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Day 1 & 2：澳洲 - 西安 
Australia - Xi'an 
搭乘晚上豪華客機至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
西安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
抵達後專車接往酒店休息。
酒店 /Hotel: Titan Central Park Hotel 或同級
Tonight depart from Australia to Xian via 
Guangzhou. Upon arrival, you will be met at 
Xian airport and transferred to your hotel.

★ Day 3：西安 Xi'an            
早餐後前往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兵馬俑】（含電
瓶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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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代最重要的考
古發現之一。之後遊覽【華清池】，唐玄宗天寶六年，
環山築宮，取名華清池。唐玄宗每年攜帶楊貴妃
到此過冬，并經常沐浴。然後參觀【大唐芙蓉园】
（含水幕电影 + 梦回大唐歌舞秀），建于原唐代
芙蓉園遺址以北，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
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題公園。
（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Titan Central Park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dive to visit the original Terra-
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World Heritage], 
regarded as the "Eight Wonder of the World". 
In the afternoon, visit Huaqing Pool. Continue 

to visit the Tang Paradise. Water film and Tang 
Dynasty Show are included in the park. 
（B/L/D）

★ Day 4：西安 - 天水  Xi'an - Tianshui
早餐後驅車前往甘肅省天水市，抵達后遊覽天水
麥積山石窟。【麥積山石窟】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聞名世界的藝術
寶庫。麥積山因山的形狀奇特，孤峰突起，猶如
麥垛，因此人們稱之為麥積山。（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Huachen Hotel 或同級
In the morning, drive to Maijishan Grottoes 
located in the side of the Majishan in Tianshui 
City, Gansu Province. There are a series of 194 
caves with over 7,200 Buddhist sculptures and 
more than 1,000 square meters' of murals. 
（B/L/D）

★ Day 5：天水 - 蘭州 
Tianshui - Lanzhou            
上午驅車前往甘肅省省會蘭州市。午餐后遊覽：
白塔山公園，水車園，黃河母親像，黃河鐵橋。【白
塔山公園】位於蘭州市黃河北岸的白塔山上，因
山頭有一座元代白塔而得名。【黃河鐵橋】舊名
鎮遠橋，位於白塔山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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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蘭州標誌性建築之一。【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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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遊大西北 3 個省區：陜西省、
甘肅省、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 11 個絲路重鎮：西安、天水、
蘭州、武威、張掖、酒泉、嘉峪關、
敦煌、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 

★ 全程不進購物店，無採購壓力

★ 天水麥積山石窟，張掖五彩山

★ 敦煌住宿 2 晚，盡興走訪敦煌

★ 四大景點：莫高窟、鳴沙山、玉
門關、雅丹魔鬼城

★特色風味餐：
西安迎賓餃子宴，蘭州拉麵風味，張
掖甘州風味，敦煌雪山駝掌風味，新
疆大盤雞風味

河母親像】位於黃河南岸的濱河路中段，由“母親”
和一“男嬰”組成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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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車園】是展現水車文
化的主題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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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Legend Hotel 或同級
Drive to Lanzhou this morning. Upon arrival, 
take a city tour of Lanzhou. Visit White 
Pagoda Hill Park. Visit Lanzhou Waterwheel 
Park which boasts the largest number 
waterwheels in a park in the world! Enjoy 
the Statue of Mother Yellow River, one of 
the best sculptures of its kind in China. Visit 
Zhongshan Iron Bridge, the first bridge over 
the Yellow River, 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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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Mountain in Lanzhou city.  （B/L/D）

★ Day 6：蘭州 - 武威 - 張掖 
Lanzhou - Wuwei - Zhangye            
早餐後乘車前往武威市，地處甘肅省河西走廊東
端，曾是絲綢之路的要塞，因漢武帝派驃騎大將
軍霍去病遠征河西，擊敗匈奴，為彰其“武功軍威”
而得名。抵達后遊覽：雷台漢墓、文廟、海藏寺、
鳩摩羅什寺。【雷台漢墓】是 1969 年當地農民
在雷台老槐樹下發現的一處東漢晚期的大型磚石
墓葬，因出土了中國旅遊標誌“銅奔馬”而著名。
雷台是古代祭祀雷神的地方。【武威文廟】總面
積 1,500 平方米，是歷代文人墨客祭祀孔子之地，
現在為武威市博物館。【海藏寺】是河西的名刹
古寺，始建於晉，距今已有 1700 多年歷史，為
藏傳佛教教寺院，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寺院。

【鳩摩羅什塔】即羅什祖師圓寂荼毗後“薪滅形碎，
唯舌不壞”之舌舍利塔，雖風塵滿面，仍挺立如初。
遊覽后繼續驅車前往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張掖市。
（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Zhongqi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drive to Wuwei, a famous 
Hexi Corridor city. Upon arrival, enjoy 
your visit to Leitai Tomb. Then visit Wuwei 
Confucius Temple. Then visit Haizang Temple. 
Later, take a visit to Kumarajiva Temple and 
the stupa of Kumarajiva. Continue driving 
westward to Zhnagye city. （B/L/D）

★ Day 7：張掖 - 酒泉 
Zhangye - Jiuquan            
早餐後遊覽張掖大佛寺、五彩山（含電瓶車）。
【大佛寺】是歷史文化名城金張掖的標誌性建築，
有建於西夏的大佛寺、隋代的萬壽木塔、明代的
彌陀千佛塔、鐘鼓樓以及名揚西北的清代山西會
館。【五彩山】位於張掖市臨澤縣境內，在方圓
一百平方山地丘陵地帶，有造型奇特，色彩斑斕，
氣勢磅礴的丹霞地貌，這裏的丹霞地貌發育於距
今約 200 萬年的前侏羅紀至第三紀，被專家譽為
“張掖窗櫺狀宮殿式丹霞地貌中國第一”。然後
前往酒泉，抵達后遊覽酒泉公园和夜光杯厂。【酒
泉公園】又稱泉湖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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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Jiuquan Hotel 或同級
In the morning, drive to the Grand Buddha 
Temple. Then visit the most beautiful and 
well-developed Zhangye Danxia Landform. 
Continue driving westwards to Jiuquan. 
Upon arrival, visit Jiuquan Park and Jiuquan 
Remanbar plant.（B/L/D）

★ Day 8：酒泉 - 嘉峪關 - 敦煌 
Jiuquan - Jiayuguan - Dunhuang            
早餐後前往嘉峪關遊覽嘉峪關城樓。嘉峪關城樓
位於嘉峪關市西南 7 公里，是萬裏長城西端終點，
其規模宏大，氣勢雄偉，整個建築由內城、外城、
城牆等部分組成“城內有城”，它作為內地與西域、
中原與大漠之間紛爭與融合的見證，悲壯而輝煌。
後驅車前往敦煌，遊覽【鳴沙山 + 月牙泉 + 騎駱
駝】，鳴沙山位於敦煌市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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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Fuguo Hotel 或同級
Today you will take a truly special excursion 
to Jiayuguan Pass. It is the western terminus 
of the Great Wall. Continue driving to 
Dunhuang. Upon arrival, visit Crescent 
Spring and Singing Sand Dune (Camel ride 

included). Encircled by the sand dunes is 
Crescent Spring.（B/L/D）

★ Day 9：敦煌  Dunhuang            
今日遊覽玉門關和雅丹魔鬼城（含電瓶車）。【玉
門關】位於敦煌市西北 90 公里，傳說著名的“和
田玉”經此輸入中原，因而得名，它是古代“絲
綢之路”北路必經的關隘，現存玉門關是漢代玉
門關，這裏出土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物，如毛筆、
硯臺、織錦、狩獵工具等，這些文物為研究漢代
的軍事、經濟、文化、生活提供了珍貴的史料。【雅
丹魔鬼城】位於玉門關西 75 公里處，這裏看不見
一草一木，到處是黑色的礪石沙海，黃色的黏土
雕像，在蔚藍的天空下各種造型惟妙惟肖，由於
缺少植被的保護，大漠狂風像鋒利的刻刀，在這
裏雕成錯落有致的岩沙奇異形體。（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Fuguo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journey to Yumenguan 
Pass- strategic pass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Continue to experience the amazing 
Dunhuang Yadan National Geologic Park. 
After touring the Park return to Dunhuang. 
（B/L/D）

★ Day 10：敦煌 - 柳園 - 吐魯番
Dunhuang - Liuyuan - Turpan
早餐後前往遊覽敦煌莫高窟。【莫高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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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Mai xi lai pu Hotel 或同級
This morning take a visit to the famous 
Mogao Grottoes[World Heritage].（B/L/D）

★ Day 11：吐魯番 Turpan
早餐後遊覽【鄯善沙山公园】、公园位于吐鲁番
鄯善县辟展乡境内，是利用库姆塔格沙漠北缘与
鄯善绿洲接触带的特殊地理环境建立的一个公园，
是中國唯一的“城市沙漠公园”。然後繼續前往
吐魯番，抵達后遊覽【火焰山】。火焰山位於吐
魯番盆地的北緣，赤褐色的山體在烈日照射下，
砂岩灼灼閃光，熾熱的氣流翻滾上升，就像烈焰
熊熊，火舌撩天，故又名火焰山，這裏是中國最
熱的地方，夏季最高氣溫高達攝氏 47.8 度，地表
最高溫度高達攝氏 70 度以上，沙窩裏可烤熟雞蛋。
（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Mai Xi Lai Pu Hotel 或同級
After breakfast, visit the Shanshan Kumtag 
dune Park. Then continue to Turpan. Upon 
arrival, you will visit Flaming Mountain.
（B/L/D）

★ Day 12：吐魯番 - 烏魯木齊 
Turpan - Urumqi            
今天繼續遊覽吐魯番：葡萄溝、坎兒井、蘇公塔、
交河故城。【葡萄溝】南北長約 8 公里、東西寬
約 2 公里，是火焰山下的一處峽穀，溝內有布依
魯克河流過，主要水源為高山融雪，因盛產葡萄
而得名，是新疆吐魯番地區的旅遊勝地。【坎兒井】
是人們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創造了坎兒井，引
地下潛流灌溉農田，坎兒並不因炎熱、狂風而使
水分大量蒸發，因而流量穩定，保證了自流灌溉，
與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工程。
【蘇公塔】又名額敏塔，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歷
史。整個建築群由古塔和清真寺兩大部份組成，
是一座造型新穎別致的伊斯蘭教古塔，整個塔身
用青灰色磚建成，塔身渾圓，自下而上，逐漸收縮，
充分體現維吾爾族建築藝術的精華，是新疆境內
最大的古塔。【交河故城】於西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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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驅車前往自
治區首府烏魯木齊。（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Mirage Hotel 或同級
Today, you will visit the mysterious death city-
the Ruins of Jiaohe Ancient City. Then go to 
visit Emin Minaret (Sugong Pagoda). Continue 
to the Karez Well. Last, visit the unique Turpan 
featured attraction Grape Valley. After this 
tour, transfer to Urumqi, where the rest of the 
day is free at your leisure. （B/L/D）

★ Day 13：烏魯木齊  Urumqi            
今天遊覽天山天池（區間車 + 遊船）、新疆自治
區博物館、國際大巴扎。【天山天池風景區】是
以高山湖泊為中心的自然風景區，以天池為中心，
融森林、草原、雪山、人文景觀為一體，形成別
具一格的風光特色，天池古稱 " 瑤池 "，湖面海拔
1910 米，湖濱雲杉環繞，雪峰輝映，非常壯觀，
為著名避暑和旅遊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
館】館藏豐富，不僅囊括了絲綢之路沿線的大量
珍貴文物，還有許多保存完好的出土乾屍，其中
之一就是聞名遐邇的「樓蘭美女」，另外還有關
於新疆各少數民族的介紹展廳，是瞭解新疆的最
佳視窗。【國際大巴紮區】是烏魯木齊的商貿市集，
巴紮一帶居民多是少數民族。其中各族商店販賣
許多富有民族特色的物品，是領略民族風情及購
物的好去處。（早 / 午 / 晚餐）
酒店 /Hotel: Mirage Hotel 或同級
Today  t rave l  nor theas t  to  Heaven ly 
Lake (Tianchi). After visit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Then take a 
short visit to Erdaoqiao Grand Bazaar.（B/L/D）

★ Day 14 & 15： 烏 魯 木 齊 - 澳 洲   
Urumqi - Australia            
早餐後送往機場，搭乘飛機飛返澳洲。次日抵達
温暖的家。 （早餐）
Free at leisure until your transfer to Urumqi 
Airport. Fly back to Australia.Arrive in 
Australia next day morning. （B）

特約旅行社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
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D.O.I.: 25 Jan, 2018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惡劣、罷工、航班取消或
延誤政變等等或在非本公司能力範圍以內所能控制
之情況下，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一
項旅遊節目，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況儘量安排及全
權處理。本公司保留在景點不少的情況下調整行程
的權利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itinerary subject to local 
conditions. We do not take liability to any natural disaster 
such as storm, bad weathers, riots, political issues, etc.
◎機票提前或延後或自備機票者，自行去酒店或機
場  
Pick up and drop off service is not included if book the 
land only tour or early arrival / stay behind after the tour.
◎本公司保留由於匯率浮動、燃油附加稅變化，或
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Extra costing due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e.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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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Mogao C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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