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獨立包團系列】新疆 - 喀納斯, 伊犁, 那拉提, 吐魯番 10 天之旅 (行程

B) 

 

 “傲遊天地”新疆四季之旅  

春天：新疆的春天來得如此優雅，如繁星般點綴天空，杏花亦要喚醒天涯，翺

翔的雄鷹，暮歸的牧羊人，靜若繁花的女子，來這裡給妳的雙眼許下壹世繁華  

夏天:：新疆的夏天把草原，藍天，白雲，牧場，雪山，河流，湖泊，酸奶，牛

羊肉，夕陽，氈房，星空，沙漠，荒野，瓜果，遺跡，宗教完美結合起來。  

秋天：新疆最美的季節，從壹望無際的路和湛藍的天空開始 ，秋的色彩，從沒

有如此透徹過, 每壹抹金黃都像曬透的陽光，散發著喜悅的味道。層林盡染，

色彩斑斕，目不暇接，景色如畫，湖水順流傾 瀉而下，在山谷中蜿蜒流淌，山

間火紅的花楸樹、金黃的白樺樹、蔥綠的針葉樹在藍天白雲的映照下，層層疊

疊，色彩斑斕，是壹幅雋永的油畫。  

冬天：冬日裏的新疆銀裝素裹，寧靜如靜止，冰山雪峰清晰可見，湖水已經結

冰，隨著光線的變化時而碧波蕩漾，在冰雪的映襯下，美得如童話世界。  

禾木：可以如童話般溫暖，也可以像水墨畫般飄逸，當妳厭倦這世間紛紛擾

擾，也許需要的，只是在壹個美麗的小村莊大口喝著奶茶，看夕陽西下  位於

西北邊陲、新疆阿勒泰山區的禾木村離布爾津縣 165 公裏，禾木是國內保留最

完整的蒙古族支系圖瓦人的村落，這個有著幾百戶人家上千人口的小村落，傳

說住著成吉思汗的後裔，當地人主要以遊牧為生。    

天池：古稱“瑤池”，傳說 3000 余年前穆天子曾在天池之畔與西王母 歡筵對

歌，留下千古佳話。     夏特古道溝通天山南北，全長 120 公裏，是北疆通往

南疆的捷徑，是絲綢之路上最為險峻的壹條著名古隘道。      

五彩灘是典型的雅丹地貌，所不同的，便是它絢爛的色彩和詭異的形態，寬闊

的河灘上，高聳的“山峰”、幽深的“峽谷”，在夕陽下顯得斑斕而又神奇。      

庫木塔格沙漠有壹種超凡脫俗和恍然若世的感覺，壹座用黃沙建造而成、國內

絕無僅有的巨型駱駝大門在陽光的映襯下顯的格外的醒目，“沙漠之門和沙漠

之舟”的魅力在這裏得到了最好的詮釋和展現。      

 

 

 



 

 

 

 

 

 

 

 

“卡拉庫裏”意為“黑海”，是壹座高山冰蝕冰磧湖。遇到晴朗的天氣，碧水

倒映銀峰，湖光山色渾為壹體，景色如詩如畫，使人沈醉迷戀。      

可可托海，哈薩克語的意思為“綠色的叢林”，蒙古語，意為“藍色的河

灣”。水草豐腴，素湍綠潭，遼闊無際的夏季牧場，絕對讓妳流連忘返。     

 

獨立包團特色：   

1. 深度遊行程絕不走馬看花, 不匆忙, 專為壹家大小及有長者同行而設  

2. 私隱度極高，不會跟不認識的人同行  

3. 食盡當地最地道的美食  

4. 深入新疆每壹個最美的角落，了解當地文化。不會跟壹般旅行團的普通行程 

5. 時間及行程可任意為您度身訂制  

6. 絕不是購物團: 不會強迫入購物店，浪費時間  

7. 由新疆本地人親自設計最地道的行程，真的深入體驗新疆真正的文化  

8. 當地導遊貼身為妳服務       

 

 

詳細行程:  

D1：（不含餐）：各地/烏魯木齊 搭乘航班抵達離海洋最遠的城市-烏魯木齊（具

體航班信息以您下壹步選擇確認為準） 抵達後，根據您所選擇的航班時間，我

司將安排拼車接機接您前往下榻酒店辦理入住。 稍事休息後，您可以自行前往

烏魯木齊市區觀光，三餐敬請自理。  

 

 

 



 

 

 

 

 

 

 

 

舌尖上的烏魯木齊： 溫州美食街：新派融合菜館，旋轉火鍋，鑫鼎丸子湯，風

幹肉抓飯館，鮭魚頭 營業時間：11:00-00:00 幸福路美食街：沙灣大盤雞，馬

仕玖煲，新疆第壹盤，野生魚坊，馬氏紅燒鵝 營業時間：11:00-00:00 阿勒泰

路美食圈：血站大盤雞，古博爾盆盆肉，五谷蟲子雞 營業時間：11:00-00:00  

1，米拉吉：民族特色餐廳，推薦拌面，抓飯，烤肉，薄皮包子，肉饢。人均

200 元。 餐廳地址：烏魯木齊沙依巴克區克拉瑪依東街北巷 176 號(烏魯木齊市

第三中學對面)，餐廳電話：0991-6261111  

2，瑪森燒烤：烤牛肉，烤羊肉，烤魚，涼面，各種涼菜等。人均 30 元-100 元 

餐廳地址：烏魯木齊新市區鯉魚山南路龍門大廈 72 號(醫學院門診對面)，餐廳

電話：0991-3335389  

3，蘋果之父:哈薩克音樂餐吧，馬腸，風幹牛肉，那仁，奶茶，酸奶， 人均

100 元至 150 元。 餐廳地址： 水磨溝區南湖東路 340 號無界悠活廣場內(南湖

東路 334 號)，餐廳電話：0991-233418902    

烏魯木齊市內及周邊景點推薦： 1，自治區博物館：見證新疆的發展歷史及民

族變遷，感受西域千年文化。 地址：烏魯木齊市西北路 581 號，開放時間北京

時間：10:30—18:00 (16:30 停止入館，周壹閉館)  

2，紅山公園：是現代烏魯木齊的標誌和象征，可俯瞰烏魯木齊全景。 地址：

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紅山路北壹巷  

3，烏魯木齊小巴紮（二道橋市場）：特色的民族手工藝品市場。 地址：烏市解

放南路 37 號 溫馨提示：新疆與內地時差 2 小時，新疆是 9 點半、10 點上班，

2 點午飯，8 點晚飯，新疆的夜生活也是很豐富的，團友們需要適應。 新疆的

治安是很好的！團友們可以自行安排外出。新疆是瓜果之鄉，建議多吃水果。

壹甜到底。 宿:烏魯木齊準四星標準（參考酒店：恒安天悅酒店或東華酒店或

愛派酒店或白糧液或邊疆賓館等同級）   

 

 

 

 

 

 

 



 

 

 

 

 

  

 

 

 

D2：（含早中）烏魯木齊/布爾津（645km/8H ） : 早乘車沿 216 國道前往美麗

的布爾津縣，途經壯麗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觀戈壁風光，經過準噶爾盆地邊緣

的卡拉麥,這裏有蹄類自然保護區，有幸的話您還可以看到黃羊、野馬等野生動

物，觀奇異的火燒山，公路沿我國唯壹註入北冰洋的“銀水”—額爾齊斯河前

行，可自費遊覽【五彩灘景區】。五彩灘又名五彩河岸，有天下第壹灘之美譽，

是新疆著名雅丹地貌之壹。五彩灘的傍晚景色尤為壯觀，天上是潔白的雲，地

上是五彩的岸，中間是迷人的額爾齊斯河，遙相呼應，絕美畫卷…後抵達酒店

入住。  

溫馨提示：出發前請檢查貴重物品（電腦、相機等）需隨身攜帶。不要將物品

遺忘在酒店。今天行車時間較長，沿途用餐點稀少，請準備充足的水和零食 

宿:哈巴河或布爾津四星標準（參考酒店：哈巴河友誼峰酒店或哈巴河紫金大酒

店或蘇通假日酒店等同級）   

 

 

 

 

 



 

 

 

 

 

 

 

 

D3：（含早中晚）布爾津/喀納斯（180km/3.5H ）: 早餐後乘車進入阿爾金山

區，沿途車覽阿貢蓋提草原美麗風光。上午抵賈登峪換乘【區間車】（壹次進

山）進入【喀納斯國家地質公園】，沿喀納斯河壹路欣賞原始森林、白樺林風

景，神仙彎，臥龍灣，月亮灣，鴨澤湖，遊覽喀納斯湖。漫山遍野的松林，微

風吹來，松濤陣陣。喀納斯是蒙古語，意為“美麗富饒、神秘莫測”或者“峽

谷中的湖”，又壹說喀納斯意為“王者之水”在成吉思汗出征途中，軍師曾打

此水，因此得名。喀納斯湖不僅自然資源和生物物種非常豐富，而且旅遊環境

和人文資源也別具異彩，喀納斯具北國風光之雄渾，又具有南國山水之嬌秀，

加之這裏還有“雲海佛光”、“變色湖”、“浮木長堤”、“湖怪”等勝景、

絕景，怎能不稱得上西域之佳景、仙景！北面是白雪皚皚的奎屯山、高聳如雲

的友誼峰，湖周重巒疊章，山林猶如畫屏。不同的植物群落層次分明，色彩各

異。每至秋季更是萬木爭輝：金黃、殷紅、墨綠各呈異彩。葉茂，枯葉朽木上

苔蘚、野草遍生。林間空地草甸如茵，山花鮮艷。風靜波平時湖水似壹池翡

翠，隨著天氣的變化又更換著不同的色調，自晨至夜變換著風采。每當煙雲繚

繞，雪峰、春山若隱若現，恍若隔世。夏季，雨後清晨，登上湖南段的駱駝峰

則可觀覽佛光奇景。下午乘坐區間車返回賈登峪入住酒店。  

溫馨提示:喀納斯地處高山海拔較高，地形復雜，山路崎嶇，註意人生安全，不

可進入登山和森林活動。山上晝夜溫差大，註意增添衣物，即使夏天也應準備

保暖外套，如：毛衣、毛褲及厚外套，防止感冒。 宿:賈登峪準四標間（參考

酒店：峪源山莊或太陽城堡或酒店或森林武警等同級）        

D4：（含早中）賈登峪/布爾津（180KM/約 3.5H ） 早餐後乘車前往遊覽【白沙

湖-鳴沙山】沿途觀賞邊塞田園風光，體驗與哈薩克斯坦壹河之隔的邊境風情，

觀中哈界碑、界河，繼續前行遊覽新疆的“月牙泉”--白沙湖，每年六月至九

月湖中的開滿了荷花，攀爬沙山和滑沙中體驗沙山轟鳴的快樂和新奇。觀大漠

湖光，欣賞塞外荷韻。遠觀邊防哨所.經阿黑吐拜克邊防連，遠眺哈薩克斯坦國

的小鎮—【鐵熱克提小鎮】風光。晚返回哈巴河或布爾津入住酒店。  

溫馨提示：白沙湖景色雖美，但是要註意防蚊子哦，這裏有蚊子王國的美稱

哦！ 宿:哈巴河或布爾津準四星標準（參考酒店：哈巴河友誼峰酒店或哈巴河

紫金大酒店或蘇通假日酒店等同級）   

 

 



 

 

 

 

 

 

 

 

 

D5：（含早中晚）布爾津/魔鬼城/奎屯（約 450km/約 6H ） 早餐後乘車沿 217

國道赴兵團新城—奎屯，途經烏爾禾,參觀【魔鬼城景區】，魔鬼城----千百萬年

來，由於風雨剝蝕，地面形成深淺不壹的溝壑，裸露的石層被狂風雕琢得奇形

怪狀：有的呲牙咧嘴，狀如怪獸；有的危臺高聳，垛蝶分明，形似古堡；這裏

似亭臺樓閣，檐頂宛然；那裏象宏偉宮殿，傲然挺立。真是千姿百態，令人浮

想聯翩。後繼續乘車，途觀克拉瑪依百裏油田采油區，蒙古人的敖包等。下午

抵達兵團城市—奎屯入住酒店後自由活動。  

友情提示:路程較遠，請備足零食、暈車藥等。克拉瑪依地區氣候炎熱。蒸發量

大，請遊客做好防暑降溫準備，如：備足飲用水，戴帽子和遮陽傘，擦防曬

油，準備防暑藥等。  宿:奎屯準四星標準（參考酒店：匯德酒店或天悅假日酒

店等同級）      

 

 

 

 



 

 

 

 

 

 

 

 

 
D6：（早中晚餐 ）：奎屯/伊寧（約 450KM/約 6H） 早餐後乘車遊覽高原明珠--

【塞裏木湖】（環湖自理），賽裏木湖,古稱西方凈海,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積最大

的高山冷水湖。因是大西洋的暖濕氣流最後眷顧的地方，所以被稱作大西洋最

後壹滴眼淚。走進紫色世界，感受芳香之旅。後繼續乘車沿風景如畫的果子溝

盤山公路繼續西行，果子溝是伊犁河谷的門戶，白雲藍天，雪山松樹，峰回路

轉，風光旖旎，果子溝大橋橋梁全長 700 米，橋面距谷底凈高達 200 米，主塔

高度分別為 209 米和 215.5 米,大橋主橋全部采用鋼桁梁結構,使用國內特殊專用

橋梁鋼材 17000 噸,並采用高強螺栓連接,安裝精度控制在兩毫米以內。大橋是自

治區公路第壹座斜拉橋，也是國內第壹座公路雙塔雙索面鋼桁梁斜拉橋。沿途

遊覽東方普羅旺斯【薰衣草基地】，位於伊犁州霍城縣，這裏也是中國薰衣草種

植面積和密度最大的地方，每年六七月份，在霍城的公路兩旁都有大面積的薰

衣草田可以觀賞拍攝，而解憂公主薰衣草園內既有視野開闊的薰衣草田，還有

多種花卉構成的七彩花田及田間浪漫的雕塑造型，是附近拍攝花田最好的地

方。而且園內還有關於薰衣草及精油知識的博物館，可 以更好的了解關於薰衣

草的知識。晚抵達伊寧入住酒店  

 

 

 



 

 

 

 

 

 

 

 

溫馨提示：1、出發前請檢查貴重物品（電腦、相機等）需隨身攜帶。不要將物

品遺忘在酒店。2、伊犁地區晝夜溫差較大，請準備壹件外套，根據溫度增減。

行程中塞裏木湖、景點海拔稍高，紫外線較強，天氣多變，降水較多請準備好

防曬及防雨用品。3、塞裏木湖 湖水清澈透明，但水質與其他地方有較大差

異，請勿飲用。4、塞裏木湖湖水為雪山融水，水溫較低，切勿下水遊泳 宿:伊

寧準四星標準（參考酒店：紫蘇麗人薰衣草主題酒店或阿依樂酒店或亞細亞或

友誼賓館等同級）       

D7：（含早中晚）伊寧/那拉提/巴音布魯克（390KM 約 6 小時 ） 早餐後乘車

前往空中草原—【那拉提草原（含空中草原區間車）】，那拉提是世界四大高山

河谷草原之壹的亞高山草甸植物區，是新疆諸多草原中最美麗、最有魅力的大

草原，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牧場。河谷、山峰、深峽、森林交相輝映。那拉提

草原上生活的居民以哈薩克族牧民為主，但“那拉提”卻非哈薩克語，而是蒙

古語，相傳為蒙古人征服中亞時所留，意為“最先見到太陽的地方”。午餐後

乘車前往巴音布魯克，沿途經風景如畫的中天山秀美林場—鞏乃斯，鞏乃斯四

季俱佳，山地草原，河谷草原並存，河湖泉澗，野果山花，珍奇異獸，應有盡

有，放眼鞏乃斯，盡是迷人好去處；抵達後換乘區間車進入【巴音布魯克大草

原（含區間車）】，欣賞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感覺，是僅次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的中

國第二大草原，位於天山中段的尤勒都斯高山盆地，因氣候涼爽水草豐美，成

為和靜縣的重要牧區，平均高度約 2400 米。〝巴音布魯克〞為蒙古語，意為

〝豐富的泉水【天鵝湖保護區】：天鵝湖並不是壹個完整的大湖，而是這裏湖

泊、溪流及沼澤地的統稱。【九曲十八彎】在開都河在天鵝湖保護區境內這段稱

〝九曲十八彎〞，美如銀帶，開都河最後流入庫爾勒東北的博斯騰湖，就是西遊

記裏的〝流沙河〞。這就是“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能有幾回現”的九曲十八

彎。晚入住酒店.可以自費觀看壹場傳遞正能量的實景劇—《東歸·印象》共分為

兩個部分：第壹部分在室外，以實景為背景演繹了土爾扈特部回歸祖國途中與

沙皇奮戰的驚心動魄的歷史畫面；第二部分《土爾扈特故鄉》在“土爾扈特民

俗文化村”容納 600 人的演藝大廳內，通過蒙古族歌舞展現土爾扈特後裔安居

樂業的畫面和對今後幸福生活的憧景。  

 

 

 



 

 

 

 

 

 

 

 

友情提示:1、伊犁少數民族眾多，請務必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信

仰，不在他們面前提“豬”字，遇到少數民族婚禮，拍照時務必取得對方同

意。2、騎馬是具有壹定危險性的娛樂項目，在騎馬時由牧民帶騎，請不要單獨

騎行；不要在馬的身後行走，以防踢傷。 宿:巴音布魯克準四酒（參考酒店：

白天鵝酒店或龍興酒店等同級）       

D8：（含早中）巴音布魯克/托克遜（約 560KM 約 8 小時左右） 早餐後乘車返

回托克遜，我們經省道火燒橋上從 218 國道經奎仙達阪、巴倫臺、烏拉斯臺草

原、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巴倫臺區，是東西長約十余公裏的壹

條山谷，與烏拉斯臺河晚宴並行。地勢東高西低，山勢南高北低。經魚兒溝烽

火臺遺址，烽燧呈方形，周長約 130 米，墻基厚 3 米，高 6 米。東西開門，門

寬約 2 米，門外有寬約 200 平方米的空間，往前即為河谷峭壁。東墻內側有土

梯可拾級而上。烽燧西北角為壹高達 15 米的石磊，內有房屋斷垣清晰，建築方

法是亂石加河漿，插木棍以加固，整個烽火臺是用石頭、泥巴、樹枝、粘土等

堆築而成。據考證，這座烽火臺始建於唐朝，烽火臺是唐代軍事報警設施，距

今大約有 1500 年，經歷壹千多年的風雨侵蝕，烽燧還基本完好。1962 年 7 月

11 日被自治區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晚抵達托克遜入住酒店  

友情提示:這壹天路途比較遙遠，山路較多，會比較疲勞，建議準備壹些方便食

品、礦泉水路上享用。 宿:吐魯番/托克遜四星酒店標準（參考酒店：參考酒

店：太陽飯店或錦繡錦華酒店或坎兒井賓館或麥西來甫酒店等同級或天山明珠

酒店等同級）      

 

 

 

 

 

 

 

 

 

 

 



 

 

 

 

 

 

 

 

D9：（含早中）托克遜/吐魯番/烏魯木齊（單程約 240KM/4H ） 早餐後前往

‘葡萄之鄉’火洲吐魯番，抵達吐魯番後前往凝聚著勤勞智慧的人間奇跡，中

國古代最大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兒井】（遊覽約 40 分鐘）。後參觀【吐魯番博物

館-逢周壹閉館，約 40 分鐘】，被譽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館之壹，博

物館的館藏非常豐富，規模僅次於自治區博物館，館藏文物 6000 余件，其中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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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00 多年之間的文物，80%以上都來自吐魯番午餐後推薦自費：前往【火焰山

大峽谷】，她猶如壹位身穿五彩霓裳的少女，千百年來就壹直躲藏在新疆鄯善縣

境內的火焰山中段，終年四季，織陽光為裳，扯薄霧為紗、羞羞答答，至今還

保存了高貴完美的“處女”之身，令有幸目睹芳容的文人墨客魂牽夢繞。後特

別安排走進吐魯番維吾爾族家訪：免費品嘗新疆葡萄幹、體驗新疆維吾爾風

情。午餐前往木卡姆葡萄莊園（麥西來甫莊園）觀天下第壹饢坑、鬥雞表演，

民族歌舞互動、參觀葡萄莊園。品嘗新疆特色民族風味餐及各種時令水果 。後

乘車返回烏市參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幹部療養院，後抵達酒店入住。 購物安

排：【華淩玉器城】或【百石緣玉雕廠】或【恒久鑽石城】及【幹部療養院】  

溫馨小提示:吐魯番地區氣候炎熱，蒸發量大，請遊客做好防暑降溫的準備，

如：備足飲用水，戴帽子和遮陽傘，擦防曬油，準備防暑藥等。古城是國家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請愛護文物，不可攀登，取土。其中沒有廁所，請在大門外

上完廁所後再進入。“瓜果之鄉”之瓜果味極甘美，香甜可口，但不可多食，

以防腹瀉。交河故城、坎兒井和葡萄溝面積大，地形復雜，請與導遊做好配

合，防止人員走失。 宿:烏魯木齊準四星標準（參考酒店：恒安天悅酒店或東

華酒店或愛派酒店或白糧液或邊疆賓館等同級）      

D10：（含早 ）：烏魯木齊/各地 早餐後根據航班時間統壹乘車前往烏魯木齊國

際機場乘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愉快之旅！（離開酒店前壹定要再次檢查物

品，不要忘在酒店裏了！）  

 

 

 

 

 

 



 

 

 

 

 

 

 

 

10 天之旅獨立包團費用:    

1. HK$9,880   (USD1,267) / 位 (10 人同行, 安排 12 座車) 

2. HK$10,180  (USD1,306) / 位 (9 人同行, 安排 12 座車) 

3. HK$10,480  (USD1,344) / 位 (8 人同行, 安排 12 座車) 

4. HK$10,580  (USD1,357) / 位 (7 人同行, 安排 9 座車) 

5. HK$11,180  (USD1,434) / 位 (6 人同行, 安排 9 座車) 

6. HK$11,580  (USD1,485) / 位 (5 人同行, 安排 7 座車) 

7. HK$12,680  (USD1,626) / 位 (4 人同行, 安排 7 座車) 

8. HK$14,780  (USD1,895) / 位 (3 人同行, 安排 7 座車) 

9. HK$17,880  (USD2,293) / 位 (2 人同行, 安排 5 座車) 

 

更多獨立包團行程: http://goo.gl/RG36RS 

 

費用包括:    

1. 路費, 油費及停車費 

2. 司機費用 

3. 9 晚酒店住宿 

4. 天天早餐 

5. 10 天用車   

  

***以上價錢不包含機票及所有稅項 

***以上價錢只供參考, 旺季需要付付加費 

 

網上即時對話：www.bliss-travel.com.hk/livechat 

  

 

 

 

 

 

 

http://goo.gl/RG36RS
http://www.bliss-travel.com.hk/livechat


 

 

 

 

 

 

 

 

電話查詢 ☎: 

香港:中環店:+ 852 3105-3580 / 旺角店:+852 3175-3888  

中國:+86 020-8559–5486  

日本:大阪店: +81 (0)90-1752-5532 

微信號: +85253868495 (世界各地) / blisstravel (香港) / monster-travel(中國)  

Whatsapp:+852 53868495 (世界各地)/+852 51488877(香港)/ +852 53840394 (中國) 

Line ID: blisstravel-jp 

傲遊天地、ブリス トラベル、BLISS TRAVEL 提供  

Website: www.bliss-travel.com.hk 

旅行社牌照號碼 : 352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