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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 16 天遊 (CIT007)
烏魯木齊－吐魯番－敦煌－嘉峪關－蘭州－西寧－西安
第一天：美國－北京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飛往見證中國歷史五千年興衰，盡現中國恢宏氣度的美麗城市─中國的首
都北京。
第二天：抵達北京
今日抵達後，由我公司專業中英雙語導遊接機送往您下榻酒店休息。宿北京。
北京酒店：工大建國 5✰ 或同級 http://www.bjut-hoteljianguo.com/cn/hotelinfo.html
第三天：北京－烏魯木齊
今日搭乘班機飛往烏魯木齊。抵達後遊覽當地最大集市—【巴紮】，晚餐安排烤全羊大餐優於其
它普通旅行社安排於吐魯番之烤全羊餐。
貼心安排：烤全羊
烏魯木齊酒店：美麗華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mirage-hotel.cn/
第四天：烏魯木齊
早餐後前往海拔 1980 公尺有「天山明珠」之稱的【天池】參觀，傳說為西王母娘娘居住之地，
湖水清澈碧透，周圍雲杉茂密，背後是白雪皚皚的【柏格達峰】，湖光山色構成了天池迷人的高
山景色。盛夏時分，天池附近卻很涼爽，是避暑佳地﹔到冬季，這裏又是良好的高山滑冰場。
第五天：烏魯木齊－吐魯番
早餐前往前往中國最低窪地，因氣候炎熱，素有火洲之稱的吐魯番。途中經過【火燄山】，火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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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疆境內著名的佛教石
窟寺遺址之一。柏孜克裏克【千佛洞】始鑿於南北朝後朝，歷經唐、五代、宋、元朝，始終是西
域地區的佛教中心之一。前往【蘇公塔】(額敏塔)塔建成於西元 1778 年，迄今已有 200 多年的歷
史。蘇公塔外部用清一色灰黃色磚砌成，除了頂部窗欞外，基本上沒有使用木料。塔身表面砌疊
十四種不同形狀的幾何圖案，這些維吾爾族傳統圖案，是伊斯蘭教建築風格中寺院雕刻繪畫藝術
的代表。宿吐魯番。
吐魯番酒店：火洲大酒店 4✰ 或同級
第六天：吐魯番－敦煌
早餐後前往參觀【葡萄園】參觀，吐魯番多葡萄、水果乃是此地的特色。參觀世界上唯一的生土
建築城市【交河故城】，此地原為西域三十六國的首都之後前往具交河故城不到一公里的【維吾
爾古村】。古村內的維吾爾族民俗陳列館與傳統民居交相立體地展示了維吾爾族人歷史變遷。新
疆地區特殊灌溉系統【坎兒井博物館】，在吐魯番就有坎兒井近千道，堪與萬裏長城、京杭大運
河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工程。晚餐後乘坐夜臥火車前往敦煌。
第七天：抵達敦煌
今日早晨抵達敦煌，抵達後接您前往賓館用早餐，隨後進房間做洗漱以除去一夜火車的勞累，休
息調整後，我們後遊覽沙漠奇觀【鳴沙山】，騎上沙漠之舟－駱駝，欣賞沙漠的特殊風景，山下
【月牙泉】位處沙漠之中，千百年來未遭流沙吞沒，依然泉水如鏡，成為千古之謎。
貼心安排：騎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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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酒店：敦煌賓館南樓 4✰ 或同級
第八天：敦煌
敦煌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參觀東方藝術寶庫【莫高窟】，洞窟
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西元 366 年)。198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藝
術特點主要表現在建築、塑像和壁畫三者的有機結合上，系統反映了北魏、隋、唐等十多個朝代
的藝朮風格。莫高窟還是一座名副其實文物寶庫。在藏經洞中就曾出土了經卷、文書、織繡、畫
像等 5 萬多件，藝術價值極高。
第九天：敦煌－嘉峪關－蘭州
早餐後前往萬裏長城之終點－【嘉峪關】，沿途可觀賞【大戈壁灘】，在此亦可見時隱時現之海
市蜃樓，隨後抵達有“天下第一雄關”之稱的【嘉峪關城樓】遊覽，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因此，秦漢以來的歷代王朝都在這裏派兵駐防。前往參觀【長城博物館】。晚餐後乘坐夜臥火車
前往甘肅省首府－蘭州。
第十天：蘭州
今日抵達蘭州，參觀【黃河母親塑像】及【黃河第一鐵橋】黃河鐵橋位於蘭州城北的白塔山下、
金城關前，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是蘭州市內標誌性建築之一。前往景泰參觀【黃河石
林】，黃河石林生成於今 400 多萬年的第三紀末期和第四紀初期的地質時代，由於地殼運動，形
成以黃色的河湖相沙礫岩為主、造型千姿百態的石林地貌奇現。“觀音打坐”、“屈原問天”、
“木蘭遠征”、“月下情侶”、“十裏屏風”、“天橋古道”、“一線天”等高達幾十米甚至上
百米的形態各異、千奇百怪的石柱石筍石林景觀隨處可見，在此可搭乘驢車感受當地獨特的交通
方式。
貼心安排：乘驢車感受當地獨特的交通方式
蘭州酒店：藍寶石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lanbaoshihotel.com/
第十一天：蘭州－西寧
今日上午參觀蘭州【劉家峽水電站】及【炳靈寺石窟】，品嘗完正宗蘭州拉麵風味晚餐後，傍晚
搭乘快速列車前往西寧。列車行駛時間約 3 小時。
西寧酒店：青海賓館 4✰ 或同級 http://hotel.tw128.com/3418/hotel_IntroAll.shtml
第十二天: 西寧
遊覽中國第一大內陸鹹水湖－【青海湖】。青海湖古稱西湖，遼闊幽藍，風景壯麗。其面積達
4400 多平方公里，湖面海拔 3260 米。三面環山，雪山、戈壁、大漠、草原、牧場風光交融薈萃，
風景壯麗。途中領略【倒淌河】、【日月山】等奇觀。
第十三天：西寧
上午參觀藏傳佛教寺院－【塔爾寺】。塔爾寺是漢藏結合的古建築群，是達賴和班禪的祖師宗喀
巴的誕生地。参观鎏有 300 多公斤黄金的大金瓦殿，花寺、大经堂等 10 多座殿堂，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塔爾寺的文物極為豐富，寺院的堆秀、壁畫、酥油花被稱為塔爾寺的“藝術三
絕”。下午乘车前往彩虹的故乡－【互助土族之乡】，感受田园生活、观歌舞、吃地道风味餐！
貼心安排：特別安排土家族家庭觀賞歌舞，輪子秋等民間體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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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西寧－西安
上午參觀【北禪寺】，位於西寧市北山，依山傍水、發育完好的丹霞地貌向內凹進，形成大小各
異的奇妙洞穴，素有“九窟十八洞”之稱。之後乘飛機前往西安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西安
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先後有 13 個朝代或政權在西安建都或建立政權，歷
時 1100 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的鼎盛時期。隨後游西安【古城牆】，
【鐘樓】，【大雁塔】。晚餐品嘗餃子宴欣賞仿唐歌舞。
貼心安排：最正宗的是德發長餃子，仿唐樂歌舞
西安酒店：西安天朗時代 5✰ 或同級

http://www.titantimeshotel.com

第十五天：西安
前往有世界第八奇蹟之稱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1974 年，西安市臨潼區村民在打井時發現
了大大小小的殘俑，由此秦始皇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狀況逐漸展示在世人的面前。1979 年規
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隆重開放，舉世罕見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開放後，很快就轟動了中外，被
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秦兵馬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
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們驚嘆不已。 返回後您可逛具有當地特色的【回民一條
街】。
第十六天：西安－北京出境
今日早餐后送機，經由西安轉去離境口岸，結束您難忘的絲綢之路旅程，返回您溫暖的家。

2012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1/3

$2,329

$2,829

加 $580

$360

$100

$3,289

2013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3/23

$2,499

$3,099

加 $650

$360

$100

$3,559

4/13,27

$2,699

$3,299

加 $700

$360

$100

$3,759

5/11,25

$2,699

$3,229

加 $700

$360

$100

$3,759

6/8,22

$2,599

$3,499

加 $700

$360

$100

$3,959

7/6,20

$2,599

$3,499

加 $700

$360

$100

$3,959

8/3,17,31

$2,599

$3,499

加 $700

$360

$100

$3,959

9/14,28

$2,699

$3,299

加 $700

$360

$100

$3,759

10/12,26

$2,699

$3,299

加 $700

$360

$100

$3,759

11/9

$2,499

$3,099

加 $650

$360

$100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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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包括往返國際機票、燃油費、所有的稅、中國境內的交通、酒店（2 人 1 房）、中英
雙語導遊、行程中所列之景點和節目門票、每日的精美飲食三餐（抵達當天不含餐）、旅遊期間
的意外傷害保險，但不包括單人房費。
報名之前，請先看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標準預訂通告”。
兒童費用：十一歲或以下的兒童與兩成人共用一雙人房，不佔床位時，收取成人費用之 75%；若佔床位，則收取成人費用之 90%；十
二歲或以上兒童之收費，與成人同。
機票：表列費用係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由美國洛杉磯(LAX)、舊金山(SFO)機場出發；若由紐約(JFK)機場出發，團費每人加
$100，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如表列。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因航空公司及旅遊目的地而異，且隨時會調整，不另行通知。由其他機場出發，
美國國內機票加價（部份城巿不按一般時區劃分）：
東部時區 (Eastern Time Zone) 加 $350
山區時區 (Mountain Time Zone) 加 $250

中部時區 (Central Time Zone) 加 $350
太平洋時區 (Pacific Time Zone) 加 $100

中國國旅假期取消規矩：取消訂位必須以郵政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恕不接受口
頭通知。取消訂位及費用收取：
A：出發日期 60 天或以上取消者
B：出發日期 45－59 天取消者
C：出發日期 30－44 天取消者
D：出發日期 15－29 天取消者
E：出發日期 3－14 天取消者
F：出發日期 3 天內（包括出發當天）取消者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
$1000 美元
全部團費

無論在出發前多久，若取消訂位或變更訂位時，機票、船票、火車票已開出，或已與相關的單位作了最後
確認，在此情況下，本公司除規定之罰款外，同時将按上述相關單位的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爲了您自己的利益與安心，我們強烈建議您考慮買取消保險。請參考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保險
計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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