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絲路(3 區域)《世界文化遺產》新疆: 哈密(魔鬼城) 烏魯木齊(天山/天池) 吐魯番(交河故城) 中國的麥加(吐峪
沟麻扎村) / 甘肅: 河西四郡(敦煌-莫高窟、張掖-五彩城、武威、酒泉) 嘉峪關 / 古絲路寧夏: 中衛(騰格里沙漠
-沙坡頭、九曲黃河) 青銅峽(一百零八塔) 銀川(西夏王陵-東方金字塔) 十一天四飛直航團
(航空公司 CA/CZ/HX/MU/FM/3U/HU/JD/8L/GS/ZH 定期航班) (團號 NUN-11-DW2)
出發日期：
成人收費：
小童收費：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單人房附加費：
絲綢之路介紹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有一條東起中國古都長安、西至地中海之濱，橫跨亞歐大陸的陸上商貿大道 - 絲綢
之路，這條道路連繫了世界上最古老的文明古國 - 中國、印度、埃及、巴比倫，對這些沿線各國的經濟發展、文化交流產
生了非常深遠的影響，絲綢之路是一條溝通中西方經濟、文化、思想的大動脈。
特別推介景點
(01) 堪稱「中國第一土莊」這裡提到的麻扎村就是新疆現存最古老的維吾爾村落，寧靜的存在了 1700 多年，當地的居民
宛如與世隔絕，這裡人家沒有電視，只有一個公共的播音機在電線桿上，整點時會播報一些關於伊斯蘭膜拜的事宜。這座
古老的村莊，沒有鋼筋水泥，只有黃黏土建造的房子，有的窯洞更是依靠著山坡挖掘而成。早期的居民根據當地的自然環
境和生存需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充分並巧妙運用黃黏土造房，集生土建築之大成，是目前中國少數保存完好的生土
建築群，堪稱「中國第一土莊」。
(02) 張掖五彩城城丹霞地貌—大自然的傑作走進五彩城就像走進一個夢幻世界，光怪陸離的色彩從四面八方向你湧來，那
麼明快、那麼強烈、那麼豐富多彩，真讓你感到目眩。你順著山勢舉目展望，那些或大或小、錯落有致的山岡無不被豔麗
的色彩纏裹著，呈現出千姿百態、撲塑迷離的景象。你真疑心這眼前世界是某個抽象大師所繪的不朽畫卷。其實，五彩城
完全是大自然的傑作。
(03) 高級住宿: 五星級標準 準華淩雅高美爵大飯店或溫德姆大飯店或同級。
(04) 遊覽：中線絲路(新疆、甘肅) 這團增加古絲路文化景觀(寧夏)。
免收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及沒有去購物店！
天數
住宿
早餐
午餐
晚餐
1
五星級標準華淩雅高美爵大飯店或溫德姆大飯店或同級



2
四星級標準吐魯番麥西萊甫風情莊園或交河莊園或同級

寬帶麵
烤羊
3
四星級標準鄯善萬洲樓蘭大酒店或同級



4
四星級標準哈密加格達賓館或哈密賓館或同級
 新疆素抓飯
大盤雞
5
五星級標準敦煌陽華夏國際大酒店或富麗華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五星級標準酒泉賓館或天脈緣酒店或嘉峪關廣場假日大酒店或嘉峪關國際
6


酒泉氣鍋雞
大酒店或開通大廈或同級
7
武威西涼大酒店或同級或張掖鼎和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張掖小飯

8
四星級中衛隆城大酒店或同級


黃河鮮魚
9

清真風味
四星級標準銀川昊王國際酒店或賀蘭國際飯店或金座酒店或巨力六盤紅飯 
店或青銅峽龍海賓館或同級
10


回族風味
11
溫暖的家
餐盒



第一天：香港  成都或北京或上海或其他口岸  烏魯木齊或銀川
請於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航班櫃檯前集合，乘客機往成都
或其他口岸。轉乘民航客機飛往烏魯木齊(可能會經停一站)。
(口岸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準，請參考備註)。新疆維吾爾族
自治區首府－烏魯木齊(舊稱迪化,位於北疆)，為新疆的政治、
文化、商業、交通中心。
第二天：烏魯木齊(天山-天池-含電瓶車)—路經柴窩堡風車風
光—路經新疆鹽湖(分不出天與地)—吐魯番
早餐後，乘車往位於天山第二峰--博格達峰之下的天池;海拔兩
千米,池水碧清,雪峰倒影,松杉豐密,更有一派歐陸景色。之後往
絲路中道的重點“吐魯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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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吐魯番(交河故城、坎兒井、蘇公塔、葡萄溝、火焰山)—(一般絲路不會安排的景點)中國的麥加(吐峪
沟麻扎村)—鄯善
早餐後，首先到達交河故城.交河故城是古西域三十六國之
一的車 師前國的都城，現存遺址均屬唐代時期建築群落，
是目前全國現存面積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生土建築遺址。
《漢書西域傳》記載：車師前國，王治交河，河水分流繞城
下，故號交河。繼往火燄山。火燄山由紅砂岩組成，高約
500 米。之後參觀地下引水河--坎兒井，這是一項上千公里
的淡水地下河工程，此處瓜果豐盛，林木扶疏都是由這個偉大工程所帶來。繼遊形態奇特的蘇公塔。之後往盛
產所謂「吐魯番的葡萄」的葡萄溝。葡萄叢林遍野，佳果纍纍，綠香氤氳，葡萄架下陰涼清爽，優哉悠哉的吃
新鮮摘下的佳果，真是一大快事啊。之後往千年歷史的維吾爾神祕古老村落 吐峪溝麻扎村。
第四天：鄯善—哈密(東天山自然奇觀—魔鬼城)
乘車或動車前往哈密，途經鄯善往被稱為“西域襟喉，中華
拱衛＂，“中原門戶，嘉關鑰匙＂新疆其中一大城市哈密進
發，哈密歷史悠久，早在六、七千年前，這裏就有人類活動。
現居住維吾爾、哈薩克，漢、回、蒙等二十六民族。哈密古
稱昆莫，由元朝改稱哈密。首先乘車前往魔鬼城，由於魔鬼
城神秘莫測，不熟悉地形的人若遇風暴，有迷失方向的危
險，在哈密屬於特殊的地理環境，它是經過漫長的風蝕自然
而形成的。在魔鬼城可以看到那些酷似城堡、殿堂、佛塔、
碑、人物、禽獸形態各異的景觀、令人眼花繚亂的陡壁懸崖、
以及混跡岩礫中五光十色的瑪瑙、隨處可見的矽化木、枝葉清新的植物化石，偶爾可獲得象恐龍蛋化石的小圓
石頭，海生的魚類化石、鳥類化石，當夜幕降臨時有時會聽到鬼哭狼嚎令人髮指的嘶叫，因此才被人們稱之為
“魔鬼城＂。
第五天：哈密—星星峽—敦煌(騎駱駝或乘環保車鳴沙山、月牙泉)
乘車或火車前往有『絲路明珠』之稱的敦煌柳園。途經星星峽。星星峽並非峽穀，而是隘口。它是由河西走廊
入東疆的必經之處。素有新疆東大門“第一咽喉重鎮＂之稱。之後遊覽著名的鳴沙山，鳴沙山位於敦煌以南 7
公里,東西長 45 公裏,南北寬 25 公里,靜止時相當穩定,當人從沙山高處滑下,沙隨人落,會聽到隆隆的響聲,故曰鳴
沙山.月牙泉位於鳴沙山環繞之中,因泉水形似月牙而得名.此泉歷經數千年形狀不變、泉水不枯,成為沙漠中的一
大奇觀(如有需要自理：滑沙約 20 人民幣/次 防沙鞋套約 15 人民幣/雙)。
第六天：敦煌(莫高窟)—嘉峪關(城樓-含電瓶車)—酒泉
早餐後乘旅遊車前往有著名莫高窟。(又稱千佛洞)位於鳴沙
山東麓的壁崖上.此窟始建於公元366年(前秦建元二年)經歷
代不斷擴建及重修,現保留元代以前十個朝代的洞窟492個,壁
畫四萬五千多平米,彩塑像二千身,是世界現存佛教藝術最偉
大的寶庫。之後乘旅遊車往南臨祁連，北連馬鬃，地勢險要，
建築宏偉，是萬里長城的尾端,號稱「天下雄關」的嘉峪關，
城牆的基礎勒角由石條砌成，城牆上部用磚砌，分內城、外
城。城東、西各有一城門和城樓，飛閣凌空，遙遙相望，建
築精緻、堅固。晚膳後返回住宿酒店。
第七天：酒泉(西漢勝景-酒泉公園)—張掖(五彩城-丹霞地質公園、張掖大佛)—武威
早餐遊覽著名酒泉公園。園內垂柳成蔭、湖光鑒人，處此塞
上西北之地，觀此情景不禁令人懷疑是否到了江南水鄉，園
中有一泉與酒泉之得名密不可分，據說以此泉水釀酒，酒味
妙不可言，西漢霍去病大將軍曾駐兵於此。後乘車沿河西走
廊前赴張掖。抵達後往五彩城。走進五彩城就像走進一個夢
幻世界，光怪陸離的色彩從四面八方向你湧來，那麼明快、
那麼強烈、那麼豐富多彩，真讓你感到目眩。你順著山勢舉
目展望，那些或大或小、錯落有致的山岡無不被豔麗的色彩
纏裹著，呈現出千姿百態、撲塑迷離的景象。你真疑心這眼
前世界是某個抽象大師所繪的不朽畫卷。其實，五彩城完全是大自然的傑作。繼往張掖參觀大佛寺，大佛殿里
是釋迦牟尼的側身涅槃像。臥佛是木胎泥塑，金裝彩繪。之後乘旅遊車沿河西走廊前赴武威，古稱“涼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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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絲綢之路上的重鎮，全國歷史文化名城。河西走廊介於祁連山、合黎山、馬鬃山之間，是一片坦蕩高原，以
在黃河之西而得名，又稱為甘肅走廊。在中國地形上，甘肅走廊是北部高原的一部份，海拔約一千至一千五百
公尺。這裡由於雨量稀少，沙漠、草原的面積寬廣。該走廊成為內地和新疆的天然孔道。
第八天：武威(雷臺—馬踏飛燕)—(第八天至第十二天是一般絲路不會前往的西夏之旅)中衛(高廟)
早餐後前往武威參觀雷台東漢墓,此墓出土於一九六九年。在此墓可參觀到稀世珍寶「馬踏飛燕」
。武威(古稱涼
州)，北臨長城，南靠雪山，地勢雄壯，境內川渠交錯，灌溉便利，物產豐饒，有「塞上江南」稱號。之前乘
旅遊車往前往中衛，沿途欣賞騰格里沙漠的邊緣風光。“長天飛沙，一望無際＂的景象就在眼前。之後往高廟。
其殿宇精巧，重檐緊密，樓閣奇特，集儒、道、佛于一廟。
第九天：中衛(騰格里沙漠風光、沙坡頭-包門票、觀九曲黃河、園區自由活動)—青銅峽(一百零八塔)—銀川
早餐後遊中國三大鳴沙山之一的“沙坡頭＂。沙山高達百
米，山下有清泉，南面是滔滔黃河，北面是一望無際之騰格
里沙漠(因應時間，客人如有需要可以自行買票自理費用園區
的活動)。之後乘車往水庫城市稱－青銅峽，參觀依照一、三、
五、七…奇數排列的古塔群－一百零八塔。繼往銀川進發。
【銀川】是寧夏回族自治區首府，又名鳳凰城，有“塞上江
南＂之譽。西倚賀蘭山，東臨黃河，為寧夏全區政治、經濟、
文化和交通中心。銀川是寧夏回族自治區首府，西倚賀蘭
山，東臨黃河。旅遊資源豐富，人文及自然景觀眾多，珍貴
的西夏文化遺跡、誘人的水鄉景色、奇特的塞上風光、多彩
的回族民俗風情，使銀川市成為中國西部最具魁力的城市之一。
第十天：銀川(西夏王陵-含電瓶車-東方金字塔、賀蘭山岩畫、海寶塔、中華回鄉文化園-東方泰姬瑪哈陵、
國家3A景區百瑞源)
遊覽被稱為"東方金字塔"我國現存最密集的帝王陵區--西夏
王陵，陵區規模南北10公里，東西4公里此處"頭枕青山，腳
蹬黃河"，集漢文化，佛教文化為一體，對研究西夏及漢文的
關係有重大價值。之後遊覽賀蘭山岩畫的內容，主要有：動
物岩畫，種類有羊、馬、牛、鹿、狗以及少數禽類和爬行動
物。這類岩畫佔了賀蘭山岩畫的絕大部分;人物岩畫，有全身
像、人面像以及肢體、器官等圖像;天體岩畫，有太陽、星辰、
雲朵等;工具武器岩畫，有弓箭、盾牌、車輛等。除此而外還
有一些為數不多的建築、植物、符號岩畫以及時代較晚的文
字題刻等。賀蘭山岩畫的題材，以狩獵、畜牧為主要內容，另外舞蹈、交媾、爭戰、械鬥等也是岩畫中常見的
題材。賀蘭山岩畫的鑿刻方法主要為敲鑿法、磨刻法和劃刻法。之後參觀海寶塔又稱黑寶塔、赫寶塔。這座獨
特佛塔基呈正方形，高5.7米，邊長19.2米，塔座分塔基、塔身、塔剎九層11級組成。海寶塔身以青磚砌成；沿
木梯可以盤旋登上第九層，每層方窒四面遊客可以從每一層向四面環視銀川市新貌和塞上江南勝景。中華回鄉
文化園園區內建有回族博物院、禮儀大殿、回族商貿一條街、回鄉人家等，其中的博物館是全國最大的一座回
族博物館，占地7000平方米，整體建築為“回＂字形，讓遊客在漫步歷史長廊的過程中，領略回族歷史的淵源
流長和回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 11 天：銀川或烏魯木齊  成都或北京或上海或其他口岸  香港機場解散
乘車往機場搭乘民航機往成都或其他口岸(可能會經停一站)，轉乘客機飛返港解散(口岸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
準，請參考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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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頭自費活動(完全是非必需，請客人自行到景區柜位買票)
建議收費(人民幣)
景點、節目、交通、風味、紀念品、名稱、
交通時間
大約遊覽
地點
最少人數
活動內容、性質
(單程)
時間
成人
小童
觀光車(單程) （含南區、騰格裡大漠景區）
35/人
5-10 分鐘
滑沙(含單程索道)
50 元/人
5 分鐘
黃河飛索
120 元/人
5 分鐘
黃河蹦極
160 元/人
5 分鐘
羊皮筏子漂流(含單程快艇)
120 元/人
10-15 分鐘
不限
騎駱駝(北區駱駝場--動感地帶駱駝場往返)
100 元/人
10-15 分鐘
沙漠沖浪車(常規線路）
80 元/人
沙漠沖浪車（經典線路）
160 元/人
5-10 分鐘
沙漠巴士（固定線路）
150 元/人
中衛沙
景區內
沙漠摩托（固定線路）
50 元/人
坡頭
精品體驗套票（含 3D 電影、觀光車通票、沙
漠扶梯、滑沙、快艇皮筏漂流組合、沙漠駱
285 元/人
1 小時
駝、沙海衝浪短線）
5 人或以上
深度體驗套票（含 3D 電影、觀光車通票、沙
漠扶梯、滑沙、快艇皮筏漂流組合、沙漠駱
285 元/人
1 小時
駝、自駕越野車）
夕陽紅觀沙海套票（含 3D 電影、觀光車通票、
沙漠扶梯、滑沙、沙漠巴士觀光）適合 55 周
180 元/人
1 小時
5 人或以上
歲以上老年群體
敦煌
滑沙
20 元/人
景區內
2 分鐘
不限
鳴沙山
防沙鞋套
15 元人民幣/雙
景區內
不限
不限
1.
安排時間：到達該地區期間進行。
2.
此非硬性參加自費項目，團員可以自行決定是否參加，不參加者可以自由活動。由於部分自費活動地點會在城巿與
城巿之間，所以此類項目請客人見諒，盡量取得雙方平衡，使旅遊更充實融洽，敬請注意。
3.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數、高度等。上述之價目表只供參考用途，價錢及自費活動內容如有任何更改，則以當
地接待為最終標準，客人亦可自行衡量是否參加。
4.
如客人欲參與自費活動時，應衡量身體狀況是否適合，如有任何意外責任，則由參加者自行承擔。
5.
自費活動收費按照活動性質而定，收費所包括之服務範圍，如交通費、膳食、入場門券、工作人員的超時工作等，
請向導遊查詢。如活動需額外導遊或其他職員，小費則隨心打賞。
6.
沙漠景區有部份項目設有年齡限制，如 50 歲或以上人士或不安排騎駱駝改乘景區車遊覽。
7.
沙坡頭尚有其他自費選擇，請客人自行參考沙坡頭景區資料 http://www.spttour.com/service/baojia/，若時間許可歡迎自
行買票遊玩
注意事項：

(1)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機票服務費及燃油附加、所有保險費、保管費、鳴沙山牽駱駝的服務人員小
費人民幣 5 至 10 人民幣/人及行李生小費(建議一件 5 至 10 人民幣/次)。
(2)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3)以上行程、餐食(早餐因應出車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中段口岸及航班時間
變動)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4)以上行程因路況崎嶇，車程常超出預計，不一定按行程中地點住宿及只定時間參觀。
(5)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旅客參考。
(6)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中段口岸及航班時間只供參考，可能會更改為香港鄭州(KA)或重慶(CA/HX/KA)或成
都(CA/HX/KA)或西安(MU/KA)或廣州(KA)或北京(CA/CZ/HX/KA)或上海/杭州/南京/無錫(MU/FM/HX/KA/9C/HO)
或武漢(CZ/KA)或廈門(MF/HX)或其他城市(可能會經停一站前往烏魯木齊)及回程銀川(可能會經停一站回香
港，如有變動均以茶會安排為準。
(7)如不可當天轉機往烏魯木齊或當天轉機返香港，需在中轉口岸住宿，如有變動以茶會及當地接待單位公佈為
準。
(8)去程如採用零晨班機，客人需要提前一晚深夜集合，回程班機可能會採用深夜或零晨班機抵達機場，如是這
行程的第 12 天才能抵達關口散團。
(9)餐廳、廁所、景點(例如百瑞源中國枸杞館)、休息站，可能會出現買絲綢字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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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10)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1)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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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內出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本公司恕不負
責。
(12)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修訂)』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社如因
『迫不得已理由』取消旅行團，旅行社處理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 供應商 (即航空公司、郵輪公司、火
車公司)等等因應旅行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金額以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及本社在處理團員
退款時容許收取該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5000/人(以上所述是本公司所收取之手續費, 並不包括以下所
述有關交通服務供應商所徵收之有關手續費)；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3)如遇人力不可抗拒因素，如塌方、路阻、車輛故障、政府行為等造成延誤，或不能完成上述景點，責任不
在旅行社的，旅行社不承擔賠償責任。由此產生的超支費用請遊客自理。
(14)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回機場
稅、保安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因此必須按數額支
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
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5)如人數不足 1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隨行，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例如：
當地導遊一般只會說國語/司機一般只會國語或當地方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
會說國語或英語/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一般只會說國語或當地方言，客人一
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16)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1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本、
機票及酒店能否確認)，如果後最只有 2 至 8 人，不安排隨團國內導遊隨行，由司機安排日常運作名，我們特
色是自由團及半自由行方式旅遊(沒有詳細解說景點)，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同意先報團)，不會再
另行通知(不是食水深，是人數少各方面成本增加出發)。
(17)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認
識(或許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18)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了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僅供參
考!
(19)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20)日出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21)此行程為西北深度之旅。因地處偏遠，部分地區餐食、住宿條件有限，路途艱辛遙遠，有數日需於途中餐
館用簡餐，用餐
條件較差，旅客須有心理準備，但沿途美麗的風光、絕對值回票價。
(22)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的，一般我社是先付門票費，之後再退款給公司，優惠團費絕對沒有計
算您們門票收費，所以請(長者/殘疾)不要提出退門票差價(出示證件買票是登記程序，約貴客不配合出示有效
證件，所有門票由客人自理)。
(23)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安排火車或旅遊車或商務車。
(24)若安排的酒店遇到客房滿或政府徵用，改為安排同級酒店，不另作通知。
(25)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門
票成本）(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解與配
合!
(26)參加團友如私人事故取消訂位或要求改期、改團、改名，一律被視為取消論，所繳交訂金或全部全費恕不
發還。聖誕、新年、農曆新年、復活節及暑假假期等旺季出發之團隊：指定推廣團、加班團、包機團等, 於
報名後取消, 所有團費之100%將被扣除。平日按照下列方法扣除費用：（1）由出發日起計算，在30天內或之
前扣除訂金；（2）由出發日起計算，在15至29天扣除團費之50%；（3）由出發日起計算，在8至14天扣除團
費之75%；由出發日起計算，在7天內扣除團費之100%。團員如在旅途中突然退出或不參予任何團體活動（如
膳食、觀光、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棄論，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27)為積極預防和減少道路交通事故，全區交管部門將加大對客車超速等嚴重交通違法行為的查處力度，所以
請您耐心等候，遊景點時可能會夜黑進行(景點外觀)是很正常的同時為您增加一點氣分，請你注意。
(28)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部分貴賓是遲報名
的)。
(29)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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