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絲路河西走廊 祁連山風光 青海湖直航 13日 
本行程 2014.07.01起適用 

穿越時空三千年、踏上古老又有活力的絲綢之路 
※行程特色※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

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在 2000 多年的發展進程中，絲綢之路見證了漫長歷史變遷的滄桑，記載

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進程，成為記錄歐亞人民友誼的篇章。這條綿延萬裡、跨越千年的商貿大通道，對中西

方文化交流與亞歐貿易交往發揮了重要作用。華夏文明沿著絲綢之路得以西進，西方文化又從絲綢之路源

源東來。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宛如一條串珠，貫穿著沿途眾多的歷史文化名勝古跡。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

的首都長安(今西安)經隴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

門關或陽關，穿過新疆地區後到達地中海。 

★特別推出【大唐皇家迎賓儀式】，由身著盛唐服裝的仕女帶領，再現盛唐隆重的迎賓儀式。 

★特別贈送【精美絲路地圖】，增強客人的知識性，讓您的行程更豐富。 

★獨家推出鳴沙山採集【吉祥如意沙】活動，精心準備精美吉祥瓶，客人親手採集神奇的吉祥如意沙，體驗

鳴沙山古老神奇的五彩沙傳說。 

★【祁連山】，祁連山的平均山脈海拔在 4000米～5000米之間，高山積雪形成的碩長而寬闊的冰川地貌奇麗

壯觀。祁連山的原始森林景區更是風光迷人，立夏之後，山林之中一片一望無際的綠色海洋。 

★世界第八奇觀的秦始皇陵【兵馬俑】。秦始皇 39歲時滅六國，統一中國建立大秦帝國，此後更動員了全國

之人力物力大規模修建陵墓，於 1974 年發現秦始皇陵墓地下之兵馬俑，剎時轟動全世，成為遊客必遊之

地。 

★【莫高窟】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個朝代、歷經千年的洞窟 492個，壁畫 45000多平方米，

彩塑 2000多座。題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當時的民俗、耕織、狩獵、婚喪、節日歡樂等的壁畫。 

★【五彩山】張掖丹霞地貌是我國發育最大最好、地貌造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在方圓一百平方山地丘陵地

帶，有造型奇特，色彩斑讕，氣勢磅礴的丹霞地貌。層級錯落交替、岩壁陡峭、氣勢磅礴、形態豐富、色

彩班斕而稱奇。 

特別贈送：西安：民間剪紙、精美絲路地圖、小兵馬俑。 

    甘肅：敦煌小駱駝、夜光杯。 

    新疆：維族小花帽、葡萄乾、品嘗葡萄酒、每日礦泉水。 

風味餐食：西安：羊肉泡饃風味、陝西風味小吃宴、德發長餃子宴。 

    甘肅：甘州風味、酒泉汽鍋雞、戈壁焰影風味、絲路風情宴、雪山駝掌風味。  

          新疆：加格達漢餐、烤全羊、大盤雞風味。 

特別安排：兵馬俑博物館、嘉峪關城樓、天山天池、青海湖乘坐電瓶車，省去您旅途中的辛苦。   

          鳴沙山乘騎沙漠之舟-駱駝至月牙泉，體驗沙漠獨特的交通工具，欣賞沙漠的特殊風情。 
購物安排：新疆：大會堂紀念品、甘肅：夜光杯廠、西安：絲綢 

 

第一天  桃園  西安 HU7980  1340 / 1740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兩岸直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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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 10 世紀左右，先後有 13 個朝代或政權在西安建都或

建立政權，歷時 1100 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早餐：X 午餐： X 晚餐：陝西風味小吃 40 

住宿：軍安王朝 或陽光國際 或長征酒店 或同級準 5星 

 

第二天  西安(漢城湖遺址公園(含電瓶車、大風閣、大漢迎賓禮、遊船、弧幕電影)、兵

馬俑(含電瓶車)、秦始皇陵（含區間車）、仿唐歌舞秀）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世界第八奇蹟之稱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1979 年規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

隆重開放，舉世罕見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開放後，很快就轟動了中外，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

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秦始皇陵】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的陵墓，是世界第八大奇蹟，世界文化遺產，國



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始皇陵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驪山腳下。據史書記載，秦始皇嬴政從 13 歲

即位時就開始營建陵園，由丞相李斯主持規劃設計，大將章邯監工，修築時間長達 38 年，工程之浩大、

氣魄之宏偉，創歷代封建統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現存陵塚高 76 米，陵園佈置仿秦都鹹陽，分內外兩

城，內城周長 2.5 公里，外城周長 6.3 公里。陵塚位於內城西南，坐西面東，放置棺槨和陪葬器物的地方，

為秦始皇陵建築群的核心，目前尚未發掘。 

【漢長安城遺址公園】是我國古代沿用時間最長的都城遺址，先後有 10 個封建王朝以此作為建都之地，

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根據保護規劃，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區規劃面積將達到 75 平方公里，包括城

址區、建章宮遺址區和禮制建築遺址區。 

【仿唐歌舞秀】是西安旅遊最受歡迎的文化娛樂項目之一。它以歷史記載和民間傳說為創作源泉，通過

樂器演奏和舞蹈表演向觀眾展示了 1300 多年前的唐朝宮廷生活及社會習 俗。在整場表演的樂器演奏部

分，主要呈現的是中國特有的樂器琵琶和排簫，代表曲目有《遊春圖》和《春鶯囀》。舞蹈部分更加異

彩紛呈。《秦王破陣樂》表現出 李世民所帶軍隊的慷慨士氣；《霓裳羽衣舞》由楊貴妃所創。 

【大風閣】總面積 9442 平方米，高 60 米，地下 2 層，地上 7 層，美景盡收眼底。一層的牛文化展廳、

漢文化展聽、唐三彩展廳、瓷器展廳；一層主要展示絲綢之路浮雕和漢高祖劉邦的雕像；五層展示漢朝

服飾；六層展示漢代 8 個經典戰役和 12 個漢代歷史典故；七層主要展示漢代皇帝和風雲人物。 

【弧幕電影】其主題是《天漢長安》。開篇展示的是西漢史學家、文學家班固所創作的《西都賦》，其次

展示的是長安城宮殿佈局情況及歷史建設發展演變情況。貴賓在登閣眺望漢城湖和 36 平方公里長安城

遺址的同時，盡情感受兩漢的強大和繁榮，接受漢文化的傳播和薰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羊肉泡饃風味 30 晚餐：漢唐宴 40 

住宿：金花酒店 或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 5星 

 

第三天  西安（古城牆、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含 3D 電影+微縮景觀)、小雁塔、唐慈恩

寺遺址公園） 烏魯木齊 HU7814 1950 / 2320 

【古城牆】建於明洪武年間（1370-1378）年，以西元 6 世紀時隋唐皇城牆為基礎擴展形成，建築穩重堅

固，以城牆為主體由護城河、吊橋、閘樓、箭樓、正樓、角樓、女兒牆垛口、城門等一系列軍事設施，

構成嚴密完整的冷兵器時代城市防禦體系。 

【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位於西安市東北部唐代大明宮遺址上，總占地約 3.5 萬平方公里，遺址公園在

唐大明宮遺址基礎上延續了唐代大明宮的歷史格局，以先進的文物保技術向遊客再現大唐盛世。唐大明

宮是東方園林建築藝術的傑出代表，是唐長安城《三大內》宮殿群中最為輝煌壯麗的建築群，被譽為絲

綢之路的東方聖殿。特別安排欣賞 3D 電影是一部具有國際視野的特種電影，影片安排了多個極具視覺

衝擊力的場景，如大型宮廷樂舞、皇家馬球比賽、貴族狩獵場、武術對刺，這些場景會為觀眾奉獻一幕

幕別開生面、驚心動魄的非一般視覺體驗。 

【小雁塔】是唐代古都長安保留至今的重要的標誌，因為規模小於大雁塔，並且修建時間偏晚一些，故

而稱作小雁塔。小雁塔是密簷式方形磚構建築，初建時為十五層，高約 46 米，塔基邊長 11 米，塔身每

層疊澀出簷，南北面各辟一門；塔身從下往上逐層內收，形成秀麗舒暢的外輪廓線；塔的門框用青石砌

成，門楣上用線刻法雕刻出供養天人圖和蔓草花紋的圖案，雕刻極其精美，反映了初唐時期的藝術風格。

明清兩代時因遭遇多次地震，塔身中裂，塔頂殘毀，現在僅存十三層。 

【唐慈恩寺遺址公園】，北接大雁塔北廣場，東臨戲曲大觀園，與大雁塔北廣場、陝西戲曲大觀園、民

俗大觀園形成環大雁塔的唐文化旅遊風景園區。 

後飛往新疆省省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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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居在這兒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爲“烏魯木齊”，意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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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民族生活在這裏，構成了烏魯木齊的奇特風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長安漢唐宴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海德酒店 或同級五星 
 

第四天  烏魯木齊（天山天池含電瓶車+遊船、國際大巴紮） 途經風力發電廠  吐魯



番                                                  

【天池】海拔 1980 公尺有「天山明珠」之稱的天池，傳說為西王母娘娘居住之地，天池海拔在 1980 米

左右，長約 3.4 公里，最寬處為 1.5 公里，最深處達 105 米。湖水清澈碧透，周圍雲杉茂密，背後是白

雪皚皚的柏格達峰，湖光山色構成了天池迷人的高山景色。盛夏時分，天池附近卻很涼爽，是避暑佳地。 
【國際大巴紮】巴紮是維吾爾語，意為市集。烏魯木齊市內的“國際大巴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巴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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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維吾爾族商人開設的店鋪、餐

館，在街道的兩側還有各種民族特?出售。 
【風力發電廠】吐魯番沿途經過大陸規模最大的達板城風力發電廠，當地位於南北疆交界處，氣候特殊，

有風城之稱；在高速公路兩旁的浩瀚沙漠中，有近五百座風車群迤邐矗立，極為壯觀；這些風車一半從

丹麥進口，一半是進口零件自行組裝，對於缺水發電的大西北地區，這些風車對他們來講實在太重要了。 
【吐魯番】中國最低窪地，因氣候炎熱，素有火洲之稱的-吐魯番地處吐魯番盆地。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大盤雞風味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麥西來甫酒店 或坎兒井賓館 或同級準四星 

 

第五天  吐魯番（葡萄溝、維族古村落、坎兒井、交河故城、吐魯番博物館、維族歌舞

表演、維吾爾民族家訪(品嘗水果)） 

【葡萄溝】新疆有一首民謠（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庫爾勒的香梨人人誇、葉城的石榴頂呱呱），

吐魯番多葡萄、水果乃是此地的特色。 
【坎兒井】新疆地區特殊灌溉系統坎兒井，利用地形，無需動力，即可吊水灌溉，在吐魯番就有坎兒井

近千道，堪與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工程。 
【維吾爾古村】維吾爾古村，占地 20000 餘平方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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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大型的博物院群。景區內維吾爾民俗陳列館與傳統民居交相輝映，立體地展示了維

吾爾人歷史變遷、生產勞動、民居建築、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等風貌，其中不少是已經消失和正在消失

地原生態文化展示。 
【吐魯番博物館】吐魯番博物館的館藏非常豐富，規模僅次於自治區博物館，是新疆第二大博物館。館

藏文物 5000 餘件，其中一級文物近百件。在自治區博物館收藏的西漢到唐代，也就是絲綢之路昌盛 1000
多年之間的文物，80%以上都來自吐魯番。吐魯番博物館 1989 年建成，占地 9 畝，由主館和巨犀陳列館

兩部分組成，總建築面積 2000 平方米。吐魯番博物館設施齊全，有現代化的安全保衛設施，有封閉式

大透明展櫃，有齊備的講解員隊伍。現有藏品 3287 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 135 件，二級文物 260 件，

三級文物 640 件，是目前新疆地州市中規模最大的博物館。該館設計風格獨特，厚樸凝重，突出了西域

地方民族特色和歷史滄桑感。全館根據不同的需求分為接待大廳、吐魯番出土文物陳列廳、古屍陳列廳、

巨犀陳列館、展覽廳、庫房等多個部分。 
【交河故城】世界上唯一的生土建築城市交河故城，交河故城是古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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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族歌舞表演】維吾爾族舞的特點是歡快、奔放，節奏感強，讓人聽到音樂聲就想動、就想跳，其獨

特的藝術魅力受到漢族群眾的廣泛喜愛。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烤全羊風味 100 

住宿：麥西來甫酒店 或坎兒井賓館 或同級準四星 

 

第六天  吐魯番(火焰山） 鄯善（吐峪溝大峽谷、麻紮村、庫木塔格沙漠公園(含電瓶

車 

【火焰山】，火焰山乃六百多年前唐僧玄奘三藏法師前往印度，路過此地請授佛經之處，是描寫西遊記

舞臺之地。 
【吐峪溝大峽谷】是一個頗具神秘色彩的地方，不僅有怪石磷峋、溝穀縱橫的峽穀風光，還有吐峪溝千

佛洞、吐峪溝麻紮(墓葬)；不僅有伊斯蘭建築風格的清真大寺，而且還有藏傳佛教大寺院遺跡，既是西



北地方穆斯林心目中的“東方小麥加”，也是佛教徒心目中的“聖地”，每年都有不少穆斯林、佛教徒

前來朝覲、朝拜。 
【麻紮村】是新疆最古老的維吾爾族村落。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維吾爾族傳統和民俗風情。無論是民宅

還是千年佛窟，都是用黃粘土土坯建造。繼承了兩千多年來用黃粘土建造房屋的傳統習慣。 
【庫木塔格沙漠】庫木塔格沙漠風景名勝區是世界上少有的與城市零距離接觸的沙漠，面積 2500 平方

公里的庫木塔格沙漠位於新疆鄯善老城南端，面對茫茫沙漠，只見沙黃天藍、雲淡風清，令來自城市中

的遊客們視野為之開闊，心情也頓時舒暢起來。“庫木塔格”在維吾爾語裡是“沙山”之意，庫木塔格

沙漠就是指“有沙山的沙漠”。庫木塔格沙漠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來自天山七角井風口的西南風和來自

達阪城風口的東南風，沿途經過長風程，攜帶著大量沙礫，最後在庫木塔格地區相遇碰撞並沉積而成，

南面的覺羅塔格山也促成了這兩種方向的風力減弱和風沙的沉積。因為環境艱苦、道路險遠，庫木塔格

沙漠在唐代被稱為“大患鬼魅磧”，至今還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 晚餐：鄯善風味 40 

住宿：瑞昌酒店 或西遊酒店 或同級(三星) 

 

第七天  鄯善  哈密（巴里坤草原、白石頭風景區、含騎馬） 

【哈密】哈密位於橫貫亞洲中部的天山山脈東端，並被天山分割為南北兩處，山南是哈密綠洲，山北為

巴里坤草原和伊吾河谷，哈密地理位置重要。遠在兩千年前，這裡就是漢代張騫第一次通西域開通絲綢

之路的要塞，素有“西域咽喉，東西孔道”之稱。今日它仍是祖國內地西進新疆的第一大站，是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的“東大門”。 
【巴里坤大草原】海拔 1650 米，雪山晶瑩，松林青翠，雨霧繚繞，變化莫測。此景被稱為“天山松雪”。

這裏是全疆擁有駱駝最多的地方，而且巴里坤馬也是新疆的三大名馬之一，在這寬闊平坦的草場上，遠

處牛羊成群，一派草原美景，後前往【白石頭風景區】，白石頭海拔 2000 公尺，氣候涼爽，空氣新鮮，

景色優美；夏秋之際，綠草如茵，野花競放，泉水淙淙，羊群如飄動的白雲，在此可體驗騎馬的樂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 晚餐：加格達漢餐 40 

住宿：加格達賓館 或同級(準四星) 

 

第八天  哈密  敦煌（鳴沙山、騎駱駝、月牙泉、採集【吉祥如意沙】活動） 

【敦煌】敦煌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它是絲綢之路河西道、羌中道（青

海道）、西域南、北道交匯處的大邊關要塞。 
【鳴沙山】沙漠奇觀鳴沙山，特別安排採集鳴沙山【吉祥如意沙】活動，精心準備精美吉祥瓶，客人親

手採集神奇的吉祥如意沙，體驗鳴沙山古老神奇的五彩沙傳說。騎上沙漠之舟-駱駝，欣賞沙漠的特殊風

景，山下之【月牙泉】位處沙漠之中，千百年來未遭流沙吞沒，依然泉水如鏡，成為千古之謎。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雪山駝掌風味 40 晚餐：絲路風情宴 40 

住宿：富國 或天宇酒店 或同級(四星) 

 

第九天  敦煌（莫高窟） 嘉峪關（嘉峪關城樓、長城博物館） 酒泉 

【莫高窟】東方藝術寶庫莫高窟，該洞窟始建於 1600 年前，此地佛像、佛窟甚多，同時保存了大量精

美的壁畫與經書。而後前往哈密位於天山山脈東端，早在 2000 多年前，這裏就是漢代張騫第一次通西

域開通絲綢之路的要塞，素有“西域咽喉，東西孔道”之稱。 
【嘉峪關城樓】有“天下第一雄關”之稱的嘉峪關城樓，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歷史。它比山海關早建 9
年，被譽為“天下第一雄關”。  
【長城博物館】，嘉峪關長城博物館是我國第一座以長城歷史文化為專題的博物館。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汽鍋雞風味 40 

住宿：酒泉賓館 或同級(五星) 

 



第十天  酒泉（西漢酒泉勝跡、夜光杯廠） 張掖（五彩山、大佛寺） 

【西漢酒泉勝跡】又稱酒泉公園，〝天若不愛酒，不應有酒仙，地若不愛酒，不應有酒泉〞即是對酒泉

的讚美。酒泉公園是河西走廊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漢式園林，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園內有泉有

湖，有山有石，建有酒泉勝跡、月洞金珠、西漢勝境、祁連澄波、煙雲深處、曲苑餐秀、花月雙清、蘆

伴晚舟八大景區。古樹名木，參天蔽日；亭臺樓閣，雕樑畫棟，素有"塞外江南"、"瀚海明珠"之美譽。 
【夜光杯廠】，千百年來夜光杯都是文人墨客的最愛。您可在此瞭解夜光杯地製作過程。 
【張掖】河西走廊重鎮－張掖。張掖古稱甘州，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環，也是河西四郡之一，馬可‧

波羅東遊中國時曾在此停留長達一年時間。 
【大佛寺】，寺內的釋迦牟尼佛涅盤佛像長 35 米，為中國之最，始建於西夏。 
【五彩山】距張掖市 40 公里。在方圓一百平方山地丘陵地帶，有造型奇特，色彩斑讕，氣勢磅?的丹霞

地貌。丹霞是指紅色砂礫岩經長期風化剝離和流水侵蝕，形成的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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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甘州風味 40 

住宿：電力酒店 或華辰酒店 或嘉亨酒店 或同級(準四星) 

 

第十一天  張掖  祁連山風光  西寧（途經日月山、青海湖（含電瓶車+遊船） 

【祁連山】，祁連山的平均山脈海拔在 4000 米～5000 米之間，高山積雪形成的碩長而寬闊的冰川地貌奇

麗壯觀。祁連山的原始森林景區更是風光迷人，立夏之後，山林之中一片一望無際的綠色海洋。祁連山

的原始森林區內，有 15.7 萬公頃，200 多萬立方米的森林資源。祁連山的密林雪嶺之中，還有許多遊蕩

的鹿群，野趣濃烈，生態優美。因高山上終年積雪而形成寬闊碩長的冰川，是長年不溶化的，它們千姿

百態，躺臥在雪山上，如白虎藏匿，如銀蛇盤繞；在正午陽光的照射下，有如鑽石發出萬簇光芒；在霞

光的色染中，冰川則有無法描摹的瑰麗！後前往青海省會-西寧，西寧已有 2100 多年歷史，古代是通往

西域的東西要道，被稱為“絲綢之路”南道。1928 年，以西寧等 7 縣設青海省，定西寧為省會，延續至

今，這兒的少數民族占了人口的 1/4 強，尤其以回族和藏族為多，如果要領略民族風情，這是一個好地

方。 
【日月山】途經，古人以為日月由此落山，日月山東邊是河湟谷地，良田漠漠，西邊是廣闊的草原，風

吹草低見牛羊，山腳下有一條河向西流去，這就是著名的“倒淌河”。  
【青海湖】位於青藏高原上，距西寧 150 公里，面積 4500 平方公里，海拔 3200 米，湖水冰冷且鹽份很

高。青海湖蒙語叫“庫諾爾”，藏語叫“錯溫布”，也就是“青色的湖”的意思。青海湖是中國最大的

內陸湖泊，也是我國最大的鹹水湖，這裏氣候涼爽。抵達青海湖畔看湖水波光萬頃，湖中小島若隱若現，

湖邊綠草無垠，野花遍地，景色如詩如畫。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西寧大廈 或同級(四星) 

 

第十二天  西寧（塔爾寺） 蘭州（黃河母親像、水車園、第一鐵橋） 

【塔爾寺】塔爾寺是藏傳佛教六大院寺之一，相傳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也是黃教的發源地，

堆繡、壁畫、酥油花為“藝術三絕”。 
【黃河母親塑像】及【黃河水車園】水車歷史悠久，外形奇特，起源于明朝，是蘭州市古代黃河沿岸最

古老的提灌工具。蘭州水車，又叫“天車”、“翻車”、“灌車”、“老虎車”，園內由雙輪水車、圍

堰、水磨坊服務室和遊樂區組成，立于黃河南岸，旺水季利用自然水流助推轉動；枯水季則以圍堰分流

聚水，通過堰間小渠，河水自流助推。 
【黃河第一鐵橋】。俗稱“中山橋”，位於蘭州市濱河路中段北側，是座歷史悠久的古橋。後專車前往

青海省會-西寧，西寧已有 2100 多年歷史，古代是通往西域的東西要道，被稱為“絲綢之路”南道。1928
年，以西寧等 7 縣設青海省，定西寧為省會，延續至今，這兒的少數民族占了人口的 1/4 強，尤其以回

族和藏族為多，如果要領略民族風情，這是一個好地方。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蘭州牛肉拉麵 40 

住宿：飛天酒店 或同級(準四星) 

 

 
第十三天  蘭州  桃園  HU7979  0855 / 1240 
 早餐後，揮別這令人難以忘懷的大漠絲路之旅，搭機返回甜蜜的家。 
早餐： 餐盒或飯店早餐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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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