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絲綢之路13日古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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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蘭州
景泰

張掖
嘉峪關

吐魯番
烏魯木齊

敦煌

武威

中國

絲綢在西方被視為古老東方國度的文

化象徵。西漢時，由張騫出使西域后

傳入西方，其價值和黃金相當，非常

昂貴，受到王公貴族的歡迎。當時西

方人以絲國來稱呼中國。絲綢之路繞

過沙漠，穿越戈壁，通過山口到達目

的地，華麗、富足、和平�— 絲綢寄託

了西方人對古老東方的美好想像。絲

綢之路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特色安排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精選行程：

1. 世界八大奇跡【兵馬俑】

2. 石林地貌奇觀【景泰黃河石林】

3. 中國最美地貌【七彩丹霞】

4. 長城最西端【嘉峪關城樓】

5. 佛教藝術瑰寶【莫高窟】

6. 最古老城市遺址【交河故城】

7. 古老水利工程【坎兒井】

8. 天山明珠【天山天池】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特優待遇: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當地最優質的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嘗其餐飲文化

�� 百餃百味餃子宴
�� 蘭州風味拉麵
�� 水果宴
�� 法門寺素齋

�� 敦煌大漠風情宴
�� 烤全羊晚宴
�� 西安特色褲帶麵
�� 吐魯番盛典



www.travelgogo.com

第1天	 美國 西安，中國
今日搭機飛往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西安。

第2天	 西安
今日抵達西安，由專車接往酒店休息。

【晚餐】海底撈火鍋

【住宿】西安溫德姆國際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西安	 	扶風	 	西安
�� 法門寺：位於寶雞市扶風縣城北法門鎮，是一座歷史悠久

的佛家名剎。法門寺始建於東漢末年，距今約有1700多年

歷史，有「關中塔廟始祖」之稱。法門寺因舍利而置塔，

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釋迦牟尼佛滅度後，遺體火

化結成舍利。

�� 合十舍利塔：合十舍利塔塔造型呈雙手合十狀，表示佛教

的儀式特點，基本理念和人類追求和平的基本意願。合十

舍利塔屬於佛教建築，塔高148米，共六層，分地面及地宮

部分。地宮中心供奉著釋迦牟尼佛化身佛，佛前有一個舍

利寶函，世界唯一的釋迦牟尼指骨舍利就存放在這個寶函

之中。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法門寺素齋�

【晚餐】陝西風味德發長餃子宴

【住宿】西安溫德姆國際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西安–(201km)–扶風縣–(201km)–西安

第4天	 西安 蘭州
�� 秦皇兵馬俑：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以其巨大的

規模，威武的場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被譽為"世

界第八大奇跡"，1974年被當地農民在打井時意外發現，是

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 西安古城牆：建於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至今有600多年歷

史，有城門四座：東長樂門，西安定門，南永寧門，北安

遠門，每個城門都由箭樓和城樓組成，是中國現存最完整

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特色褲帶麵【晚餐】蘭州風味拉麵

【住宿】蘭州萬達文華國際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西安蘭州

第5天	 蘭州	 	景泰	
�� 景泰黃河石林：石林生成於距今四百萬年前的第三紀末和

第四紀初的地質時代。由於燕山運動、地殼上升、河床下

切、加之風化、雨蝕、重力坍塌形成了以黃褐色河湖相砂

礫岩為主的石林地貌奇觀。景區內陡崖淩空，造型千姿

百態，石柱、石筍一般在80-200米之間，堪稱中華自然奇

觀，並以其雄、險、奇、古、野、幽等特點成為西部影視

片、科幻片的外景拍攝基地。

在景區內搭乘遊覽車欣賞群山環抱，黃河曲流的天然景觀神

韻，搭乘羊皮筏子、驢車、快艇、纜車等項目。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農家風味餐【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景泰興建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景區附近最優質的酒店)

蘭州–(168km)–景泰

第6天	 景泰	 	武威
�� 雷臺漢墓：是一座位於甘肅省武威市雷台、建於東漢末年至

魏晉初期的墓葬，2001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雷臺

漢墓是絲綢古道上一處極為重要的漢代文化遺存，又被稱為

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地下博物館」。據出土馬俑胸前銘文記

載，雷臺漢墓系“ 守張掖長張君”之墓，約在西元186-219 年
之間，中國甘肅著名的“ 馬踏飛燕＂就從這裡出土。

�� 鳩摩羅什寺：始建於東晉南北朝，太祖呂光為安頓著名的

西域高僧-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大師的身心，下令召募各地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能工巧匠，大興土木修建的寺院，建好後命名為鳩摩羅什

寺，是其初入內地安身弘法演教之處，距今已有1600多年

的歷史，寺內雄立的羅什寺塔是為紀念鳩摩羅什而建，塔

內供奉鳩摩羅什的舌舍利。�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武威風味餐

【住宿】武威皇家國際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景泰–(179km)–武威

第7天	 武威		 	張掖	
�� 大佛寺：始建於西夏王朝永安年間，距今已經有九百多年

的歷史。因寺內有中國最大的室內臥佛涅槃像而得名，是

絲綢之路上的一處重要名勝古跡群，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又是歷史文化名城張掖的標誌性建築。�

�� 七彩丹霞：張掖丹霞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中國最美

的七大丹霞地貌景觀之一。西部最美的平山湖丹霞，作為張

掖丹霞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精華地帶，素有大西北的“ 張家界”

之稱。景區彩色丘陵層級錯落、疏密相生、色彩斑斕、規模

宏大，富有鮮明的韻律感和生動的層次感。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張掖賓館或同等級酒店

武威–(163km)–張掖

第8天	 張掖	 	嘉峪關
�� 嘉峪關城樓：嘉峪關位於甘肅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部，

絲綢之路的交通要塞，又是明代萬里長城的西端起點。嘉

峪關城樓建於明洪武五年，城樓兩端的城墻橫穿沙漠戈

壁，北連黑山懸壁長城，是明代長城千余個關隘中最雄險

的一座。

�� 嘉峪關長城博物館：中國第一座以長城歷史文化為專題的

博物館。主體建築外形呈烽火台市，恰似烽燧相望，長城

相連。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甘州風味

【住宿】嘉峪關開通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張掖–(274km)–嘉峪關

第9天	 嘉峪關	 	敦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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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沙聚集而成。狂風起時，沙山會發出巨大的聲響，因而得

名。月牙泉在鳴沙山環抱之中，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山色

水光相映成趣，風光十分優美。

特別安排騎乘「沙漠之舟」駱駝到月牙泉，體驗坐著駱駝

行走在沙漠中的感覺，欣賞沙漠的特色風景。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自助燒烤

【住宿】敦煌山莊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嘉峪關–(370km) –敦煌

第10天	 敦煌
��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院：中國唯一的窟類文化保護研究

陳列機構，其建築面積5千多平方米，佔地面積2萬多平方

米。主體建築為二層平頂樓房，中心建築約一半隱蔽在丘

陵中，外部只露出上層窗戶及寬闊的屋簷，之所以採用這

種建築風格主要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環境原貌，減少建

築形象對莫高窟文物環境的影響。建築物內外皆以特製的

青磚清水牆為主體，不施其它粉飾，以體現其質樸渾厚，

自然的文化歷史滄桑感。�

特別安排須要特別申請的二個特窟參觀，並邀請駐館莫高

窟專業講解員為我們深入解說，讓每一幅壁畫的意義與畫

中人物精神意涵。

�� 莫高窟：中國四大石窟之首，洞窟始鑿於西元四世紀，建

於前秦二年，今存洞窟492個，壁畫45,000平方公尺，彩塑

雕像2415尊，是中國現存石窟藝術寶庫中規模最大、內容

最豐富的一座。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敦煌大漠風情宴

【住宿】敦煌山莊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第11天		敦煌	 	吐魯番
�� 坎兒井：與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工

程，是古代新疆人建造的地下水利灌溉工程。由於西北地

區地質乾旱、水源較少，這項工程的建造就變成了新疆這

片荒漠地區的生命之源。



�� 葡萄溝：葡萄是新疆吐魯番的特產，而位於火焰山西端的

葡萄溝則是吐魯番最著名的葡萄產地。溝中鬱鬱蔥蔥，栽

種了無核白、馬奶子、白加幹、紅玫瑰、索索等近百種葡

萄，形成了一所天然的葡萄博物館。特別安排品嘗吐魯番

特產瓜果。

�� 交河故城：歷史悠久，為車師人開建，建築年代距今約

2000-230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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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焰山：位於吐魯番盆地的中部，東西長98公里，南北寬9
公里，最高處海拔851米。每當盛夏，山體在烈日照射下，

熾熱氣流滾滾上升，赭紅色的山體看似烈火在燃燒。維吾

爾語稱火焰山為“ 克孜勒塔格”，就是“ 紅山”的意思。火焰

山本身具有獨特的地貌，再加上《西遊記》裏有孫悟空三

借芭蕉扇撲滅火焰山烈火的故事，使得火焰山聞名天下。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吐魯番盛典【晚餐】水果宴

【住宿】吐魯番新錦江都城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敦煌– –吐魯番

第12天	 吐魯番	 	烏魯木齊
�� 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遺產，古稱“ 瑤池”。天山博格達峰北

側的一個半月形湖泊。湖水晶瑩如玉，倒映著博格達峰，

四周群山環抱，山上佈滿了挺拔蒼翠的雲杉、塔松。漫山

遍嶺，風景猶如仙境。

�▲ 國際大巴紮：烏魯木齊的大型地標建築，世界規模最大的

大巴紮�(維吾爾語，意為集市、農貿市場)，集伊斯蘭文

化、建築、民族商貿、娛樂、餐飲於一體，是新疆民族特

色物品的彙集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亞之窗"

和"世界之窗"。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烤全羊晚宴

【住宿】烏魯木齊希爾頓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吐魯番 –(180km)–烏魯木齊

第13天	 烏魯木齊 美國
今日搭機飛往美國，結束絲綢之路13日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6/26/2018 (額滿)

$2,400 $85009/01/2018

10/23/2018

注：報價包含西安蘭州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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