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吉祥假期： 南疆 

         塔克拉瑪干沙漠、喀什噶爾古城、帕米爾高原 9 日
新疆——這是一生中一定要前往旅遊的地方！ 

出團日期 2017年 10月 14-22日 

★行程特色★ 
●【塔克拉瑪干沙漠】僅次於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維吾爾語含有兇險

可怕的意思。它大約蘊涵了三層意思：一是“過去的家園”，後來由於荒漠化而淪為大沙漠；二是“埋

葬珍寶的地方”，這裡流傳著一個類似阿裏巴巴“芝麻開門”的神話故事；三是“進去了出不來”。

所以人們通常又稱它為“死亡之海＂。 

●【天山神秘大峽穀】是我國罕見的自然風景奇觀。山南麓群山環抱中的天山神秘大峽穀，集人間峽

穀之妙，兼天山奇景之長，蘊萬古之靈氣，融神、奇、險、雄、古、幽為一體。景異物奇，令人神往，

為古絲綢之路黃金旅遊線上新增了一顆璀璨的明珠。 

●【克孜爾千佛洞】地屬於龜茲古國的疆域範圍，是龜茲石窟藝術的發祥地之一，其石窟建築藝術、

雕塑藝術和壁畫藝術，在中亞和中東佛教藝術中占極其重要的地位。 

●【核桃王樹】傳說是三藏法師當年親手所栽，經考證，該樹已有 560 多年歷史，當屬元代的果樹，

堪稱老壽星。 

●【香妃墓】它坐落在喀什市東郊 5 千米的浩罕村,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蘭古建築群，也是伊斯蘭教聖

裔的陵墓，據說墓內葬有同一家族的五代 72 人(實際只見大小 58 個墓穴)。 

●【艾提尕爾清真寺】這是一個有著濃鬱民族風格和宗教色彩的伊斯蘭教古建築群，坐西朝東。在每

年的伊斯蘭教重大節日古爾邦節當天，從四面八方趕來做禮拜的維吾爾族群眾聚集在清真寺前二、三

平方公里範圍，保守的估計有 5 萬人。 

●【喀什噶爾老城】是一處保存完整的以伊斯蘭文化為特色的“迷宮式”城市街區。是集維吾爾歷史、

文化、建築、民情習俗的人文景觀和建築奇觀。 

●【國際大巴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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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體現了濃鬱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第一天 金門—廈門✈烏魯木齊      MF8275 1705/0025                        
今日集合於水頭碼頭，前往廈門轉搭飛機至新疆省會─烏魯木齊。烏

魯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它位於天山北麓，環山帶水，沃野

廣袤，世居在這兒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為“烏魯木齊”，意為“優美的

牧場”。烏魯木齊是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是亞洲的地理中心，

也是舉世聞名的古“絲綢之路”新北道的必經之路。約佔全國面積的

1/6，是我國面積最大的一個省區。新疆屬典型的溫帶大陸性乾旱氣

候，年均天然降水量 155 毫米。區內山脈融雪形成眾多河流，綠洲分

佈於盆地邊緣和河流流域，綠洲總面積約佔全區面積的 5%，具有典

型的綠洲生態特點。 

【溫馨提示】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作息時間晚中原時間 2 小時(時區的關係)，但全中國統一為一個

中原標準時間，旅程中的作息時間貴賓們請依照導遊宣佈的時間進行。 

 

 餐 食 早餐: XXXX 午餐: 廈門風味 50 晚餐: 飛機上 

  
 住 宿 5★海德大酒店或同級 

  

http://baike.baidu.com/view/84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848.htm


 

第二天烏魯木齊庫爾勒(行程 470 公里、大約 6-7 小時)                             
安排景點：遠眺達阪城古鎮、達阪城風力發電站、中國聚寶盆—鹽湖、鐵門關 

【庫爾勒】香梨的故鄉，很多人沒到過新疆，沒到過庫爾勒，但都知道聞名遐邇的庫爾勒香梨。庫爾

勒綠洲，是全國著名的庫爾勒香梨產地。香梨因汁多香甜而聞名全世。 

【鐵門關】鐵門關位於庫爾勒市北郊 8 公里處，扼孔雀河上游陡峭峽穀的出口，曾是南北疆交通的天

險要衝，古代“絲綢之路”中道咽喉。晉代在這裏設關，因其險固，故稱“鐵門關”，列為中國古代

二十六名關之一。謝彬《新疆遊記》中有“兩山夾峙，一線中通，路倚奇石，側臨深澗，水流澎湃，

日夜有聲，彎環曲折，時有大風，行者心戒”的記述。《水經注》中稱鐵門關所在的峽穀為“鐵門關”，

後人叫它“遮留穀”。鐵門關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關旁絕壁上還留有“襟山帶河”4 個隸書

大字。如今關旁山坡上還留有古代屯兵的遺址。西漢張騫銜命出使西域曾路經鐵門關，班超也曾飲馬

於孔雀河，故而人們又稱孔雀河為“飲馬河”。唐代邊塞詩人岑參登鐵門關曾賦詩一首：“鐵關天西

涯，極目少行客，關旁一小吏，終日對石壁，橋跨千刃危，路盤兩崖窄。試登西樓望，一望頭欲白”。

這首詩，真實而生動的描繪出了鐵門關的險峻，前涼楊宣部將張植進屯鐵門關，擊敗焉耆王龍熙於遮

留穀。鐵門關還流傳著“塔依爾與卓赫拉”的民間傳說故事。傳說古焉耆國王的公主卓赫拉和牧羊人

相愛，陰險毒辣的丞相卡熱汗唆使國王抓了塔依爾，並欲將他處死，卓赫拉得知後，機智地設法救出

了心上人，丞相發現後立即派人追趕。這對情人夜奔出關時，不幸連人帶馬墜入了深澗。後人為緬懷

這對為愛情和自由而死的戀人，在鐵門關對面公主嶺上造了塔依爾與卓赫拉的“麻紮”。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酒店自助 88 

  
 住 宿 5★梨城花園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庫爾勒庫車 (行程 280 公里、大約 4 小時）                               
安排景點：天山神秘大峽穀、庫車大寺 
【天山神秘大峽穀】天山神秘大峽穀位於獨庫公路旁，是天山支脈克
孜利亞山中的一條峽穀。維語中，“克孜利亞”意爲“紅色的山
崖”。那些紅褐色岩石正是在億萬年的風雕雨刻之下，才形成今日的
“神秘大峽穀”。站在谷底仰視高山，只覺得陡峭的峰巒似乎隨時隨
刻都會壓將下來，令人眩暈。可媲美美國大峽穀，歷經萬年的風雨剝
蝕、山洪沖刷而成，是我國罕見的自然風景奇觀。 
【庫車大清真寺】是信奉伊斯蘭教的人民群眾做禮拜的宗教場所。伊
斯蘭教在庫車傳播後，約在 15 世紀營建此宗教建築，大寺座落在庫
車縣舊城黑墩巴紮，距庫車縣新城約四公里，是新疆境內僅次於喀什
艾提尕爾清真寺的第二大寺。 
【溫馨提示】：這天遊覽天山神秘大峽穀，往返大約 3 公里，沒有代步工具，請穿舒適的平底鞋、可以
帶手杖。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羊排風味 50 

  
 住 宿 5★庫車飯店或同級 

  

第四天 庫車和田 (行程 660 公里、大約 8/.5 小時)                                 
安排景點：穿越第二條塔克拉瑪干沙漠、玉龍喀什河風光、千米葡萄長廊、核桃樹王、 

【塔克拉瑪干沙漠】整個沙漠東西長約 1000 餘公里，南北寬約 400 多公里，總面積 337600 平方公里，
是中國境內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僅次於撒哈拉沙漠，故被稱為“塔克拉瑪幹大沙漠”，
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動沙漠，流沙面積世界第一。塔克拉瑪幹腹地被評為中國五個最美的沙漠之一。
第二條沙漠公路於 2005 年 6 月開建，2007 年 11 月建成，全長 424 公里，其中沙漠路段 407 公里，是
縱貫塔克拉瑪幹沙漠的第二條公路、217 國道的延長線，總投資人民幣 7.9 億元。公路北起阿克蘇地
區的阿拉爾市南口鎮，終點為和田市玉龍喀什鎮，屬中國二級公路。從阿克蘇至和田，汽車行駛沙漠
公路比繞經 314、315 國道，可縮短一半的行車時間。 



 

【核桃王】該樹已有 560 多年的歷史，當屬元代的果樹，堪稱老壽星。歷經數百年風雨滄桑，核桃王
仍以其高大偉岸，枝繁葉茂，蒼勁挺拔的雄姿，展現在遊客面前，給人一種深邃悠遠，歡暢淋漓的美
感。該樹獨佔一畝天地，樹高 16.7 米，樹冠直徑 20.6 米，主幹周長 6.6 米，冠幅東西長 21.5 米，南
北寬 10.7 米，樹型大致呈 V 字型，整個大樹主幹五人合抱圍而有餘。由於年代久遠，主樹幹中間已空，
形成一個上下連通的“仙人洞”，洞底可容納四人站立。入口直徑 0.74 米，出口直徑 0.55 米，可容
遊人從洞口進入，順著主杆從樹丫上端出口處爬出。細看樹幹皮色，粗糙而深沉，恢宏而古老，像畫
家筆下凝重蒼勁的色彩，形狀奇特，氣勢雄偉。離樹王 12 米處其根又長出一棵核桃樹，形狀酷似老樹
王，身軀也呈 V 字型。細看去，酷似一對情深意濃的人間母子。核桃王年產核桃 20000 餘顆，所產核
桃以個大皮薄，果仁飽滿百著稱。 目前這裏已建立了核桃王公園，參觀者絡繹不絕。 
【千里葡萄長廊】和田縣巴格其鎮的農民為節省耕地，利用農田道路，將葡萄種在道路邊上，枝蔓架
在道路上方，多占天少占地。80 年代初，和田縣將這一創舉大力推行，並進行了統一規劃，到目前為
止，全縣葡萄長廊達 1500 多公里。利用農田道路建成千里葡萄長廊，創造了葡萄栽培史上的奇跡，成
為和田縣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蔥綠茁壯而又生機勃勃的葡萄長廊綿延千里，蔚為壯觀，徜徉其間，腳
下是鄉間小路，頭頂翡翠般的葡萄，一派田園景色，使人猶入仙境。 
【玉龍喀什河】數千年來流淌著無數神話和希望，是帶給和田人生命和財富的母親河。近年來，其上
游連綿 80 多公里兩側都是夢想發財的采玉人。集中的 20 多公里河邊上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坑壕，有的
深達十幾米，縱橫交錯，猶如發生了一場戰爭。40 多台大型機械還在不停地推土挖坑。每天有 5000
多名來自和田、昌吉、喀什、阿克蘇、克州的人在挖玉石，最多時達到 2 萬人。 
【溫馨提示】：這天要前往沙漠遊覽，如若有風的話會沙塵漫天，請事先準備好口罩以備不時之需。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漢餐風味 50 

  
 住 宿 4★華豫大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和田喀什 (行程 520 公里、大約 6 小時)                                
安排景點：玉石巴紮、和田手工地毯廠、英吉莎小刀作坊、莎車王陵 

【玉石巴紮】和田美玉甲天下，初次到和田辦事或旅遊的人，都要買
幾塊和田玉。買玉除了去市區大大小小的玉器店外，就是去和田“玉
石巴紮”了。如今的和田玉石巴紮早已遠近聞名，其含義也遠遠超出
了“玉石市場”的稱謂，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奇珍異寶皆匯聚於此。 
【手工地毯廠】與和田玉、艾德萊絲綢並稱為“和田三寶”，和田手
工羊毛地毯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是當地維吾爾族群眾勤勞和智慧
的結晶。手工地毯的原料採用優質的和田羊羊毛，按照民間傳統工藝
紡線、染色，然後編織成色澤豔麗、圖案美麗的純羊毛地毯。手工地
毯分為彩色和本色兩種。彩色地毯是把和田羊羊毛用染料染成不同的
顏色，根據圖案需要編織而成，這種傳統的染色方法既可使羊毛不褪
色，又可防止蟲蛀；本色地毯是利用和田羊毛本身的色澤編織圖案各
異的地毯，不添加任何染料。 
【英吉沙】在新疆最富盛名的刀具當屬有悠久歷史的英吉沙刀，它的
製作工藝最為考究，歷史也最為悠久，所以也可以說它是新疆刀飾的
鼻祖了。是上等的饋贈佳品或珍藏品。英吉沙小刀是新疆維吾爾族的
手工藝品，具有濃厚的維吾爾族風情，幾乎是人人攜帶，形影不離。
以及著名的的傳統手工藝品，造型別致，製作精巧，既可作刀具，又
有藝術欣賞價值，是頗具特色的絲綢之路旅遊紀念品。英吉沙小刀多
數為彎刀，刀把有木質的、角質的、銅質的、銀質的，非常講究。無論哪一種刀把，英吉沙的工匠們
都要在上面鑲嵌上色彩鮮明的圖案花紋，有的甚至用寶石來點綴，玲瓏華貴，令人愛不釋手。 
【莎車王陵】即阿勒屯魯克麻紮，王陵本是葉爾羌汗國國王家族的陵園，由禮拜寺、墓地和阿曼尼莎
汗紀念堂三部分組成。初建於 1533 年，本是葉爾羌汗國第一任汗王蘇丹·賽義德的陵園，後來因第二
代可汗拉希德以及著名的阿曼尼莎汗也葬於此，逐漸成為汗國王族的陵園。阿曼尼莎是維吾爾音樂詩
史十二木卡姆的創始人及十二木卡姆音樂的整理者，如今因十二木卡姆音樂劇的推廣，使得阿曼尼莎
墓之名淩駕陵王陵。該陵墓外形為方體圓頂，兩層柱簷伸向體外，內為穹頂。整個建築以白色為主調，
顯得潔雅聖嫻。整個位區建築面積 5000 平方米。陵園內牆和“必修克”(墳墓)外壁以石膏雕塑圖案和
銘文，不僅顯得華麗，也更加顯示出了它在建築藝術方面的特性，充分表現了莎車在葉爾羌汗國時期
的文化及建築風格。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8679.htm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大盤雞風味 50 

  
 住 宿 5★月新錦江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喀什阿克蘇 (行程 500 公里、大約 6-7 小時)                            
安排景點：艾提尕爾清真寺、阿派克霍加墓（香妃墓）、喀什大巴紮（星期天巴紮）、喀什噶爾老城 

【艾提尕爾清真寺】該寺坐落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的艾提尕爾
廣場西側，占地 25．22 畝，它不僅是新疆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也是
全國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這是一個有著濃鬱民族風格和宗教色彩
的伊斯蘭教古建築群，坐西朝東。大寺正門色彩淺綠，紋飾精美，高
大的門樓則為磚紅色，整體風格鮮明。在每年的伊斯蘭教重大節日古
爾邦節當天，從四面八方趕來做禮拜的維吾爾族群眾聚集在清真寺前
二、三平方公里範圍，保守的估計有 5 萬人。 
【香妃墓】它坐落在喀什市東郊 5 千米的浩罕村,這是一座典型的伊
斯蘭古建築群，也是伊斯蘭教聖裔的陵墓，占地 4.8 公頃（72 畝）。
整個陵園是一組構築得十分精美宏偉的古建築群，其中包括陵墓、教
經堂、大禮拜寺、門樓等。陵墓是建築群的主體。外面用綠色琉璃磚貼面，陵墓廳堂高大寬敞，無樑
柱。築有半人高的平臺，平臺上排列著墳丘，墳丘是用白底蘭花琉璃磚砌成，晶瑩素潔。 據說墓內葬
有同一家族的五代 72 人(實際只見大小 58 個墓穴)。第一代是伊斯蘭著名傳教士玉素甫霍加。他死後，
其長子阿派克霍加繼承了父親的傳教事業，成了明末清初喀什伊斯蘭教“依禪派”著名大師，並一度
奪得了葉爾羌王朝的政權。他死於 1693 年，亦葬於此，由於其名望超過了他的父親，所以後來人們便
把這座陵墓稱為“阿派克霍加墓”。 傳說，埋葬在這裏的霍加後裔
中，有一個叫伊帕爾汗的女子，是乾隆皇帝的愛妃，由於她身上有一
股常有的沙棗花香，人們便稱她為“香妃”。香妃死後由其嫂蘇德香
將其屍體護送回喀什，並葬于阿帕霍加墓內，因而人們又將這座陵墓
稱做香妃墓”。不過據考證，香妃並沒有葬在這裏，她確切的葬地是
在河北遵化清東陵的裕妃園寢。 
【喀什噶爾老城】是喀什葛兒的靈魂，它代表了這個城市古老的過
去，平靜的現在，如果幸運，它必將代表未來。 喀什古城，原稱疏
勒，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恰薩和亞瓦格所在地的喀什古城應
是喀喇汗王朝王都的遺址，據今已有 800 多年的歷史。走進老街巷，
在約 2 平方公里左右的範圍裏，2.3 萬居民聚居疊住，兩三百條巷道交錯密織。  
【溫馨提示】：這天要進入清真寺參觀，請注重著裝，並且艾提尕爾清真寺裏沒有女士洗手間。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歐日達風味 50 

  
 住 宿 4★阿克蘇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阿克蘇庫爾勒  (行程 500 公里、大約 6-7 小時)                          
安排景點：克孜爾千佛洞、 
【克孜爾千佛洞】洞窟開鑿於木紮爾特河畔爾達格山崖壁上，目前是新
疆最大一處石窟群，也是我國最早開鑿的石窟。克孜爾千佛洞大約始建
於 3～4 世紀，或者更早一些；盛期在 6～7 世紀；8 世紀末吐蕃佔據龜
茲後逐步廢棄，其相繼營造的時間達五六百年之久。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新疆湯飯風味 50 

  
 住 宿 5★梨城花園大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庫爾勒烏魯木齊                                                     

http://baike.baidu.com/view/84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8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4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851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5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87.htm


 

安排景點：二道橋國際大巴紮、紅山公園 

【國際大巴紮】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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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巴紮占地面積 39888 平方米，總建築

面積 10 萬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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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 歡送晚宴+烤全羊 120 

  
 住 宿 5★海德大酒店 

 

第九天  烏魯木齊—廈門—金門    MF8276 0755/1415                         
 
整理好行裝後，讓我們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廈門，抵達後搭船返回金門，為此次神秘新疆之旅畫上完美

的句點。結束這趟愉快、難忘的深度之旅。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飛機上 晚餐:××× 

  
 住 宿 溫暖的家！ 

1、報價：現金價 NT   元（預報價格） 單人住宿：加 NT.元 

2、不含：護照、台胞證、行李小費、個人電話費、床頭小費。           

3、  含：金門廈門來回船票、兩地清潔費、景點大門門票、用車、8早餐 8

午餐，2飛機簡餐，7晚餐、8晚房（2 人 1室）、所列風味、廈門、

烏魯木齊來回程機票及稅，師父，導遊小費、500萬履約責任險、

200萬意外險＋20萬醫療險、大陸、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NO/SP  

5、風味：。 

6、贈送：每人每天二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落單客人或單人住宿一間房，麻煩請補單房差，謝謝!! 
★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

理。謝謝! 
★ 65歲以上扣船票 350元 
★ 大陸西北地區飲食，牛，羊肉較普遍，如有不吃者請提前告知。 
★ 新疆維吾兒族因宗教信仰不同，有些餐廳不供應（大肉）請見諒。 
◎如不隨團搭船請事先告知.方可退船票。 
◎本售價已均攤 65 歲以上長者及 12 歲以下兒童之優惠價，如遇現場景點門票
有價差產生將不另行退費，請見諒 。 
◎中國大陸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因此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以
備不時之需。     

金吉祥旅行社有限公司電話：082-328855 .傳真 082:324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