00 之間。 

6.新疆素有“瓜果之鄉”之稱，到新疆吃水果是一大樂事，但千萬注意不要在吃完水果後喝熱茶，以 

免造成腹瀉。不少外地遊客在新疆遊玩時大飽口福，但也有一些遊客由於吃完葡萄等水果就喝熱茶

或喝涼水，造成很多天腹瀉不止，結果幾天的旅程安排全都耽誤了。 

7.新疆屬於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各少數民族有其獨特的宗教信仰。請遊客注意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 

慣，與少數民族接觸，不當眾尋問或談及其宗教信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除了蒙古族，新疆

各民族基本都不食豬肉，你到了新疆還是入鄉隨俗，暫時先放棄吃豬肉的習慣，這樣會處處都方便

一些。 

新疆是一個穆斯林聚居的地區，受宗教影響，風俗習慣與內地不同。在遊覽時，一定要入鄉隨俗， 

一般在寺廟、清真寺內嚴禁拍攝，一旦偷拍被抓，後果較為嚴重，尤其是拍攝婦女、宗教人士等， 

取景前一定要經過對方允許，否則將帶來很大麻煩。在清真餐廳吃飯時，進門時用水壺洗手，但不 

要亂甩手上的水，一般也不允許抽煙、喝酒，更不要談論穆斯林禁忌的話題。 

8.請自行準備備用藥物。新疆地域遼闊，行程一般都很長，有的路程需要走上一天才到達目的地，中   

  途甚至連個小鎮都難找見。所以，在新疆旅遊時，最好自備一些預防感冒、暈車、抗過敏等藥物，  



 

  尤其是那些平時就有疾患的遊客，更要備齊自己常用的藥物，以防不時之需。 

9.新疆物產豐富，少數民族土特產及手工藝品也堪稱一絕。但請遊客注意，當地客運民航及鐵路對維 

  吾爾民族工藝小刀有禁運的規定。 

10.新疆景點之間距離較長，車程比較漫長枯燥，最好準備一些零食和充足的水。 

 

其他 

1.保暖衣物：日夜溫差大，經常達攝氏 20 度以上，夏秋之間夜晚可能零度左右，但白天經常達 30 

  度以上的高溫，所以衣物的準備須顧慮氣候變化。 

2.皮膚保養品：由於氣候乾燥，個人保養用品需備妥，如潤膚乳液、護唇膏、防曬乳液都不能忘記，

當地醫療設備不及台灣方便，個人藥品也不可忘記。 

3.溼紙巾：新疆地區多瓜果，沿途到處現買現吃，但洗手不便，準備一些溼紙巾，就無後顧之憂了。 

4.噴霧劑：隨身攜帶一瓶水噴霧劑，能在下車時，一解躁熱的感覺。 

5.空氣枕：準備一個空氣枕，能降低長途舟車奔波之累。 

 

 

 

 

 

 

 

 

 

 

 

 

 

 

 

 

 

 

 

 

 

 

 

 

 

 

 



 

 
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 樓  電話：+886-2-2567-2616 傳真:+886-2-2563-1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