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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古稱西域。在這片遼闊

的土地上，有著眾多的雪山冰川、河流湖泊，

也有碧波萬頃的草原及光怪陸離的戈壁灘。一

起去新疆吧，您可以收穫滿滿的西域風情。

特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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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行程：

1.	 造訪八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的世界自然與文化遺
產。

2.	 天山天池：古稱“ 瑤池”，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這裡是
西天王母娘娘沐浴的地方。

3.	 五彩灘：顏色多樣的彩色丘陵。

4.	 禾木村：中國西北第一村，木屋、河流和森林構成的
童話世界。

5.	 喀納斯景區：這裡有清澈寧靜的高山湖水，密佈的原
始森林，和銀裝素裹的冰峰雪玲。

6.	 賽裏木湖：雪山、草原和蔚藍的湖水構成絕美畫卷，
是新疆最著名美景之一。

7.	 那拉提草原：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全國最美
的六大草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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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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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嘗其餐飲文化

	� 新疆烤羊腿
	� 烤全羊風味餐
	� 氈房哈薩克風味餐

	� 維吾爾族餐
	� 當地風味小吃
	� 吐魯番盛典餐+歌舞



www.travelgogo.com

第1天	 美國 烏魯木齊
今日搭機前往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夜宿飛機上。

第2天	 烏魯木齊
今日抵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一座位於天山北

麓，環山帶水，沃野廣袤的“ 優美的牧場”。抵達後，專人接機

返回酒店休息。

【晚餐】精選中式合菜

【住宿】希爾頓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烏魯木齊	 	天山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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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牙山：距天池約3公里，深藏於博格達峰的山巒中。山上石

峰林立，遠看如一排馬牙齒，故名馬牙山。馬牙山奇特的地形

是古冰川刨蝕作用形成的。因岩石成分不同，鬆軟的岩層經風

雨侵蝕而剝落，堅硬的岩層則剝落緩慢。日久，“ 馬牙”奇觀便

展現出來。哈薩克人把馬牙山稱為“ 瑪依阿散”，意思是酥油之

山。馬牙山石林山頂比較平坦，是一片肥美的草原，夏季長滿

了酥油草，盛開著各色鮮花，在此放牧，牲畜容易長膘，酥

油之山由此而來。站在山頂環顧四周，天池風光盡收眼底，

風光無限。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天池阿米爾餐廳【晚餐】精選酒

店晚餐

【住宿】希爾頓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烏魯木齊–(98km)–天山天池–(98km)–烏魯木齊

第4天	 烏魯木齊 富蘊	 	可可托海
可可托海景區：每年夏秋季節，成千上萬的野鴨、紅雁、白天

鵝等在此繁衍生息。山風縹緲，村莊、樹影依稀可見，如一幅

淡淡的水墨畫，讓人癡迷留戀。沙鷗翔集，魚遊淺底，風吹草

低見牛羊的草原澤國美景。	額爾齊斯峽穀風景區，景區廣場

四周群山環抱形成一個綠色聚寶盆。額河兩側亭亭玉立的白樺

樹，鬱鬱蔥蔥的松樹，隨風舞動，林蔭樹下淺草平鋪，山花點

綴。一座座突兀絕妙的花崗岩石峰夾峙，造型豐富多樣，沿額

河兩岸依次排開，令人不由自主展開想像的翅膀。額河水圍

起的小島上，白樺樹、松樹交相輝映，構成了俄羅斯莊園，

木屋、小橋、潺潺流水，讓你不出國門就可以享受莫斯科郊

外的夜晚。	

神鐘山：又稱阿米爾薩拉峰，一座如鐘似錐的花崗岩奇峰在額

河南岸平地拔起，氣勢逼人。完整的巨石、逼真的神鐘山，倒

扣在額爾齊斯河上，讚歎造物者之神奇。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可可托海山莊或同等級酒店

烏魯木齊富蘊–(55km)–可可托海

第5天	 可可托海	 	布爾津	
五彩灘：兼有火(日出日落)、土(雅丹地貌)、金(巨型風車)、

水(碧藍河流)、木(河谷秋林)之美。千百年來，由於地殼的運

動，在這裡形成極厚的煤層，幾經滄桑，覆蓋地表的沙石被風

雨剝蝕，使煤層暴露，在雷電和陽光的作用下燃燒殆盡，就形

成了這光怪陸離的自然景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布爾津友誼峰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第6天	 布爾津	 	禾木	 	喀納斯湖
禾木村：“ 西北第一村”之稱的中國最西部的村落，與哈薩克斯

坦僅一河之隔，而駐紮在這裏的邊防哨所也因此有“ 西北第一

哨”的美譽。

隨後前往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沿途觀《金山》阿爾泰山的

雄偉與秀麗；《銀水》額爾齊斯河	(中國唯一流入北冰洋)	的

自然風光，水草豐美、牛羊成群、	哈薩克氈房如繁星點點落

在無垠的草原上，景緻如畫美不勝收。在通往喀納斯湖區的途

中，必經臥龍灣、月亮灣最後來到神仙灣。這都是無數攝影家

和畫家流連忘返的風景，也都是喀納斯風景區中的經典風景。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喀納斯鑒苑山莊或同等級酒店

布爾津–(180km)–禾木–(60km)–喀納斯湖

第7天	 喀納斯景區	
今日繼續參觀喀納斯自然景觀保護區，登上海拔2048公尺的觀魚

亭，峰頂可鳥瞰喀納斯湖下游的鴨澤湖、神仙灣、喀納斯湖1～3
道灣。喀納斯湖水就像一個多情的少女不斷變換色彩，白色的雲

霧沙巾飄飄渺渺，睫毛毛髮一樣的樹木令人心動，油然覺得喀納

斯湖不愧是人類永遠的情人，真是一步一景、如癡如醉，不得不

發出由衷的感慨︰不到觀魚亭，不知喀納斯湖之美！	

隨後探訪圖瓦人家，目前在中國大約有兩千多圖瓦人，主要分佈



在新疆的喀納斯村、禾木香和白哈巴村。其中，喀納斯村的圖瓦

人是最多的。按照民族劃分，圖瓦人屬於蒙古族的一個古老的支

系。他們的長相、穿著、生活習慣與蒙古族基本相同，都信奉喇

嘛教，同時也都保留有薩滿教的遺俗。他們每年都舉行祭山、祭

天、祭湖、祭樹、祭火、祭敖包等宗教祭祀儀式。不同的是，他

們說的語言和蒙古與完全不同，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但卻沒有自

己的文字。通過家訪後我們將更瞭解圖瓦人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多

樣的生活習性。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酒店午餐【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喀納斯鑒苑山莊或同等級酒店

第8天	 喀納斯	 	克拉瑪依	 	獨山子
烏爾禾魔鬼城：又稱烏爾禾風城，在準噶爾盆地西部，位於克

拉瑪依市東北一百二十公里的烏爾禾礦區，為方圓數十公里

的”古城”。有罕見的風蝕地貌，以怪異得名，是哈薩克與蒙古

人眼中的鬼城。在遠古時代，這裡曾經是巨大淡水湖，後來由

於造山運動，變為陸地，原湖區沉積的沙泥經長期的風雨侵

蝕，形成凹凸不平、深淺不一的石層，狂風似刀，把它們雕刻

成千姿百態，形狀外型怪異的模樣。當行車即將抵達克拉瑪依

時百里油田赫然映入眼簾，一望無際的油田，密密麻麻的鑽井

塔不停上下擺動著。1955年克拉瑪依一號井出油，發現了克

拉瑪依油田。“ 克拉瑪依”維吾爾語為“ 黑油”，由此，這個天

然石油瀝青丘且得名黑油山。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中式合菜【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獨山子瑪依塔格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喀納斯–(300km)–克拉瑪依–(140km)–獨山子

第9天	 獨山子	 	賽裏木湖	 	伊寧
賽裏木湖：蒙古語意為「山脊樑上的湖泊」，是新疆海拔最高、

面積最大的高山湖。賽裏木湖水深邃湛藍，湖畔雲杉蒼翠，牧草

如茵，神奇、秀麗的自然風光深深烙印在你我心中。2004年賽裡

木湖環湖柏油公路建成通車，現在，到賽裏木景區旅遊的遊客可

以繞湖一圈，欣賞到雪山、碧水相映的美景。

果子溝：別名“ 塔勒奇達阪”，該溝古代我國通往中亞和歐洲

的絲路北新道的咽喉，有“ 鐵關”之稱。果子溝全長28公里以

野果多而得名，溝內峰巒聳峙、峽穀回轉、松樺繁茂、果樹叢

生、野花競放、飛瀑湧泉、風光秀麗，被清人祁韻士稱	

為“ 奇絕仙境”。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中式合菜【晚餐】精選酒店烤

全羊風味晚餐

【住宿】伊寧新發地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獨山子–(200km) –賽裏木湖–(160km)–伊寧

第10天	 伊寧	 	特克斯縣（喀拉峻）
今天繼續沿著天山的“ 母親河”– 伊黎河向天山中部進發，沿途

風景優美，牛羊成群，天山雪峰，青松翠柏，野花綠草。在抵

達喀拉峻大草原之前，我們會途經世界八卦城–特克斯(準噶	

爾語，意思是野山羊眾多的地方)，這是一座傳說由“ 長春真

人”邱處機設計的城市，是世界上最神奇古老的易經文化城，

是世界上唯一建築正規、卦爻完整、規模最大的八卦城，也是

世界上唯一的烏孫文化和易經文化交織的地方，目前八卦城也

是中國唯一沒有紅綠燈的城市，從不堵車。

喀拉峻大草原：世界自然遺產。“ 喀拉峻”是哈薩克語，從字面

上理解，“ 喀拉峻大草原”可譯為蒼蒼莽莽的草原。喀拉峻草原

上蒼翠高拔的原始雲衫交織在百花草原之間，晨曦落霞、雨後

雲霧，讓您感受到“ 江山分外妖嬈”。在一望無際的天然大草

原，您可以嗅到青草的清新和野花的清香，真正體驗世外淨

土、人間仙境。喀拉峻大草原包括東喀拉峻+西喀拉峻景區以

及闊克蘇大峽穀景區大峽穀景區組成。我們將選擇其中一個景

區讓大家盡情遊覽！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中式合菜【晚餐】精選氈房哈

薩克風味晚餐

【住宿】特克斯源龍西泰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伊寧–(180km)–特克斯縣(喀拉峻)	

第11天		特克斯(八卦城)	 		那拉提景區	 	巴音布魯克
那拉提草原：處南北疆交通要道上，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亞

高山草甸植物區，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牧場。傳說成吉思汗西

征時，有一支蒙古軍隊由天山深處向伊犁進發，時值春日，山

中卻是風雪彌漫，饑餓和寒冷使這支軍隊疲乏不堪，不想翻過

山嶺，眼前卻是一片繁花織錦的莽莽草原，泉眼密佈，流水淙

淙，猶如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這時雲開日出，夕陽如血，人們

不由的大叫“那拉提，那拉提”於是留下了這個地名。

巴音布魯克草原：巴音布魯克蒙古語意為“ 富饒的泉水”。

遠在2600年前，這裡即有姑師人活動。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

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場。草原上居住著蒙、漢、

藏、哈等9個民族，民族風情燦爛多彩。位於巴音布魯克草原

珠勒圖斯山間盆地的天鵝湖，湖中有許多小島，島上長滿蘆葦

和野草，還有各色鮮花，是各種禽鳥理想的棲息之地。每當春

天來到，冰雪融化，萬物復甦，大批天鵝從印度和非洲南部成

群結隊的飛越叢山峻嶺，來到這裡棲息繁衍，1986年被批准

為國家級天鵝自然保護區。九曲十八灣，是巴音布魯克草原最

著名的風景之一，它是開都河的發源地，全長516公里的開都

河彎道多達1142處，九曲十八彎的迷人身姿常常成為旅遊者

難忘的記憶。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巴音布魯克龍興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特克斯(八卦城)–(300km)–那拉提景區– (90km)–巴音布魯克



第12天	 巴音布魯克	 	庫車
早餐後可翻越天山達 “ 埡口”到達天山南麓群山環抱中的天山

神秘大峽谷，庫車縣城。

庫車清真大寺：位於庫車老城北側，是目前新疆的第二大清真

寺。建於1922年，佔地面積共1165平方米。一次可容納5000名
穆斯林做禮拜。寺內還曾設有宗教法庭。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酒店維

吾爾族晚餐

【住宿】庫車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巴音布魯克 –(260km)–庫車

第13天	 庫車 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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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千佛洞已編號的有236個窟，目前窟形

尚完整的有135個窟。其中有供僧徒禮佛觀像和講經說法用的支

提窟，有供僧徒居住和坐禪用的毗訶羅窟。支提窟中有窟室高

大，窟門洞開，正壁塑立佛的大像窟；有主室作長方形，內設

塔柱的中心柱窟；有窟室為較規則的方形窟。毗訶羅窟又稱僧

房，多為居室加甬道式結構，室內有灶炕等簡單生活設施。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晚餐】精選當地美食

【住宿】希爾頓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庫車烏魯木齊

第14天	 烏魯木齊	 	吐魯番
早餐後乘車前往吐魯番，沿途觀新疆死海–鹽湖風光、亞洲最大

的風力發電站–達阪城風力發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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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峰位於鄯善縣連木沁鎮西面12公里

處。維吾爾語稱火焰山為“ 克孜勒塔格”，就是“ 紅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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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吾爾古村：一個展示維吾爾原生態民俗風情和交河歷史文化

的旅遊景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吐魯番盛典餐【晚餐】精選酒

店烤羊腿風味餐

【住宿】吐魯番太陽貴賓樓或同等級酒店

烏魯木齊–(180km)–吐魯番

第15天	 吐魯番	 	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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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公塔：清朝時期維吾爾族著名愛國人士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

為了恭報清王朝的恩遇，表達自己對真主的虔誠，並使自己一

生的業績流芳後世，而出資白銀7000兩建造。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精選中式合菜【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希爾頓大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吐魯番－(180km)－烏魯木齊

第16天	 烏魯木齊 美國USA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趨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美國，結束圓滿的

新疆北疆深度16日精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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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6/2018
$3,500 $900

09/08/2018

注：報價含烏魯木齊富蘊，庫車烏魯木齊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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