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疆神秘天山大峽谷、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卡拉庫裡湖、和田、喀什 單飛 

(直航烏魯木齊)9+1日 
本行程 2014.07.01起適用 

揹起歡喜行囊，迎接璀璨陽光！ 
※行程特色※ 
※搭乘直航飛往世界上最內陸、距離海洋和海岸線最遠的大型城市烏魯木齊（距離海洋約2500公里），
航程約6.5個小時，省卻了轉機的勞累，省時又輕鬆。 

※全程無購物安排，保證最高品質、讓您盡情旅遊! 
★暢遊庫車-天山神秘大峽谷，壯麗的景觀，可媲美美國大峽谷，讓你永生難忘。維吾爾語“克孜利亞”是

“紅色的山崖”之意。神秘的“天山大峽谷”是天山支脈克孜利亞山中的一條峽谷，紅褐色岩石經過大自

然億萬年的風刻雨蝕之下，才形成由現在“天山大峽谷”。“天山大峽谷”紅褐色的山體群直插雲天，在

陽光照射下，猶如一簇簇燃燒的火焰。“天山大峽谷”的迷人之處，不僅僅在於它的雄奇、險峻，而在於

它的幽深、寧靜和神秘。站在谷底仰視高山，只覺得陡峭的峰巒似乎隨時隨刻都會壓下來，令人感到震撼。 

★行程特別安排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幹大沙漠（561公里）塔克拉瑪幹大沙漠位於塔里木盆地中

央，東西長約 1000公里，南北寬約400公里，面積33萬平方公里，僅次於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為世界第二

大沙漠。塔克拉瑪幹，維吾爾語含有兇險可怕的意思。它大約蘊涵了三層意思：一是“過去的家園”，後

來由於荒漠化而淪為大沙漠；二是“埋葬珍寶的地方”，這裡流傳著一個類似阿裡巴巴“芝麻開門”的神

話故事；三是“進去了出不來”。所以人們通常又稱它為“死亡之海”。 

★維吾爾族第一故鄉-喀什，喀什早在西元前2世紀，張安通西域時，即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稱“疏勒國”

西漢神爵二年（前60），漢朝在烏壘城（今輪臺縣東小野營溝附近）設立西域都護府，疏勒始歸西漢管轄。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74），班超出使西域後，在疏勒盤襄城主持軍務達30年之久。朝廷還委任徐於為西域

長史，駐節疏勒。唐貞觀二十二年（648）與顯慶三年（658），唐王朝曾兩度在此設置疏勒（得沙）都督

府，成為當時有名的“安西四鎮”之一。喀什大巴紮中亞最大的巴紮，熱鬧的景象，讓你深刻體驗濃鬱的

西域風情。 

◆紅其拉甫口岸：俗稱紅其拉甫“山口”，位在中國新疆喀什地區西南部，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

縣境內，海拔5000多米，同巴基斯坦毗鄰，紅其拉甫風光壯美，但環境惡劣，素有死亡山谷之稱，當地居

民主要為塔吉克族，生活在紅其拉甫山口周邊的居民多數是塔吉克族，他們被稱為“天上人家”。有人這

樣描繪他們的家園——“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塔吉克民族是中國唯一

的印歐人種，有著雅裡安血統，高鼻、深目、寬寬的額頭和潔白的皮膚。走進紅其拉甫，就好像到了“人

間仙境”。漂亮的塔吉克服飾、熱情好客的塔吉克禮節、美味的塔吉克飲食，無不讓人感受到了塔吉克族

的純樸、善良、友好。 

風味餐食：大漠胡楊風味、龜茲生態園、羊排風味、火鍋風味、烤鴿風味、清燉肉風味、犛牛肉風味、 

維吾爾風味+水果大餐、粵菜風味、烤全羊。 
特別贈送： 
※每日提供每人 2瓶礦泉水。 ※新疆維吾爾小花帽每人一頂。 

※品嘗新疆維吾爾囊餅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 

航班參考： 

桃園機場/烏魯木齊 南方航空 CZ640 0045/0710 

烏魯木齊/桃園機場 南方航空 CZ639 1745/2315 
 

第一天  桃園  烏魯木齊  庫爾勒(博斯騰湖含蓮花湖遊船、鐵門關)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至新疆省省會-【烏魯木齊】，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

首府，位於天山北麓，環山帶水，沃野廣袤，世居在這兒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為“烏魯木齊”，意為“優

美的牧場”。烏魯木齊是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是亞洲的地理中心，也是舉世聞名的古“絲綢之路”

新北道的必經之路。維吾爾、漢、回、哈薩克等民族和睦地生活在這裡，創造出燦爛的古代西域文明。



眾多的民族，不同的風俗，構成了烏魯木齊的奇特風情。 

【博斯騰湖之蓮花湖】古稱“西海”，唐謂“魚海”，清代中期定名為博斯騰湖，位於焉耆盆地東南面

博湖縣境內，是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總面積 1228 平方公里的博斯騰湖與雪山、湖光、綠州、沙漠、

奇禽、異獸同生共榮，互相映襯，組成豐富多彩的風景畫卷。蓮花湖區，葦翠荷香，曲徑邃深，被譽於

“世外桃園”。 

【鐵門關】這裡是古代吐魯番、烏魯木齊一帶通往南疆的隘口，山勢險峻，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

勢，造型雄偉與「山海關」相似。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大漠胡楊風味 50 

住宿：康城建國大酒店 或同級五星 

 

第二天  庫爾勒  庫車(天山神秘大峽谷、克孜爾千佛洞) 
【天山神秘大峽谷】位於獨庫公路旁，是天山支脈克孜利亞山中的一條峽谷。維語中，“克孜利亞”意

為“紅色的山崖”。那些紅褐色岩石正是在億萬年的風雕雨刻之下，才形成今日的“神秘大峽谷”。站

在谷底仰視高山，只覺得陡峭的峰巒似乎隨時隨刻都會壓將下來，令人眩暈。可媲美美國大峽谷，歷經

萬年的風雨剝蝕、山洪沖刷而成，是我國罕見的自然風景奇觀。 

【克孜爾千佛洞】洞窟開鑿於木紮爾特河畔爾達格山崖壁上，目前是新疆最大一處石窟群，也是我國最

早開鑿的石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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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龜茲生態園 50 

住宿：庫車麗都酒店 或國際酒店 或同級四星 

 

第三天  庫車(溫宿大峽谷(含區間車))  阿克蘇  

【溫宿大峽谷】位於溫宿縣境內天山山脈中段南麓前山區博孜敦柯爾克孜民族鄉境內，大峽谷距溫宿縣

城東北約 80 公里，距國道 314 線 30 公里左右，總面積 200 平方公里。這裡曾是通往南北天山古代驛路

木紮特古道的必經之地，當地稱之為“庫都魯克大峽谷”，維吾爾語意為“驚險，神秘”。走進大峽谷，

峽穀兩側因風吹日蝕，雨水沖刷，形成了許多神奇肅穆令人歎為觀止的傳神奇景，如：英雄谷、幽情谷、

雙塔谷、紫瀾山、胡楊雙雄、萬僧朝聖、千年古堡、千山雄風、太空來客等氣勢壯觀的 100 多處難於用

語言文字表達清晰的山體造型。 
【阿克蘇】 地處南疆的阿克蘇是古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是古代龜茲故地，東西方文化在此交

匯，形成了獨具魅力的“龜茲文化”、“多浪文化”。阿克蘇瑰麗雄奇的大漠自然風光、神奇美麗的戈

壁綠洲、悠遠博大的歷史文化、靈秀與粗獷的原始生態、高速建設中的能源基地，從而推動阿克蘇旅遊

產業的快速發展。沿途欣賞戈壁風光。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羊排風味 50 

住宿：地區旅遊賓館 或國際酒店 或同級四星 

 

第四天  阿克蘇  第二沙漠公路(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含沙漠觀景台))  和田(艾

德萊絲綢手工絲綢作坊、民俗觀光、玉龍喀什河撿玉活動) 

【第二沙漠公路】以前只有考察隊、探險隊前往，1989 年未開採、運輸石油之便而開通的第一條沙漠公

路（世界獨一無二），由輪台、塔中油田至民豐，全長 525 公里，貫穿塔克拉瑪幹沙漠，現即使一班觀

光客也可橫越死亡之海，第二條是阿克蘇至和田，全長 424 公里，公路等級為二級，於 2005 年 6 月開

工建設。這條公路運用了我國沙漠築路的許多技術研究成果。2007 年 9 月建好，新疆第二條沙漠公路的

建成，將使從阿克蘇至和田所需時間比現有路途縮短一半，對於加快南北疆的溝通與交流，促進南疆地

區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換有重要意義。 
【塔克拉瑪幹大沙漠】有死亡之海之稱，塔克拉瑪幹沙漠位於中國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央，是中國最大

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同時亦是世界第一大流動沙漠。整個沙漠東西長約 1000 公里，南北寬

約 400 公里，面積達 33 萬平方公里。平均年降水不超過 100 毫米，最低只有四五毫米；而平均蒸發量



高達 2500—3400 毫米。這裡，金字塔形的沙丘屹立于平原以上 300 米。狂風能將沙牆吹起，高度可達

其 3 倍。沙漠裡沙丘綿延，受風的影響，沙丘時常移動。沙漠裡亦有少量的植物，其根系異常發達，超

過地上部分的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以便汲取地下的水份；那裡的動物有夏眠的現象。 
【艾德萊絲綢手工絲綢作坊】艾德萊絲綢手工作坊於 1992 年正式開業，對艾德萊斯綢傳統產業進行了

不斷創新和發展，增加了艾德萊斯綢的花樣和品種，並註冊了“吉亞麗人”商標。該景點主要以展示和

田艾德萊斯綢紡織的傳統工藝流程為主，向遊客展示了艾德萊斯綢古老的繅絲、紡線、印染到紡織的傳

統手工藝的全過程，從而對和田艾德萊斯綢的古老文化產生全新的認識。目前，艾德萊斯綢手工作坊已

成為來和遊客必到景點之一。 
【玉龍喀什河】玉龍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源於昆侖山，在沙漠深處交彙成和田河，最後北流入塔裡木河。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火鍋風味 50 

住宿：西湖銀都大酒店 或同級四星 

 

第五天  和田(千里葡萄長廊、玉石巴札)  5小時  莎車(莎車王陵、阿曼尼莎汗王

陵) 喀什 

【千里葡萄長廊】和田縣巴格其鎮的農民為節省耕地，利用農田道路，將葡萄種在道路邊上，枝蔓架在

道路上方，多占天少占地，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進入和田農村，遠看是果園，近看是

糧田，步入葡萄長廊下，抬頭不見太陽，下雨不濕衣裳，珍珠般的葡萄迎風飄香，好一派塞外江南好風

光”。目前和田地區葡萄長廊達 1500 多公里。葡萄長廊的建設，節約了土地，改善了農田小氣候，生

態環境得到改善和保護，經濟效益顯著。蔥綠茁壯而又生機勃勃的葡萄長廊綿延千里，蔚為壯觀，徜徉

其間，腳下是鄉間小路，頭頂是翡翠般的葡萄，一派田園景色，使人猶入仙境，流連忘返。有詩雲：“道

路躺在林蔭下，農田藏在林帶中，庭院掩在果園內，渠水流在樹林間，長廊葡萄通四方，糧棉豐登瓜果

香”。 
【玉石巴札】巴札在維吾爾語中是"市場"的意思，如今的和田玉石巴札早已遠近聞名，其含義也遠遠超

出了"玉石市場"的稱謂，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奇珍異寶皆彙聚於此。 
【莎車王陵】王陵本是葉爾羌汗國國王家族的陵園，由禮拜寺、墓地和阿曼尼莎汗紀念堂三部分組成。

阿曼尼莎是維吾爾音樂詩史十二木卡姆的創始人及十二木卡姆音樂的整理者，如今因十二木卡姆音樂劇

的推廣，使得阿曼尼莎墓之名淩駕陵王陵。王陵旁邊即是葉爾羌汗國王妃【阿曼尼莎汗的陵墓】，陵墓

高 22 米，陵頂?圓塔狀在陵宮內，宮殿牆上鑲有“木卡姆”十二套曲名。阿曼尼沙汗紀念陵構思巧妙，

具有典型的伊斯蘭建築風格。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烤鴿風味 50 晚餐：清燉肉風味 50 

住宿：尊茂其尼瓦克皇家酒店 或銀瑞林大酒店 或同級準五星 

 

第六天  喀什(卡拉庫裡湖、布倫口沙湖、途經蓋孜峽谷)  塔縣(石頭城) 

【卡拉庫裡湖】"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下的卡拉庫力湖。湖面海拔 3600 多米，面積 10 平方公里，水

深 30 米，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原湖泊。湖的四周有冰峰雪嶺環抱，特別是周圍的公格爾、公格爾九別峰

和慕士塔格峰更為這個湖增添了神奇而美麗的色彩。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裡，皚皚銀峰、綠色草原和湖邊

畜群倒映在湖中，異常優美，因天色和氣候不同而水色多變，湖水秀麗、草原清翠、冰川雪峰、近在咫

尺有如人間仙境。 
【布倫口沙湖】據說也是西遊記裡沙悟淨“棲息”的流沙河所在！布倫口在克爾克孜語中意為“角落裏

的湖泊”！在沙湖之後則是所謂沙山。之所以有沙山與沙湖之形成，一方面可能剛好附近“沙很大”，

另則因兩者剛好位於兩山之間交會的埡口，因而成為風沙的自然通道，飛揚的沙子掉進湖面、或是沉積

在對面山腰，因而形成類似的奇妙景觀。 
【蓋孜大峽谷】是帕米爾的西南門戶。從喀什西行，穿過疏勒縣城，便有一派叢山峻林拔地而起。這些

呈現鉛灰色、鐵灰色的山脈是帕米爾高原東部邊緣的公格爾山系必經的一段，就是著名的蓋孜峽穀。大



峽穀內有著陡峭的山壁、、巨石，沒有草，沒有牲畜，漫天遍地呈現荒蕪的景象。匯結了人類力量的中

巴公路通過這裡，過去這裡是沒有路的，古人在峭壁打鑿出一個個的方孔，再插進去方子木，木頭上鋪

上木板土石，修成了蔥嶺棧道。如今在那高懸頭頂的絕壁上，還可以看見一溜溜的方孔，偶爾還可以看

到一截枯朽的木頭。 
【塔縣】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位於帕米爾高原之東、崑崙山之西，這裡是一片千峰萬壑相隔的潔淨

世界。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南部，帕米爾高原東部。 
【石頭城】這裏是古代絲綢之路中道和南道的交彙點，喀什、莎車、英吉沙及葉城通往帕米爾高原的數

條通道都在此地匯合。城堡建在高丘上，形勢極?險峻。城外建有多層或斷或續的城垣，隔牆之間石丘

重疊，亂石成堆，構成獨特的石頭城風光。漢代時，這裏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蒲犁國的王城。唐朝政

府統一西域後，這裏設有蔥嶺守捉所。元朝初期，大興土木擴建城廓；光緒 28 年，清政府在此建立蒲

犁廳，在舊城堡南面興建了新城鎮，這座石頭城遂被廢棄。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犛牛肉風味 50 

住宿：皇冠 或溫泉酒店 或同級準三星 

 

第七天  塔縣(塔吉克人家探訪、紅其拉甫口岸、中巴界碑)  喀什 

【塔吉克人家探訪】塔吉克斯坦的主要民族和中國的少數民族，人種屬於歐羅巴人種印度地中海類型。

“塔吉克”是本民族的自稱，意即“王冠”。塔吉克族的族源可上溯到西元前若干世紀分佈在帕米爾高

原東部的操伊朗語的諸部落。塔吉克族有自己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帕米爾語支，分為色勒庫

爾塔吉克語和瓦罕塔吉克語兩種方言。由於民族交往頻繁，新疆許多塔吉克族人兼通維吾爾語和柯爾克

孜語，普遍使用維吾爾文。我們將安排團友拜訪塔吉克家庭，瞭解高原民族的生活狀況和風俗習慣。 
【紅其拉甫口岸】紅其拉甫是世界上海撥最高的口岸，由於天氣情況比較惡劣，這裏只在 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開關，其他時間都是關閉的，無論是遊客還是探親者或者商人都不能通過。山口附近的風景很

不錯，開關時期這裏的遊人和商人絡繹不絕。從喀什到紅其拉甫的這段中巴公路長 415 公里，它是帕米

爾高原之行（《西遊記》中提到的蔥嶺就在這一帶）的必經之路。後前往【中巴界碑】。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維族風味+水果餐 80 

住宿：尊茂其尼瓦克皇家酒店 或銀瑞林大酒店 或同級準五星 

 

第八天  喀什(艾提朵爾清真寺、職人街、香妃墓)  烏魯木齊 

【艾提朵爾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大寺正門色彩淺綠，紋飾精美，高大的門樓則為磚紅色，整

體風格鮮明。在每年的伊斯蘭教重大節日古爾邦節當天，從四面八方趕來做禮拜的維吾爾族群眾聚集在

清真寺前二、三平方公里範圍，保守的估計有 5 萬人。 
【職人街】不到一千公尺的職人街，放眼望去，少說也匯聚了上百家的手工作坊。維族古老手工藝術，

在這兒世代傳承著，就如同一座活生生的維吾爾民俗博物館。 
【香妃墓】整個陵園是一組構築得十分精美宏偉的古建築群，其中包括陵墓、教經堂、大禮拜寺、門樓

等。陵墓是建築群的主體。外面用綠色琉璃磚貼面，陵墓廳堂高大寬敞，無樑柱。築有半人高的平臺，

平臺上排列著墳丘，墳丘是用白底蘭花琉璃磚砌成，晶瑩素潔。傳說，埋葬在這裡的和加後裔中，有一

個叫伊帕爾汗的女子。是乾隆皇帝的妃子，由於她身上有一股濃郁的沙棗花香，人們便稱她為“香妃”。

香妃死後由其嫂蘇德香將其屍體護送回喀什，並葬於阿巴克和加墓內。因而有人又將這座陵墓叫做“香

妃墓”。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粵菜風味 80 

住宿：美麗華大酒店 或同級五星 

 

第九天  烏魯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紅山公園、大巴札） 台北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博物館位於烏魯木齊市西北路，是新疆文物收藏和科研中心，建於 1953
年。其外觀造型具有維吾爾建築風格。館內裝飾亦富有民族特色。展廳面積 7800 平方米，共收藏歷史



文物、民族文物、革命文物等 5 萬餘件。新疆少數民族民俗展覽──系統介紹新疆 12 個少數民族在服

飾、起居、節慶娛樂、婚喪、禮儀、飲食、宗教及其它方面各具風姿的民情風俗。 
【紅山公園】的馳名得益於紅山的獨特。由幹由於是由紫色砂礫岩構成，呈赭紅色，故得“紅山”一名。

紅山的外形象一條巨龍東西橫臥，高昂的龍頭伸向烏魯木齊河。建立於紅山之上的紅山公園是在我國不

可多得的山體公園。 
【國際大巴札】烏魯木齊市內的“國際大巴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巴札，主要對針對各地遊客，經營

當地民族服裝、手工地毯、工藝品等，這裡有維吾爾族商人開設的店鋪、餐館和清真寺，在街道的兩側

還有各種民族特色出售。 
 後前往隨後帶著滿載的回憶專車前往機場，後揮別這令人難以忘懷的新疆之旅，搭機返回甜蜜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烤全羊風味 120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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