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北疆 11 天 
 

   

 

 

中國的最大省分，有人說：「不到新疆，不知中國之遼闊」，它占據整體版圖六分之一，以天山山脈為

界分為南北兩部分，在西域傳奇的背景下，歷史悠久古蹟遍佈，也是全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分（共

47 族），自然景觀優美豐富，交織著窮山、綠洲、巨盆、狂沙，是一個得天獨厚不可多得的旅遊地區。 

9 月金秋，大規模的牧民從春夏牧場轉到秋冬牧場，場面非常壯觀，喀納斯秋景，金色的白樺林，綠

色的針葉林，黃色的牧草，五彩斑斕，煞是好看。 

 

 

【行程特色】 
◎深入新疆，行程涵蓋北疆各主城市與景點，尤其素有"謀殺攝影家最多底片"排行榜，名列前矛的喀納

斯湖、禾木村（或白哈巴村）、五彩灣、魔鬼城、那拉堤、塞里木湖、還有巴音布魯克大草原......這些

絕對會讓您流連忘返！ 

◎特別加贈伊寧阿依樂歌舞宴（哈薩克族民族餐＋歌舞）。 

◎全程無購物，無任何壓力。 

◎保證 3 年內 45 座以上大車＋車載 WIFI 設備。 

◎提供移動廁所。 

◎安排酒店內用餐 6 晚，能在舒適的環境用餐，一掃旅遊的疲憊。 

◎最具代表性、來北疆必看的 15 大經典景點  

※五彩灣風景區 

※可哥托海國家地質公園 

※禾木村（或白哈巴村） 

※喀納斯湖 

※五彩灘風景區 

※烏爾禾魔鬼城 

※塞里木湖 

※霍爾果斯口岸 

※卡贊其民俗村 

※天山山脈 

※那拉提大草原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 

※博斯騰湖 

※鐵門關 

※新疆國際大巴紮  

◎特別說明：禾木景區如因天氣或道路或景區流量因素而無法參觀時可等價調換為白哈巴景區。 



※特別推出具有濃郁維吾爾風格的卡贊其民俗村，帶您搭乘馬車拜訪維吾爾家庭、欣賞少數民族歌

舞，品嚐自製的冰激凌，深入體驗及瞭解邊疆地區多民族文化的絢麗多彩！ 

※特別安排那拉提大草原騎馬，感受馬背上的民族馳騁無邊大草原的暢快！ 

 

 

   
 

 

【貼心安排】 

行程中的景點屬於阿勒泰山脈及天山山脈的大型草原、湖泊、濕地等大型景點。除了門票以外很多景區 

都有景區環保車項目、有些景區還需要馬車或騎馬才能走完。爲了使貴賓游覽安心無憂、我們已經包含 

景區內必要的項目： 

◎可哥托海風景區→含區間環保車往返  

◎喀納斯景區→含區間環保車往返 

◎喀納斯景區→含遊船  

◎喀納斯景區→含觀魚亭環保車上下 

◎禾木景區→含區間車往返  

◎克拉瑪依→含魔鬼城小火車往返  

◎塞里木湖海西景區→含車入內參觀  

◎怪石峪景區→含電瓶車往返 

◎喀贊其民俗村→含馬車遊覽  

◎那拉提景區→空中草原環保車往返＋騎馬 1 小時  

◎巴音布魯克景區→含區間環保車往返  

◎天鵝湖→含區間環保車往返  

◎九曲十八彎→含觀景台電瓶車往返  

◎博斯騰湖→含遊船 

 

 

【飯店安排】 

因北疆行程屬性較為辛苦，需要一個舒適的房間好好的休息，本行程在各地安排的均為當地最佳酒店： 

特別安排烏魯木齊入住法國雅高公司管理的美爵華淩大飯店或希爾頓酒店  

◎烏魯木齊→美爵華淩大飯店  或  希爾頓酒店  或同等級 五★ 

◎富蘊→蘊德大酒店  或  黑金大酒店  或  山河酒店四星房  或同等級（當地最好） 

◎布爾津→神湖大酒店  或  旅遊賓館  或  友誼峰大酒店  或同等級（當地最好） 

◎賈登峪→城堡大酒店  或  喀納斯山莊  或  鑒苑山莊  或  鴻福生態大酒店  或同級（當地最好） 

◎獨山子/克拉瑪依→瑪依塔格大酒店  或  克拉瑪依賓館  或  博達銀都  或同等級（當地最好） 

◎伊寧→隆鑫大酒店五星樓  或  美景大酒店  或同等級（當地最好） 

◎巴音布魯克→白天鵝大酒店  或  天河源酒店  或  龍興酒店  或同等級（當地最好）  

◎庫爾勒→康城建國大酒店  或  梨城花園大酒店  或同等級 五★ 

 

 

【風味餐食】 
行程中的餐食風味、從用餐環境到貴賓口味，我們依照常年積累的經驗細心選擇，全程餐標人民幣 50 



～120/人，非一般低價團吃 30～40，長天數下來價差可觀。各個安排道地西域美食： 

◎富蘊→大盤雞風味  

◎布爾津→住宿酒店內享用冷水魚風味  

◎賈登峪→住宿酒店內晚餐  

◎布爾津→住宿酒店內享用烤魚風味  

◎獨山子/克拉瑪依→住宿酒店內用餐  

◎伊寧→手抓肉風味 

◎那拉提→住宿酒店內享用哈薩克那仁風味  

◎博樂→住宿酒店內享用晚餐 

◎巴音布魯克→住宿酒店內享用野蘑菇燉雞風味  

◎庫爾勒→住宿酒店內享用晚餐  

◎烏魯木齊→烤全羊風味+新疆乾紅葡萄酒 

新疆烤全羊（行程中第十天晚餐提供新疆當地乾紅葡萄酒～每桌兩瓶） 

 

 

   
 

 

【貼心小禮品】 
◎每日提供每位兩瓶礦泉水  

◎新疆旅遊地圖一份  

◎新疆民族特色小掛飾一件  

◎品嚐新疆乾果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烏魯木齊 
行  程 今日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腦海中充滿無限的憧憬，背著輕便的行囊齊聚於桃園國際

機場，搭乘服務最優良的航空飛往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意為“優美的牧場”。位於天山北麓，環山帶水，沃野廣袤，是世界上離海

洋最遠的城市；面積 83 平方公里，聚居著 148 萬各族同胞，下轄七區一縣及八個農牧團場，

是新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歷史悠久，是舉世聞名的古「絲綢之路」新北道必經之

路。維吾爾、漢、回、哈薩克……等民族和睦生活在這裡，創造出了燦爛的古代西域文明！ 

飯  店 美爵華淩大飯店  或  希爾頓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簡餐 

 

 

第二天 烏魯木齊－3 小時－五彩灣風景區－1 小時－途觀火燒山、卡拉麥里自然保護

區－3 小時－富蘊（晚餐新疆大盤雞風味） 
行  程 【五彩灣風景區】這裡是一個你也許從未見過的光怪陸離、色彩斑斕的世界，猶如造物之

神的傑作封存在戈壁荒漠中，是一幅大自然的傑作，千百年來，由於地殼的運動，在這裡

形成極厚的煤層，後幾經滄桑，覆蓋地表的沙石被風雨剝蝕，使煤層暴露，在雷電和陽光

https://all.accor.com/hotel/8557/index.zh.shtml
https://www.hilton.com.cn/zh-hk/hotel/urumqi/hilton-urumqi-urchhhi/room2750.html


的作用下燃燒殆盡，就形成了這光怪陸離的自然景觀，也就是新疆五彩灣風景區。五彩灣

地貌起伏，奇峰怪石，千姿百態或蜿蜓如巨蟒；或威武似雄獅；或典雅如仕女；或玲瓏似

寶塔；讓人撲朔迷離，應接不暇。適逢黃昏，登高遠望，整個五彩灣風景區被落日點燃，

如火如熾，讓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火燒山】位於烏魯木齊市到阿勒泰市的的路上，火焰山因溫度高而聞名天下，而火燒山

是因爲其山體顔色而聞名，這裡連綿起伏的山丘全是由燒結岩構成的一片赭紅色。放眼環

顧，幾乎見不到其他色彩。每逢晨昏，在朝陽或晚霞映照下，仿佛仍在熊熊燃燒，壯麗罕

見，因而得名。 

【卡拉麥裡自然保護區】卡拉麥裡山是一條東西走向的低矮山脈。這裡地貌複雜，植被豐

富，水源充足，人跡罕到，形成了最適宜野生動物繁衍生息的“天堂”。如今，這裡保護

的主要對象—蒙古野驢已發展到 700 餘頭，鵝喉羚已有 1 萬餘頭。此外野駱駝、普氏野馬、

盤羊、兔猻……等各種“有蹄”的珍稀野生動物，紅隼、金雕、大鴇、沙鶏等鳥類，以及

沙蜥等爬行動物，都有不同程度的繁殖增加。 

【富蘊】原名“可哥托海”，哈薩克語，意為綠色叢林。富蘊縣位於新疆東北部，氣候適

宜，四季分明，因縣城處於河谷之中，故夏季氣候涼爽，是消夏避暑勝地。富蘊因天賦蘊

藏而得名，礦產，旅遊，畜牧，水能……等資源豐富，是一個以畜牧為主的少數民族邊境

縣。 

晚餐特色【新疆大盤雞風味】新疆大盤雞是新疆地區名菜，主要用料為雞塊和土豆塊，菜

品色彩鮮豔，有爽滑麻辣的雞肉和軟糯甜潤的土豆，辣中有香，雞肉中蛋白質的含量比例

很高，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體吸收利用。大盤雞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融合的菜譜。

在長期的飲食習慣中，結合當地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喜歡吃肉、吃肉多的特點，

把「燒、炒、悶、煮、燉」 這幾種技術混搭借鑒，融合錘煉，再把自己故鄉的飲食習慣和

口味，不自覺的融合進去，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璀璨的、符合整個北方多省市口味的新疆

菜！ 

飯  店 蘊德酒店  或  諾瑞雪酒店  或  山河酒店四星房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新疆大盤雞風味 

 

 

第三天 富蘊－1.5 小時－可哥蘇裡沼澤濕地（買門票入內參觀）、伊雷木湖、三號礦坑、

可哥托海風景區（含區間車往返）、富龜石、白樺林、夫妻樹、石門、神鐘山、

額爾齊斯大峽谷、可哥托海國家地質陳列館－3 小時－布爾津（酒店內晚餐冷

水魚風味） 
行  程 【可哥蘇裡沼澤濕地】由周邊高山積雪融水彙集而成，是一處天然形成的沼澤濕地，湖水

碧藍澄清，水生動植物豐富。每年夏秋季節，大量的紅雁、白天鵝、灰鶴、沙鷗、野鴨……

等翔集於此，繁衍生息。秋季湖面蘆葦花開，野鴨嬉戲玩耍。遠處肥沃草原一望無際，牛

羊成群，悠閒覓食湖邊，恬靜安逸。遠處山巒疊秀、白雲、青山以及繁盛秀美的可哥蘇里，

共繪一幅意濃淡抹的中國山水畫。 

【伊雷木湖】是大自然賜予可可托海的又一個恩惠，深藏於可可托海西南斷陷盆地內，哈

薩克語意為「漩渦」，呈巨大的「8」字形，是富蘊大地震斷裂帶上最大的斷陷盆地。伊雷

木湖，東西兩側雄峰屹立，南北兩側，綠樹環繞，良田萬頃，村舍鑲嵌，奇妙的倒影於水

中，形成兩幅重疊相連的畫面。它的湖面中央被東西兩座大山削去大半，近看似長江三峽，

登高俯視，宛如巨大無比的海藍寶石。極目遠眺，湖濱草地、岬角、湖灣相間，巖島、沙

州散佈，湖畔平整肥沃的良田，田間拾鋤勞作的農夫、嬉戲的小孩，湖水、綠樹、田野、

村舍、清山、海島，真是美哉。 

【三號礦坑】世界上最大的礦坑，深 100 多公尺，長寬數百公尺，坑內有 76 種礦共生。其

規模之大，礦種之多，品位之高，成帶性之分明為國內獨有、國外罕見，蘊藏著有鋰、鈹、

鋮、鉬、銣、銫、鉿、鈾、釷……等多種稀有及放射性元素。可可托海礦藏非常豐富，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三號礦脈。三號礦脈蘊藏著稀有金屬鈹、鋰、鉭、鈮、銫……等；有

色金屬銅、鎳、鉛、鋅、鎢、錳、鉍、錫……等；黑色金屬鐵等；非金屬礦物雲母、長石、



石英、重晶石、蘭晶石、石灰石、煤、鹽、鹼……等；珠寶石礦海蘭石、紫羅蘭、石榴子

石、芙蓉石……等共 86 種礦物，佔人類已知有用礦物種類的 60%，而且各種礦物呈十分規

則的螺旋帶狀分佈，分佈界線非常分明。最令人驚喜的是這是一個草帽型礦，在礦坑四周

仍有大量未被挖掘的資源。 

【可哥托海風景區】可可托海在哈薩克語為「綠色的叢林」，但這個解釋完全不足以表達可

可托海的全部魅力。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面積 619 平方公里，其中可可托海主景區 562.5

平方公里，卡拉先格爾景區 56.5 平方公里。由於特殊的地質構造、風雨侵蝕和流水切割，

可可托海大景區內，有許多深溝峽谷，各有不同的歷史得以探究。當地人士強調，可可托

海國家地質公園地區，不僅是新疆的「冷極」，也是全國少有的寶石之鄉，還是世界罕見的

天然礦物陳列館。到此一遊，無論是走進額爾齊斯河峽谷的原始樹林，還是漫步在白樺林

間的木棧道，遠觀水鳥嬉戲；或是親自來到大自然力量見證的地震斷裂帶，四季都有不同

的景致。熱情單純的新疆阿勒泰草原哈薩克族牧民，特有的文化風情與生活方式，都令遊

客印象深刻。別忘了多帶幾張記憶卡到北疆，好把所有好山好水好人心，盡興全拍下來。 

【神鐘山】又稱阿米爾薩拉峰。一座神奇絕妙狀如倒扣的石鐘的花崗岩奇峰在額河南岸平

地而起，相對高度 351 公尺，孤峰傲立，為阿爾泰山之最。神鐘山猶如巨神插足碧水綠蔭

之間，頭枕藍天白雲，顯得巍峨神奇，變幻莫測。岩壁縫上生長著白樺樹、青松和西伯利

亞雲杉，雨過天晴，彩虹劃天而過，景色十分壯觀。登上山頂，極目遠望，群峰巍峨，額

河峽谷躍入眼簾，山腳下的額河水像翡翠一樣在巨石間穿梭，繞過鐘山腳，絕塵而去。每

到秋季，神鐘山峽谷兩側的紅葉染紅了整個峽谷，秋意盎然，一派北國風光，猶如畫中游。 

【額爾齊斯河大峽谷】沿額河對峙連綿排列的花崗岩山峰，峰壁圓渾，形態多樣，峰峰演

繹著美麗的故事，堪稱一百單八峰。這些山峰與其他地方的山峰不同的是山體圓潤平滑，

又十分陡峭，多呈鐘狀、穹狀、錐狀。千姿百態的山峰中尤以相對高差 351 公尺的花崗岩

奇峰神鐘山，令人叫絕。孤峰傲立，峭壁插雲，懸崖逼水，為阿爾泰山景之最。宏泰吉峰、

倒靴峰、駱駝峰、神象峰、飛來峰……等，一山一景，嘆爲觀止。更奇特的是這裏的花崗

岩山峰表面，多呈密集蜂窩狀的凹坑，以及好似凝固的巨瀑一樣的竪直溝槽，儼然瀑布化

石。 

【可哥托海國家地質陳列館】分為礦史陳列室、地質礦石陳列室和精品礦石陳列室三個陳

列區;地質礦石陳列室主要收藏了稀有金屬三號礦脈在不同歷史時期開採的產物，不同礦脈

的類型礦物標本共計 84 種礦石標本，其中有稀有金屬礦、有色金屬、黑色金屬、非金屬礦

物、珠寶石礦……等；精品礦石陳列室陳列了可哥托海礦區出產的比較典型和稀缺的 7 種

礦石標本，包括芙蓉石、石川石、磷鈣釷礦和“鎮館之寶”世界上惟一的額爾齊斯石。 

晚餐特色【冷水魚風味】布爾津是去喀納斯自然保護區的必經之地，距離烏魯木齊 780 公

里，這裡基本沒有工業，當地 GDP 的 75％都來自旅遊業，一切都可以打上道道地地的綠色

環保的牌子。這裡的冷水魚好吃，跟生長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城南的額爾齊斯河，是中

國唯一一條向北流入北冰洋的河流，由於是高山冰雪融水，河水的溫度即使在盛夏也很低，

手伸進去是刺骨的涼。河中所產的喬爾泰和狗魚是當地有名的珍貴野生冷水魚。每年 10 月

中旬，布爾津就進入冬季，最冷的時候能達到零下 30～40 度，在這種環境下生長的魚，肉

質異常細嫩結實，美味無比。 

飯  店 神湖大酒店  或  旅遊賓館  或  友誼峰大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內冷水魚風味 

 

 

第四天 布林津－2.5 小時－阿勒泰草原風光－2.5 小時－禾木村景區（或白哈巴村）含

區間車往返－圖瓦人部落－2 小時－賈登峪（酒店內晚餐） 
行  程 【阿勒泰草原風光】位於新疆東北邊境線上的阿勒泰山海拔平均在 2,000 公尺左右，這裏不

僅有遄急的河流和茂密的森林，更有雄偉的山川及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每逢初夏時節，上

千種豆科和禾本科牧草組成茂盛的山地草甸，為各類食草類動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來源，

五顏六色的野花開遍整個山崗，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與草原交相輝映，勾勒出一副色彩斑

斕的油彩畫卷。 

【禾木村景區含區間車】在新疆美麗的哈納斯湖旁，有一個小巧的山村—禾木村，它素有



“中國第一村”的美稱。禾木全稱“禾木喀納斯鄉”，位於新疆北部布爾津縣境內，與蒙

古、俄羅斯、哈薩克三國接壤。布林津是一個非常整潔的邊陲小城，額爾齊斯河緩緩流過，

岸邊有樺林和成片的向日葵，中間還夾雜著當地人潔白的氈房，讓人仿若置身傳說中霍比

特人的家園—夏爾國。禾木村坐落在重山阻隔的一個大河谷裏，秋天，禾木鄉無論從任何

一個位置放眼所望，都是熱烈而明朗的金黃色—小河、木房、炊煙、樺林及禾木橋上放牧

的人們。牧歸時分，白樺樹在夕陽的餘輝下閃耀著金色的光芒，折射出一幅幅優美、恬靜、

色彩斑瀾的俄羅斯油畫。禾木橋景色如詩畫，禾木村的標誌性建築是禾木橋，經歷了百多

年喀納斯冰川溶水的衝擊，古舊而敦實。凜冽冰涼的河水和禾木村一樣簡單而純潔，滿岸

的綠色植被被水氣滋潤，疊落出厚厚而濃鬱的蔥蘢。跨過禾木橋，河對岸是一大片的白樺

林，夕陽下是最充滿詩意的，仿佛塵世的一切都被拋諸腦後，只剩下自己。原木壘起的木

屋散佈村中，小禾木村一角橋流水，炊煙裊裊……古樸的山村景致，像喀納斯湖一樣充滿

神秘色彩。在群山環抱的開闊地上，禾木村靜靜地躺著，圖瓦人的尖頂小木屋、牲口圍欄

隨意地散落在村子的各個角落。小河在綠樹的掩映中從村子旁嘩嘩流過，淡淡的水汽在樹

林上空形成一條蜿蜒的白絲帶，飄蕩在村莊與大山之間。 

或【白哈巴村】坐落在一條溝穀之中，建在兩條小溪之間的狹長臺地上，依山傍水而立。

該村的所有建築均由原木築成，以外觀很古樸的小木楞屋為標誌，具有歐式村寨的特色。

房屋是清一色的尖頂木楞屋，牆體和頂棚用整根原木壘砌、拼接而成，頂部再用木板支撐

成“人”字形的尖頂，可防雨防雪，以保證住房的安全。頂棚和屋頂之間形成兩頭通風的

尖閣，是儲藏飼料和風乾肉品的好地方。屋內家家戶戶都好像是工藝品陳列館，炕上鋪著

花氈，牆上掛著刺繡的帳幔壁毯，地中央為精製的火爐。在落日的傍晚和霧氣的清晨，炊

煙嫋嫋飄蕩，牛羊滿坡，整個村落構繪出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山水畫。山村的西北

遙對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國界河，南面是高山密林。秋季一到，山村是五彩的紅、黃、綠、

褐色，層林盡染，猶如一塊調色板，加之映襯阿勒泰山的皚皚雪峰，一年四季都是一幅完

美的油畫。 

※如因禾木村景區道路臨時封閉維修，則改走哈巴村。 

【圖瓦人部落】是自稱蒙古族的圖瓦人，圖瓦亦稱"土瓦"或"德瓦"、"庫門恰克"。歷史悠久，

早在古代文獻中就有記錄，隋唐時稱"都播"，元稱"圖巴"、"禿巴思"、"烏梁海種人"等。有

些學者認為，圖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時遺留的部分老、弱、病、殘的士兵，逐漸繁衍至今。

而喀納斯村中年長者說，與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圖瓦人屬同一個民族。圖瓦人保存著自己

獨特的生活習慣和語言，圖瓦語屬於阿勒泰語系突厥語族與哈薩克語族相近，因此圖瓦人

均會講哈薩克語，與蒙古語不同。圖瓦人學校基本上是普及蒙古語。在生活習慣上，圖瓦

人除歡度蒙古傳統的敖包節外，還有當地的鄒魯節（入冬節），漢族人的春節與正月十五元

宵節。圖瓦人信仰佛教，但薩滿教對他們影響也較深。 

飯  店 城堡大酒店  或  鴻福生態大酒店  或  喀納斯山莊  或  鑒苑山莊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內晚餐 

 

 

第五天 賈登峪－30 分鐘－喀納斯湖門票口（區間車往返）－40 分鐘－白樺林、月亮

灣、臥龍灣、神仙灣、湖遊船 3 道彎、觀魚亭（區間車往返）、－喀納斯－2.5

小時－漫步喀納斯湖畔喀納斯－五彩灘景區－20 分鐘－布林津（晚餐酒店內

烤魚風味） 
行  程 【喀納斯湖景區】是中國新疆阿勒泰地區布爾津縣北部一著名淡水湖，位於阿爾泰山脈中。

傳說有湖怪「大紅魚」出沒，據稱身長可達到 10 公尺，有科學家推測為大型淡水食肉魚類

哲羅鮭，但未得到實際觀測支持。該湖風景優美，四周林木茂盛，主要居民為圖瓦人，為

中國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 

【白樺林】白樺樹的造型千姿百態，有的樹幹筆直高聳，纖細苗條，仿佛少女的身姿婷婷

玉立。一株株白樺整齊排列，無數枝葉隨風搖曳，樹蔭婆娑，站在樹下抬頭仰望令人心曠

神怡，無盡遐想。 

【月亮灣】從臥龍灣沿喀納斯河會在峽谷看到一藍色月牙形湖灣，那就是月亮灣。月亮灣



會隨喀納斯湖水變化而變化。美麗靜謐的月亮灣是喀納斯的標誌景點，被稱作是喀納斯的

明信片。 

※特別安排沿著木棧道從月亮灣步行至臥龍灣，此段人隨景移，景隨人變，人與自然融為

一體，讓您體會人在畫中游的愜意！ 

【臥龍灣】當地稱卡贊湖即鍋底湖，是取其形狀象鍋底而得名。湖四周森林茂密，繁花似

錦、綠草如茵，湖中小島景色秀麗，湖進水處巨石抵中流，激浪拍巨石，玉珠飛濺。湖的

泄水口有座木橋飛架東西，站在橋上向北是一平如鏡的臥龍灣向南是奔騰咆哮的喀納斯河。 

※特別安排沿著木棧道從月亮灣步行至臥龍灣，此段人隨景移，景隨人變，人與自然融為

一體，讓您體會人在畫中游的愜意！ 

【神仙灣】喀納斯湖河流因受到下游泥石流及崩塌堆積物的堵塞而變寬，是喀納斯河在喀

納斯湖景區內最寬的河段，這裡河谷地勢平緩，在河岸地帶形成大片沼澤與草甸。河中有

數個小島，傳說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因此這裡被稱為神仙灣。 

【五彩灘風景區】毗鄰碧波蕩漾的額爾齊斯河，與對岸蔥郁青翠的河谷風光遙相輝映，國

家 4A 級景區。懸崖式的雅丹地貌，由激猛的流河侵蝕切割以及狂風侵蝕作用而共同形成。

這裡的岩石顔色多變，岩石的色彩以紅色為主，間以綠、黃、白、黑及過渡色彩，色彩斑

斕、嬌艶嫵媚，因此被稱作「五彩灘」幷號稱是「新疆最美的雅丹地貌」。 

晚餐特色【布爾津烤魚＋家鄉酒風味】布爾津縣城南的額爾齊斯河是中國唯一流入北冰洋

的河流，常年溫度較低，氣候寒冷，河中著名的冷水魚有喬爾泰、狗魚、鯿魚……等。冷

水魚的做法很多，其中烤魚是很流行的一種吃法，在吃烤魚的同時再喝著來自家鄉的美酒，

那真是讓人大快朵頤，倍感親切。 

飯  店 神湖大酒店  或  旅遊賓館  或  友誼峰大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內烤魚風味 

 

 

第六天 布林津－3 小時－烏爾禾魔鬼城（含小火車往返）－1 小時－百里油田－克拉

瑪依－2 小時－獨山子（酒店內自助晚餐） 
行  程 【烏爾禾魔鬼城含小火車】又稱烏爾禾風城，獨特的風蝕地貌,形狀怪異，當地人蒙古人將

此城稱為「蘇魯木哈克」，哈薩克人稱為「沙依坦克爾西」意為魔鬼城。其實這裡是典型的

雅丹地貌區域，「雅丹」是維吾爾語「陡壁的小丘」之意，雅丹地貌以新疆塔里木盆地羅布

泊附近的雅丹地區最為典型而得名，是在乾旱、大風環境下形成的一種風蝕地貌類型。由

於這裏景致獨特，許多電影都把魔鬼城當作了外景地，比如奧斯卡大獎影片《臥虎藏龍》，

該地貌被《中國國家地理》選美中國活動評選為中國最美的三大雅丹第一名。 

【途經克拉瑪依百里油田】克拉瑪依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自 1955 年油田發現

以來，經過 55 年的建設，在沒有草、沒有水的荒漠戈壁上，建成了中國西部第一個千萬噸

大油田，從此「克拉瑪依」這個象徵著吉祥富饒的名字傳遍了五湖四海。在臨近克拉瑪依

的國道上，放眼望去茫茫的戈壁灘上油井林立，怎麼都看不到盡頭，進入百里油區，映入

眼簾最多的是那些高高挺立的採油井架，還有鐵架上所支撐著的帶有長臂的採油機。 

飯  店 瑪依塔格大酒店  或  博達銀都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內自助晚餐 

 

 

第七天 獨山子－2.5 小時－賽里木湖、途觀果子溝高空大橋、果子溝風光－１小時－

霍爾果斯口岸－1.5 小時－喀贊其民俗一條街（含乘坐特色馬車遊覽＋維吾爾

族歌舞表演＋地道當地冰淇淋）－伊寧 阿依樂歌舞宴（哈薩克族民族餐＋歌

舞） 
行  程 【賽里木湖＋海西草原】古稱淨海，是一個風光秀美的高山湖泊。湖面海拔 2,072 公尺、最

深處達 106 公尺、蓄水量 210 億立方公尺。賽湖像一顆璀璨的藍寶石高懸於西天山之間的

斷陷盆地中，湖中群山環繞、天水相映。春夏季節，湖畔廣闊的草地上，牧草如茵、黃花

遍地、牛羊如雲、牧歌悠悠、氈房點點、構成一幅充滿詩情畫意的古絲路畫卷。賽湖長期



以來還流傳著湖怪、湖心風洞、旋渦與湖底磁場等傳說，這給美麗的賽里木湖又蒙上了一

層極富想像力的神秘面紗。 

【途經果子溝大橋】全稱果子溝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該橋地上部分建設於 07 年 8 月

22 日開始澆築。橋樑全長 700 公尺，橋面距穀底淨高達 200 公尺，大橋主橋全部採用鋼桁

梁結構，使用國內特殊專用橋樑鋼材 17,000 噸，並採用高強螺栓連接，安裝精度控制在 0.2

公分以內。大橋是自治區公路第一座斜拉橋，也是國內第一座公路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

橋。 

【喀贊其民俗一條街】一座極富維吾爾特色的拱形彩門迎接你走入景區，似乎進入了另一

個世界，闊大的道路旁，白楊高聳，柳枝輕揚，路邊店鋪琳琅滿目，擺放出售的手工製品，

有馬具、鐵皮製品、木製品，民族刺綉，小花帽、皮鼓、手鼓、熱瓦甫……遠離喧囂，遠

離現代化生産綫，都是手工做出的東西，包藏著製造者的心力和思想，是有生命的精緻，

從中似乎能窺到數百年前工匠的勞作。遊客乘坐馬的（哈迪克）走入巷子深處，馬蹄得得

聲伴著叮叮噹當的鈴兒，小徑像藤蔓一樣四處延伸，隨著小徑走去，是小橋流水人家的去

處，牽牛花莖一往無前地爬上桑樹，在枝葉間開出串串小喇叭，一粒粒紫色的桑葚熟透了，

風過處，間或掉下一兩顆。民居各具特色，簡直是一處民居博物館，古代的，現代的，中

式的，歐式的，中亞的，西亞的，南疆的，北疆的……建築常常是歷史的縮影，喀贊其建

築的多樣性在於他久遠的歷史和各民族大雜居的特性，近三個世紀以來，宗教與政權結合

的勢力輪番登場，留下的痕跡，都可以在建築中看出端倪，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景區建築多

樣化的基石。 

【阿依樂歌舞宴】作為世界獨一傳承哈薩克民族民間音樂的伊犁州歌舞團民族樂隊，帶來

的節目涵蓋哈薩克族民歌、民樂、民間跳舞及海表裡經典曲目。為了推展伊犁哈薩克族傳

統音樂的魅力，創立於 1986 年的伊犁州歌舞團民樂隊全心籌備了一台名為“草原絲路樂•

天馬伊犁情”的表演，其內容涵蓋了器樂演奏、跳舞演出、演唱……等。 演出的曲目分庫

布孜傳奇、冬不拉印象……等，這些曲目。演出不單彙聚了哈薩克民族樂器的藝術特色，

並且展示了哈薩克民族樂器的奇異魅力。 

※本日晚餐特別安排【阿依樂宴藝大劇院歌舞宴】，如阿依樂因故未開將退回每人差價，烤

全羊則改至"布爾津"飯店內享用。 

飯  店 隆鑫大酒店五星樓  或  美景大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阿依樂歌舞宴（哈薩克族民族餐＋歌舞） 

 

 

第八天 伊寧－3.5 小時－那拉提空中草原風景區（含空中草原區間車＋騎馬 1 小時）

－1.5 小時－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含區間車往返）－天鵝湖自然保護區（含區

間車進出）－30 分鐘－九曲十八彎（含電瓶車上下觀景臺）－1 小時－巴音布

魯克鎮（晚餐住宿酒店內野蘑菇燉雞風味） 
行  程 【那拉提】八百年前的初春，成吉思汗率大軍西征。依然是風雪瀰漫的天山峻嶺，讓橫掃

歐亞大陸的蒙古勇士們舉步維艱，飢寒交迫。突然眼前出現一片綠草如茵，百花盛開的草

原，成吉思汗高興的大聲呼叫：那拉提，那拉提，意思是陽光照耀的地方。這個地方便是

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源縣的那拉提草原，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如今已

經成為新疆著名的旅遊景點。 

【那拉提風景區（含空中草原區間車＋騎馬 1 小時）】 那拉提草原主要為亞高山草甸，由

茂盛而絢麗的中生雜草與禾草構成，爲糙蘇、羽衣草群系。緣山腳沖溝深切，河道交錯，

森林茂密，莽原展緩起伏，松塔沿溝擎柱，還有氈房點點，畜群雲移，是鞏乃斯草原的重

要夏牧場。我們特別安排您在廣闊的那拉提大草原上騎馬 1 小時，感受馬背上的民族馳騁

草原的暢快！ 

【巴音布魯克】巴音布魯克鎮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及和靜縣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基地，位

元於天山腹地南麓，地處和靜線西北部，有大小尤魯都斯兩國高位山間盆地和山區丘陵草

場組成，平均海拔 2,500 公尺。 

【巴音布魯克景區含區間車】僅次於內蒙鄂爾多斯的全國二大草原，面積 22,000 平方公里，

http://www.longxinhotel.com/


是天山南麓最豐腴的夏牧場。巴音布魯克在蒙古語中有＂富饒之泉＂的意思，這裡幅員遼

闊、水草豐美、一望無際碧綠的草原、令人陶醉。水源補給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為主，

部分地區有地下水補給，形成了大量的沼澤草地和湖泊。遠在 2,600 年前，這裡即有姑師人

活動，《中國國家地理》評為中國最美六大沼澤濕地之一。 

【天鵝湖】是由眾多相通的小湖組成的湖沼地。區內建有觀鳥臺供遊人登高觀賞鳥類。中

國惟一的天鵝自然保護區就坐落在大草原中。天鵝湖，一個充滿詩畫情趣的美妙名字，令

人神往。這裡海拔近 3,000 公尺，是高山濕地湖泊，四周連綿的雪嶺冰峰，構成了天鵝湖的

天然屏障。 

【九曲十八彎】緩緩流過的南疆母親河－開都河在此駐足陶醉，戀戀不捨離去，落日的餘

輝散發出萬道金光，調皮的天鵝時而逐浪於碧水，時而翱翔於藍天，它們不遠萬里，來此

繁衍生息，抒寫忠貞不渝的愛情神話，將美輪美奐的草原點綴成絕美的人間仙境，締造爲

愛的天堂。 

晚餐特色【野蘑菇燉雞風味】 新疆天山野蘑菇是天然野生菌類，富含豐富的蛋白質，多種

維生素及二十多種氨基酸。新疆天山山脈盛產野蘑菇，尤其以巴音布魯克的野蘑菇最為珍

貴，産於海拔 2,500 公尺以上的巴音布魯克野蘑菇，不但肉香味美，含人體多種必需微量元

素，而且有特殊的藥用價值。用當地的野蘑菇和無污染的雞肉一起燉出來的美味會讓您終

生難忘。 

飯  店 白天鵝賓館  或  天河源酒店  或  龍興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內野蘑菇燉雞風味 

 

 

第九天 巴音布魯克鎮－4 小時－穿越天山山脈、觀賞天山山區風光、巴倫台鎮－2 小

時－庫爾勒（鐵門關、孔雀河夜景、酒店內晚餐） 
行  程 【巴音布魯克】巴音布魯克鎮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及和靜縣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基地，位

元於天山腹地南麓，地處和靜線西北部，有大小尤魯都斯兩國高位山間盆地和山區丘陵草

場組成，平均海拔 2,500 公尺。 

【天山山脈】是中亞東部地區（主要在中國新疆）的一條大山脈，橫貫中國新疆的中部，

西端伸入哈薩克。古名白山，又名雪山，冬夏有雪。故名，匈奴謂之天山，唐時又名折羅

漫山，高達二萬一千九百尺，長約 2,500 公里，寬約 250～300 公里，平均海拔約 5,000 公尺。

最高峰是托木爾峰，海拔爲 7,435.3 公尺，汗騰格裡峰海拔 6,995 公尺，柏格達峰的海拔 5,445

公尺。這些高峰都在中國境內，峰頂白雪皚皚。新疆的三條大河～錫爾河、楚河和伊黎河

都發源於此山。天山山脈把新疆分成兩部分：南邊是塔里木盆地；北邊是準噶爾盆地。六

至九月是旅遊的最佳季節。時值天山中部的初夏，美麗的草原，遍地金黃的野花，純淨的

湖水，倒映的雪山，牛羊成群，雪白的小羊，一望無際的金色油菜花，淳樸的民族風情，

構成一副優美的畫卷。 

【庫爾勒市】 維吾爾語，眺望的意思。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因盛產香梨而

被稱為梨城，總人口 80 萬，是南疆最大的城市，也是新疆第二大城市，是進出南疆的要塞，

南北疆的分水嶺。 

【鐵門關】 位於庫爾勒市北郊 8 公里處，扼孔雀河上遊陡峭峽谷的出口，曾是南北疆交通

的天險要衝，古代＂絲綢之路＂中道咽喉。晉代在這裡設關，因其險固，故稱＂鐵門關＂，

列為中國古代二十六名關之一。 

【車覽孔雀河風光】 孔雀河是注入羅布泊，滋養樓蘭的一條重要水系，兩千年前被譽為“東

方龐貝“的樓蘭古城因孔雀河和塔里木河的注入而燦爛輝煌。今天孔雀河在庫爾勒市中心

蜿蜒穿過，一條綿延 300 多公里的孔雀河將古樓蘭文明與充滿現代氣息的緊密聯繫在一

起，孔雀河從市從庫爾勒中心流過，夜晚五彩的燈光交相輝映，把城市裝扮的流光溢彩，

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飯  店 康城建國大酒店  或  花園大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酒店內用餐 

 

 

http://www.kcjghotel.com/


第十天 庫爾勒－1 小時－博斯騰湖（含遊船）－5.5 小時－烏魯木齊（新疆國際大巴

紮、晚餐烤全羊風味＋新疆葡萄酒）－前往烏魯木齊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博斯騰湖蓮花湖風景區】是博斯騰湖西部系列相互串通的小湖沼之一，因盛産蓮花而得

名，是孔雀河的源頭，距庫爾勒市 25 公里。蓮花湖頗具江南水鄉特色，湖面上碧綠的荷

葉亭亭玉立，接連成片，黃白色的荷花競相開放。微風吹來，縷縷清香隨風飄逸，沁人心

脾。乘上快艇，在水中劈波斬浪，追逐嬉戲。蓮花湖 2005 年被評爲國家 A 級旅遊景區。 

【國際大巴紮】 新疆國際大巴紮具有濃郁的伊斯蘭建築風格，在涵蓋了建築的功能性和

時代感的基礎上，重現了古絲綢之路的繁華，集中體現了濃鬱西域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新疆國際大巴紮是新疆商業與旅遊繁榮的象徵，也是烏魯木齊作為少數民族城市的景觀建

築，又是一座標誌性建築。新疆國際大巴紮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大巴紮，集伊斯蘭文化、建

築、民族商貿於一體，是新疆旅遊業產品的彙集地和展示中心，是“新疆之窗”、“中亞

之窗”和“世界之窗”。 

【烤全羊風味＋新疆葡萄酒】烤全羊維吾爾語叫“吐努爾喀瓦甫”，是一道地方特色菜

肴，是新疆少數民族招待上賓的一道佳餚。烤全羊是目前肉製品飲食中最健康最環保最綠

色的美食了，烤全羊外表金黃油亮，外部肉焦黃發脆，內部肉綿軟鮮嫩，羊肉味清香撲鼻，

再佐以洋蔥，辣子面，孜然粉，頗為適口，別具一格。如此美味的佳餚怎能少了葡萄酒呢，

烤全羊配新疆葡萄酒實在太誘人啦！ 

飯  店 夜宿機上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烤全羊風味＋新疆葡萄酒 

 

 

第十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今天清晨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難忘的金秋北疆 11 天。 

飯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X      晚餐：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