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絲路〕一場豐美的盛宴，一個無盡的傳奇!絲路的歷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交流史，再者，從乾旱沙漠中的豐

潤綠洲，到高山中剔透如珍珠的美麗湖泊；從震撼人心的帝國遺蹟，到邊境城市的異國風情，一路上變化萬千的

地貌景觀，身在其中，旅人的眼界無限擴展! 
＊文明交流的一頁傳奇 

漫漫絲路承載著千百年來中西文明交流的傳奇史，中國境內的絲路以古都西安為起點，橫跨陝西、甘肅、新疆三省。藉由政

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演變，推動著歐亞大陸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寫下壯闊的痕跡。 

＊永恆的藝術寶庫佛教文化是由絲路傳進中國其中一項最寶貴的資產，隨著宗教而發展出來的藝術形式，具體表現在絲路沿

線石窟中或莊嚴或生動的雕塑、壁畫上面，是人類文明永恆的瑰寶。行程中造訪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第一的「莫高窟」，領

略佛教於古道絲綢之路之重要地位！ 

＊殊異的自然環境走過古絲路[河西走郎]，地形起伏大，乾燥剝蝕的兵陵、山地突出於平原之上。走廊中間有狹窄的沖積平

原，綠洲散落其間，溝渠交錯，耕地如織，綠洲之間貫穿有戈壁、沙漠，而出了狹窄的河西走廊進入新疆，一片更為廣濶無

邊的大地由此展開。而新疆天山積雪、冰川孕育，高山中則蘊藏許多美麗、靈動的湖泊，從吐魯番窪地到終於積雪的七千公

尺的高山出脈，一路上處處是變化萬千的地貌景觀，身在其中，旅人的眼界無限擴展。 

＊必走的世界文化遺產絲路浴線的文化遺產面貌都極為鮮明，恰好體現了此地區多元豐富的文化發展。此行程中安排西安的

兵馬俑是中原帝國霸權的極致展現，在莫高窟可看到外來佛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與內化，原來世界文化遺產可以離我們這麼

近。 

 
天山天池              火焰山                坎兒井                蘇公塔            巴里坤大草原 

 
白石頭風景區             鳴沙山                莫高窟              酒泉公園             嘉谷關城樓 

P.S圖片摘自網路 

◆景點特色◆ 

◆烏魯木齊–〔國際大巴紮〕、〔天山（含電瓶車）天池（含遊船）〕。 

◆吐魯番–〔交河故城〕、〔火焰山〕、〔吐魯番維族（歌舞表演）〕、〔坎兒井〕、〔葡萄溝〕、〔蘇公塔〕。 

◆哈密–〔八里坤大草原+騎馬〕、〔白石頭風景區〕。 

◆敦煌–〔鳴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敦煌博物館〕。 

◆酒泉–〔酒泉公園〕。 

◆嘉峪關–〔嘉峪關城樓（含電瓶車）〕、〔長城博物館〕、〔懸臂長城〕。 

◆張掖–〔祁連山〕、〔海藏寺〕、〔大佛寺〕。 

◆西寧-〔塔爾寺〕、〔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景區（含遊船）〕。 

◆蘭州-〔黃河母親像〕、〔水車博覽園〕、〔黃河鐵橋〕。 

◆西安-〔回民一條街〕、〔鐘鼓樓廣場〕、、〔兵馬俑〕、〔清華池〕、〔大唐芙蓉園（歌舞秀）〕。 

 
懸臂長城               塔爾寺               日月山              黃河母親像           水車博覽園 

 
黃河鐵橋             鐘鼓樓廣場            回民一條街              兵馬俑               華清池 



 

第一天 金門廈門                  宿：中信酒店或同級★★★★ 

餐 食：早：×       午：×        晚：中式合菜 RMB50/人 

  今日集合於金門「水頭碼頭」搭乘下午 1600豪華客輪前往廈門「東渡碼頭」。抵達後，續前往享用晚

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 廈門烏魯木齊〔MF8275 0915/1550〕      宿: 美麗華 B座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機上精緻簡餐   晚：巴扎歌舞盛宴 RMB168/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續前往「高崎國際機場」搭機飛往「烏魯木齊」，抵達後，帶貴賓您參觀◎【國際

大巴紮】位於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南端的二道橋商業圈，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巴紮（維吾爾語，意為集市、

農貿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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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新疆之窗」。結束後前往享用巴扎歌舞盛宴 

爾後入住酒店。 

第三天 烏魯木齊吐魯番                     宿:火洲大酒店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烤全羊風味 RMB8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天山天池】（含電瓶車）古稱「瑤池」， 是以高山湖泊為中心的

自然風景區，位於阜康縣境內，天池在天山北坡三工河上游，湖面海撥 1，900多米，湖畔森林茂密，綠

草如茵，在天池同時可觀賞雪山、森林、碧水、草坪、繁花的景色。在此安排★（搭遊船）暢遊湖中別

有一番情趣。◎【交河故城】位於吐魯番市以西 13公里，西元前 2 世紀至 5 世紀由車師人開創和建造，

曾是西域 36國之一的《車師前國》的都城，現存遺址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築城市，

也是我國保存兩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遺跡。◎【葡萄溝】最佳品嚐葡萄的地點，而到吐魯番是絕不可錯

過的，「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在葡萄溝漫天蔽日的葡萄藤架下，吃著馬奶子、無核葡萄、珍珠葡

萄、紅葡萄…，真不知這世上是否還有可與之媲美的所在。爾後欣賞◎【吐魯番維族歌舞表演】。結束後

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四天 吐魯番哈密                              宿:加格達賓館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中式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火焰山】火焰山乃六百多年前唐僧玄奘三藏法師前往印度，路

過此地請授佛經之處，是描寫西遊記舞臺之地。◎【坎兒井】坎兒井雖名不起眼，但它卻是將火洲變綠

洲的大功臣，偉大的水利工程在前人的過人智慧中，孕育著這片大戈壁及能歌善舞的維吾爾族子民，與

橫越中國大半江山的萬里長城、縱貫南北的大運河齊名，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之一。◎【蘇公塔】位於

吐魯番市東郊兩公里，整個建築群由古塔和清真寺兩大部分組成的，古塔是一座造型新穎別致的伊斯蘭

教塔，是新疆境內現存最大的古塔，塔下的清真寺是一個目前仍在使用的大型清真寺，寬敞宏大。◎【巴

里坤大草原】（含騎馬）海拔 1650米，雪山晶瑩，松林青翠，雨霧繚繞，變 化莫測。此景被稱為“天

山松雪”。這裏是全疆擁有駱駝最多的地方，而且巴 里坤馬也是新疆的三大名馬之一，在這寬闊平坦的

草場上，遠處牛羊成群，一 派草原美景。◎【白石頭風景區】白石頭海拔 2000公尺，氣候涼爽，空氣

新鮮，景色優美；夏秋之際，綠草如茵，野花競放，泉水淙淙，羊群如飄動的白雲，在此可體驗起碼的

樂趣。而後前往中國最低窪地，因氣候炎熱，素有火洲之稱的-吐魯番地處吐魯番盆地。遊覽結束後前往

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 哈密敦煌                      宿：敦煌國際酒店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雪山駝掌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鳴沙山、月牙泉】，位於敦煌市南郊 7公里，整個山體由細米

粒狀黃沙積聚而成，狂風起時，沙山會發出巨大的響聲，因而得名為鳴沙山，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

中，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月牙泉，山色水光相映成趣，風光十分優美，是一處神奇的漫漫沙漠中的湖水

奇觀。貼心安排貴賓於◎【鳴沙山騎駱駝到月牙泉】，讓您體驗坐著駱駝行走在沙漠中的感覺，無須再

自費。騎上沙漠之舟～駱駝，欣賞沙漠的特殊風景。◎【敦煌博物館】成立於 1979年 10月，前身是縣

文化館考古組。建築面積 2400平方米。該館現藏文物達 4000多件。共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重點展出：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即第 17窟）文書。 第二部分重點展出：漢、三國、晉、隋、唐等時期墓葬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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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主要是石碑、石塔、陶盒、陶鼎、鎮墓獸、蓮花磚、麒麟磚等。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

入住酒店。 

第六天 敦煌酒泉嘉峪關         宿：嘉峪關賓館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汽鍋雞風味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 25公里處，是我國四大石窟之一，迄

今已有 1643年的歷史，現保存完好的洞窟 492個，彩塑 2499身，壁畫 45000平方米，是古建築、雕塑、

壁畫三者相結合的藝術宮殿，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酒泉公園】

又稱「泉湖公園」，位於酒泉市東 2公里，因史傳霍去病西征匈奴，大獲全勝於此，漢武帝賜禦酒以賞，

霍去病以功在全軍，人多酒少，遂傾酒於泉中，與將士共飲，故有《酒泉》之名，現為一座集古典園林、

天然湖、文化遊憩、趣味娛樂於一體的綜合性公園。◎【嘉峪關城樓】（含電瓶車進出）嘉峪關關城是長

城眾多關城中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城關兩側的城牆橫穿沙漠戈壁，北連黑山懸壁長城，南接天下第一

墩，是明代萬里長城最西端的關口，自古為河西第一隘口。關城始建于明洪武五年(西元 1372年)，因地

勢險要，建筑雄偉而有「天下第一雄關」、「連陲鎖鑰」之稱。它由內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線組成重疊

并守之勢，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的軍事防御體系。◎【長城博物館】一

座以長城為主題的博物館，1989年建成開館，集學術、考古研究長城成果資料于一體，呈現中國 3千多

年來，縱橫神州 10萬多里的長城結構，文物資料、故事。◎【懸壁長城】位於嘉峪關關城北 8公里處石

關峽口北側的黑山北坡，距市區約 14公里，屬嘉峪關軍事防禦體系的一部分。 始築於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原長 1.5公里，為片石夾土牆，現存長城 750米，其中有 231 米的黃土夯築城牆攀援於高 150 米，

傾斜度為 45度的山脊上，似凌空倒掛，因而得名“懸壁長城”。而後乘車前往「酒泉市」，古稱肅州，

位於祁連山主峰之下，是古絲路的重鎮，是歷代邊防重鎮，這裏地勢平坦，水源充足，素有「戈壁綠洲」

之稱，是甘肅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與旅遊勝地。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嘉峪關武威張掖             宿: 張也電力賓館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中式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張掖」，抵達後遊覽◎【海藏寺】外已開闢為海藏公園。站在靈鈞臺上，

放眼望去，湖水碧波蕩漾，彎曲的小河清澈見底，沿河兩岸野花盛開，鑽天白楊，婆娑垂柳，風搖蘆葦，

構成一幅動人的畫面，是文物風景結合的遊覽勝地。◎【大佛寺】位於張掖市區，西南大佛寺巷內的臥

佛；創建於西夏永安元年，現所見為清乾隆年間重建。臥佛身長 34.5米，肩寬 17.5米，腳長 4米，耳

朵就有 2米多長，是中國現存涅槃佛像中最大的一尊。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八天 張掖永登西寧              宿: 西寧大廈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中式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西寧」；途觀◎【祁連山】（品嚐苦水玫瑰花茶）風光，「祁連」是匈

奴語「天山」之意，此為古代為避免渡黃河而走之「絲綢之路」南線，是青海東部通往甘肅河西走廊的

一條捷徑，一路上風景民俗絕佳。車過了寶庫鄉進入祁連山淺山處，河谷窪地絢麗多姿，融化了的高山

雪水匯成條條小河，潺潺而下，其景色雄奇旖旎，令人癡迷忘返。續一路上坡，公路兩旁保留有大面積

的原始森林，穿越達扳山隧道，山頂為終年積雪的達阪山，進入世外桃源的門源盆地，草原，雪山、松

林、小溪、草原，景觀層次多樣。門源縣因海拔高，油菜開花晚，夏秋季百里油菜花的金黃，在綠野、

雪山和藍天承托下蔚為壯觀。◎【塔爾寺】位於西寧市西南 25公里處的湟中縣城魯沙爾鎮，是青海省和

中國西北地方的佛教中心和黃教的聖地，整座寺依山疊砌、蜿蜒起伏、錯落有致、氣勢磅礡，寺內古樹

參天，佛塔林立，景色壯麗非凡。塔爾寺的酥油花彫塑也是栩栩如生，遠近聞名。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

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九天 西寧蘭州                     宿:西蘭國際酒店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蘭州拉麵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青海湖】（含遊船）又名「庫庫淖爾」，即蒙語「青色的海」

之意，位於青海省東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內，既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湖泊，也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這裏地

域遼闊，草原廣袤，河流眾多，水草豐美，環境幽靜，就像是一盞巨大的翡翠玉盤平嵌在高山、草原之

間，構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壯美風光和綺麗景色。途徑◎【日月山】古人以為日月由此落

山，日月山東邊是河湟谷地，良田漠漠，西邊是廣闊的草原，風吹草低見牛羊，山腳下有一條河向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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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就是著名的◎【倒淌河】。青海湖位於青藏高原上，距西寧 150公里，面積 4500平方公里，海拔

3200米，湖水冰冷且鹽份很高。青海湖蒙語叫“庫諾爾”，藏語叫“錯溫布”，也就是“青色的湖”的

意思。青海湖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湖泊，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鹹水湖，這裏氣候涼爽。即使在烈日炎炎的

的盛夏，日平均溫度一般都在 15℃左右，是理想的避暑勝地。抵達青海湖畔看湖水波光萬頃，湖中小島

若隱若現，湖邊綠草無垠，野花遍地，景色如詩如畫。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十天 蘭州西安〔班機待告〕             宿:紫金山酒店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中式合菜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黃河母親像】位於蘭州市黃河南岸的濱河路中段，由「母親」

和「男嬰」組成，分別象徵了哺育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撓的黃河母親，和快樂幸福、茁壯成長的

華夏子孫。◎【水車博覽園】蘭州水車是一種利用黃河水流自然的衝擊力的水利設施，為再現水車這一

古老的灌溉工具，1994年由蘭州市旅遊局聘請特級木工高啟榮製作建造，是最具蘭州地方特色的景點之

一。◎【黃河鐵橋】舊名「鎮遠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素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建於西

元 1907年，後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改名為「中山橋」，是蘭州市內標誌性建築之一。爾後前往「機場」

搭機飛往「西安」陝西省的省會古稱長安，為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堪稱中國古代社會的天然歷

史博物館，先後有西周、秦、西漢、隋、唐等十二個朝代在此建都，是中國六大古都之一。抵達後帶貴

賓您前往遊覽◎【鐘鼓樓廣場】鐘樓位於西安市中心，建於明萬曆十年，它的面積為 1377.64 平方公尺。

基座方形，用青磚砌成，為三屋簷，四角頂的木構建築形式，覆於深綠色的琉璃瓦，青綠彩繪，整個建

築顯得金碧輝煌。鼓樓與鐘樓相伴，令人不禁感受古時那暮鼓晨鐘的情景，是多麼壯觀啊！◎【回民一

條街】西安市區回族聚集地，您可以發現許多穆斯林特別的生活景象，回民小吃等。遊覽結束後前往享

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十一天 西安                       宿:紫金山酒店或同級★★★★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秦皇禦膳 RMB40/人    晚：烤鴨風味 RMB4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帶貴賓您遊覽◎【兵馬俑】（含電瓶車）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個類別。古代

實行人殉，奴隸是奴隸主生前的附屬品，奴隸主死後奴隸要爲奴隸主陪葬，是殉葬品。兵馬俑即製成兵

馬（戰車、戰馬、士兵）形狀的殉葬品。秦始皇兵馬俑(一說爲宣太后)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軍事

博物館。俑坑佈局合理，結構奇特，在深 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 3米架起一道東向西的承重牆，兵馬俑

排列在牆間空檔的過洞中。秦陵內共有 3個兵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秦始皇兵馬俑發掘於 1974年，現

已發現的三座坑中，以一號坑最為龐大，這些兵馬俑與真人同大，置身其中，不禁令人對始皇帝更加肅

然起敬。◎【華清池】此池自三千多年前起，歷周、秦、 漢、唐歷代帝王青睬，在此修建湯池避寒洗浴，

其中又以唐玄宗擴建的規模為最並易名為「華清池」，此名沿用至今。華清池因唐玄宗與楊貴妃衍生「春

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聲名大噪，自入口處進入景區就見到波光蕩漾的九龍湖 ，湖中

立著貴妃入浴的漢白玉雕像。◎【大唐芙蓉園】建築面積 10萬平方米，擁有全 球最大的水景表演，全

球最大的戶外香化工程，全國最大的防唐皇家建築群。在此可觀看到地道的高蹺表演、秦腔表演、皮影

戲表演以及舞獅表演等，以及 全球最大的水幕電影(寬 120公尺 x20公尺)，音樂噴泉、鐳射、火焰、水

雷、水 霧等為一體的世界級大型現代水體景觀。大唐芙蓉園，創千年之盛舉，還盛唐之風貌。爾後欣賞

◎【夢回大唐】歌舞表演，是現代唐風樂舞之登峰造級的精粹。「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盡看芙蓉園」。

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十二天 西安廈門金門〔MF8218 1150/1455〕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機上精緻簡餐      晚：× 
  晨喚！享用早餐後，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廈門「高崎國際機場」，抵達後，隨即前往廈門「碼頭」

搭乘豪華客輪返回「金門」溫暖的家，結束此趟愉快的古絲路之旅。 

1、報  價：現金價 NT        元/人   單人住宿：加 NT     元 

2、不  含：護照、台胞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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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早餐 11午

餐 11晚餐、11晚房（2 人 1室）、所列風味、廈門→烏魯木齊；蘭州→西安；

西安→廈門機票及稅、師父導遊費、500萬履約責任險、200萬意外險＋3萬

醫療險、大陸 RMB30萬意外險、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全程 NO S/P。  

5、風  味：大盤雞風味 RMB40元/人；巴扎歌舞盛宴 RMB168元/人；烤全羊風味 RMB80 

           元/人；雪山駝掌 RMB40元/人；汽鍋雞風味 RMB40元/人；蘭州拉麵 RMB40 

           元/人；秦皇禦膳 RMB40元/人；烤鴨風味 RMB40元/人；其餘中式合菜 RMB40 

           元/人。 

6、贈  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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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謝謝! 

金吉祥假期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號（金門國民黨部旁）2011.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