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肅絲路+青海湖、茶卡鹽湖、塔爾寺暢遊八天 

 

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一路追尋歷史的足跡！跟著我們感受絲綢之路上穿梭的高鐵，暢遊古絲綢之路

上最經典的一段路程，想像著過往絲綢古道上東來西往的商隊生活。駝鈴叮噹，戈壁、沙漠，神秘且

擁有巨大的魅力！ 

 

行程特色  

 【青海湖】青海湖，藏語「青色的海」之意。是中國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內流湖。 

 【茶卡鹽湖】被旅行者們稱為中國"天空之鏡"，被國家旅遊地理雜誌評為"人一生必去的 55個地方"之一。 

 【塔爾寺】層巒疊嶂、蜿蜒逶迤、錯落有致、氣勢磅礴。走進寺廟，古樹參天，佛塔林立，景致壯麗非凡。 

 【馬蹄寺】馬蹄寺因傳說中的天馬在此飲水落有馬蹄印而得名。馬蹄印跡現存於普光寺馬蹄殿內，成為鎮

寺之寶。 

 【大佛寺】又名睡佛寺，安放最大的室內臥佛，也就是佛祖釋迦牟尼的涅槃像。是歷史文化名城金張掖的

標誌性建築。 

 【七彩丹霞國家地質公園】中國丹霞地貌最大最好、造型最豐富的地區之—，被列為“全球 25個夢幻旅行

地”之一！ 

 【嘉峪關關城】明代萬裡長城的西端起點，是明代長城沿線九鎮所轄千餘個關隘中最雄險的一座，至今保

存完好。 

 【莫高窟】中國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 

 【鳴沙山月牙泉】古往今來以“沙漠奇觀”著稱於世，被譽為“塞外風光之一絕”。 

 特別安排搭乘絲綢之路上的蘭新高鐵自西寧前往張掖和柳園前往蘭州兩段，感受絲路快車，縮短舟車勞頓

的時間！ 

 



 

行程安排 

第一天：臺北/蘭州 

集合於桃園機場，乘坐飛機抵達蘭州中川機場，乘車前往蘭州市區，蘭州，簡稱“蘭”，是甘肅省省

會，取“金城湯池”之意而稱之為金城！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牛肉麵風味餐 50 

住宿：蘭州甘肅國際大酒店（四星）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二天：蘭州—青海湖（350KM，車程約 6小時）—茶卡（170KM，車程約 2.5小時） 

 

早餐後乘車前往青海省西寧市，抵達後後乘車前往遊覽【青海湖+電瓶車+遊船】是中國最大的湖泊，

也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內流湖，早期面積 4236.6 平方公里，有時因人為及氣候因素而極遽減小但

也有擴大情況，環湖周長 360多公里。湖水平均深約 21公尺多，最大水深為 32.8公尺，蓄水量 1050

億立方公尺，湖面海拔 3260公尺。湖水鹽度為 1.24%（一般海水含鹽量為 3.5%）。爾後驅車前往茶卡，

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茶卡星際酒店（四星）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三天：茶卡—西寧（320KM，車程約 5.5小時） 

 

早餐後參觀【茶卡鹽湖+往返小火車+往返區間車】茶卡鹽湖與塔爾寺、青海湖、孟達天池齊名，是"

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們稱為中國"天空之鏡"，被國家旅遊地理雜誌評為"人一生必去的 5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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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之一。茶卡鹽湖是柴達木盆地四大鹽湖中最小的一個，也是開發最早的一個，茶卡鹽湖因盛產"

大青鹽"而聞名。後乘車返回西寧市。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西寧大廈（四星）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四天：西寧—張掖 

 

早餐後參觀【塔爾寺+區間車+講解】藏語稱為「貢本噶丹賢巴林」，位於雪域東部宗曲（湟水）之濱

湟中縣魯沙爾鎮的宗喀蓮花山中，是被佛教界譽為「第二佛陀、雪域高原智者莊嚴頂飾」的格魯派宗

師至尊宗喀巴大師的誕生聖地。因在誕生地奇蹟般長出一棵每片葉上各顯一尊獅子吼佛像的菩提樹，

又被讚譽為「第二藍毗尼園」。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著名叢林之一。自藏曆土羊年（1379年）建聖

塔，巳經歷了六百多年的滄桑。乘坐絲路高鐵，前往張掖市，後參觀【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

安元年，就是西元 1098 年，踞現在已有 900 多年了。因寺內塑有著名的室內大臥佛，所以老百姓叫

它“臥佛寺”、或“大佛寺”。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或高鐵盒餐 50    晚餐：甘州排骨風味餐 50 

住宿：張掖都城假日酒店（准五）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五天：張掖—嘉峪關（230KM，行車約 3小時） 

 

https://baike.so.com/doc/5341719-5577162.html


 

早餐後，參觀【馬蹄寺】又名普光寺，位於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境內。北距張掖市 65 公里，是集石窟

藝術、祁連山風光和裕固族風情於一體的旅遊區。石窟由勝果寺、普光寺、千佛洞、金塔寺、上、中、

下觀音洞七處組成，共有 70餘處窟龕，始建於北涼。馬蹄寺因傳說中的天馬在此落有馬蹄印而得名。

馬蹄寺環境秀麗，山青、水秀、峰奇、洞異堪稱四絕。後乘車前往臨澤縣賞素有“彩色丘陵”之稱、

被《中國地理》評選為最美麗的丹霞地貌——【七彩丹霞地質公園+區間車】，中國丹霞地貌發育最

大最好、地貌造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奇特的地貌，五顏六色順山起伏如波浪，如斜鋪的彩條。是地

質考察\旅遊探險\攝影采風\寫生作畫的理想地。後車赴西部鋼鐵之城—嘉峪關，抵達後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汽鍋雞風味餐 50 

住宿：嘉峪關賓館（四星）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六天：嘉峪關—敦煌（385KM，車程約 5小時） 

 

早餐後參觀舉世聞名、萬裡長城最西端、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城樓+區間車】，它位於甘肅省

戈壁灘上嘉峪關鎮西南隅，是萬裡長城西端的終點。建於一三七二年（明洪武五年），但是早在漢隋

兩代已建有墩台，自古以來稱為“天下雄關”，是扼守河西走廊的第一要隘，也是古代絲路必經之地。

後乘車赴絲路飛天的故鄉—敦煌，途徑世界風庫—瓜州、玉門大型風力發電基地。遊覽沙漠奇觀—【鳴

沙山、月牙泉】，可參加騎駱駝、滑沙等活動，登山俯瞰，沙丘如海，泉隨山動，形成“恒古沙不填

泉，泉不枯竭”的奇特景觀，領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大漠風光！後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雪山駝掌風味餐 80 

住宿：敦煌富國大酒店（四星）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七天：敦煌—柳園—蘭州 

早餐後參觀被載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東方佛教文化聖地——【莫高窟（含數字電影+球幕電影+

區間車+8 個實體洞窟）】現今保存有 492 個石窟，壁畫 1045 幅，塑像 2500 尊，色彩絢麗，形象逼

真，栩栩如生，可謂是一個精美絕倫的佛教藝術畫廊，一部價值連城的社會歷史文獻。午餐後乘車前

往柳園，乘坐絲路高鐵，前往蘭州市，抵達後晚餐。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手抓羊肉特色餐 80 

住宿：蘭州甘肅國際大酒店（四星）或同級標準酒店 

 

第八天：蘭州—臺北 

早晨乘車前往蘭州中川機場，搭乘飛機返回臺北！ 

早餐：簡易餐盒    午餐：X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以上費用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以上費用不包括： 

◆護照 、新辦卡式電子臺胞證（費用請洽服務人員）。 

◆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300 元小孩亦同，請交於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 

  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各航工公司規定為主，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貼心說明：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簽證需知： 

◆卡式電子臺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a.首次申辦卡式電子臺胞證者： 

1.護照正本 

2.彩色護照影本一份 

3.彩色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 14 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 歲則請務必附上身份證

正反面影本) 

註：未滿 16 歲者辦件需加附上監護人彩色身分證影本 

4.兩吋彩色人頭照1張(需為6個月內之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至3.6公分與護照規格一樣之大頭照，



 

不可著白色上衣) 

5.工作天約 8 天（不含假日） 

註：以上所附之各證件影印本皆需與原件 1:1 之比例。 

b.巳持有臺胞證需換證者： 

1.護照正本 

2.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3.兩吋彩色人頭照1張(需為6個月內之照片，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至3.6公分與護照規格一樣之大頭照，

不可著白色上衣) 

4.如有舊臺胞證正本請一併附上 

5.工作天約 8 天（不含假日） 

註：有變更姓名者需附上戶籍謄本。 

註：以上所附之各證件影印本皆需與原件 1:1 之比例。 

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 

當您參加本公司旅遊團體，我們將必須保留您之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交易、提供

服務，本公司就您的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團體旅客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明白

告知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用途上。

為了遵守法律、依法抗辯或執行合法商業行為之必要，我們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我們將特別留意

您的權益以及確保公平、合法、以及符合比例原則地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團票說明： 

◆團票限制需團進團出，一經開票不接受改名、改期或更改航班或轉讓，亦不可退票。 

  （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旅客需與主團體一起辦理機場報到手續。 

◆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按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0 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座位時，恕不提供機場貴賓室服務，且託運行李重 

  依經濟艙標準計算。（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 

◆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 

◆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我們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 

  序申請，謝謝合作。 

特別說明： 

◆中國大陸地區有許多酒店實行綠色環保政策，不再提供一次性個人洗盥用品。建議貴賓們自備好 

  個人用品；如牙刷，牙膏，刮鬍刀，洗面乳，洗髮精，沐浴乳，拖鞋等。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２人１室(兩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 

  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或加床；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需另行加價與無法保証 

  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大陸一般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若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 

  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大陸部分地區機場、車站設備較為落後，造成經常性誤點或班機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 

  致行程延誤，短缺概不得退費，但團體會在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行程，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依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 

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

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

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

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

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七十歲以上之貴賓或長者欲參

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

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 

  顧，所以煩請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 

  少，敬請諒察，敬祝旅途愉快！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大陸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與歐美、紐澳、及東南亞線相提並論，因大陸經濟特殊，且文化背景較一般 

  不同，對觀光事業的認知及重視有限，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 

  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哦。 

◆大陸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品茶壺、茶葉…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 

  購物點(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大陸性。 

◆大陸旅遊禁止事項：不得嫖妓，不得攜帶水果、古董及報紙入出境，儘量不要談論政治及相關話題 

  避免無謂之麻煩。 

◆民航總局發出公告，決定加強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乘坐民航飛機的管理。為確保民航飛行安 

  全，保護旅客的生命財產，民航總局經認真研究並借鑒國際上有關做法，對旅客隨身攜帶液態物品 

  乘坐民航飛機作如下規定： 

  每名旅客每次最多共可攜帶１公升（每瓶容積均不得超過１００毫升）液態物品，經開瓶檢查確認 

  無疑後，方可隨身攜帶乘坐飛機；其他超出部分一律托運。旅客不得隨身攜帶酒類（瓶裝、罐裝）。 

  如確需攜帶，每人每次不得超過２瓶（１公斤），且必須托運，包裝須符合民航運輸規定。 

  因特殊原因需要隨身攜帶的液態物品，如患病旅客攜帶的液態藥品、帶有嬰兒的旅客攜帶的嬰兒飲 

  用品等，經開瓶檢查確認無疑後，可予攜帶。旅客因違反上述規定造成誤機等後果的，損失自負。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大陸民航總局規定，旅客搭機時，部份攜帶物品有個別條件限制如下： 

  行動電源：僅能放置隨身行李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且無標識、無說明、無廠家標示的產品， 

  禁止攜帶，規格 20,000mAh 以下准予隨身攜帶，20,000 ～30,000mAh 需經航空公司核可方可攜帶上 

  機，30,000mAh 以上則嚴格禁止攜帶上機，且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過兩個行動電源。 

  鋰電池：需隨身攜帶上機，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 

  打火機：不得攜帶打火機上機。(台灣出境可攜帶一枚，需隨身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防風 

  式打火機則全面禁止攜帶)  



 

  充電式手電筒全面禁止攜帶(托運或隨身攜帶皆不允許)。 

  冬季如有攜帶暖暖包者，在大陸搭機時不可托運也不可隨身攜帶。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若為包(加)班機行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中第二十七條規範， 

  如因旅客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訂金將不予退還，請注意您的旅遊規劃。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 

  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以上價格已經分攤七 

  十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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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敬 

  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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