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疆全線南北縱橫(越野四驅車)深度遊  喀納斯湖(神仙灣.臥龍灣.月亮灣.

五彩灘) 那拉提大草原 天鵝湖 吉木薩爾(五彩灘.矽化木) 奇台(額敏風城) 

青河(三道海子) 賈登峪(獨聯體巴克圖口岸.艾比湖) 博樂(怪石溝.賽裏木湖) 

昭蘇 (草原石人) 烏魯木齊16天團 (URC16-NW) 
 
出發日期:2016 年 05月28日  06月11.25日 
費    用:成人$21490元   單人房費:$2850元 
 

出發日期:2016 年 07月09.23日  08月06.20日  09月03.10.17.24日   
費    用:成人$25490元   單人房費:$4200元   
 

不包來回程機場稅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建  議購買個人綜合保險

香港 程 元 元 港幣 元 天 $4 $450 (浮動)   深圳$120 (浮動) $80  X 16 = 1280 元 (16 天)港幣$330 元 

註:本公司特別為每位團友購買港弊三十萬元團體旅遊平安保險。 
 

行程特色 
1 

2 
全程使用 四驅車 一輛，可前往大旅遊車不能到達的地方 睇得更深度。

美麗又神秘的喀納斯是當今地球上保存 好的自然景觀是世界上 後一片淨土，她美麗的讓人窒息”
14天日本豐田越野 (Toyota 4500型), 4人 , 

欣賞。 

前往新疆 大的高山湖泊〜『賽裏木湖』，湛藍的湖水、壯麗的雪山、遼闊的草原、成群的牛馬羊，3 

將是您不可錯過的人間仙境。 

那拉提草原是發育在第3紀古洪積層上的中山地草場，東南接那拉提高嶺，勢如屏障，西北沿鞏乃斯4 

河上游谷地斷落，地勢大面積傾斜，山泉密佈，溪流縱橫。 

天鵝湖每年春、夏時節，天山無鞍馬、黑頭羊、旱獺、禿鷲、紅嘴鶴、金眼雕等等野生動物，遠近交錯地在花

(野花密佈)上繁衍棲息著 而得名「天鵝湖」。

5 

原 ，以及每年都有成千上萬隻天鵝，從南方飛到這裡，因  

 

6 

7 
五彩灣是一片連綿的奇特山丘，儘管此地人煙荒蕪，只有野驢，黃羊出沒其間 

全程的住宿點，我們都以當地條件 好的來做安排，以成本 高的烏魯木齊來說，我們安排的不但是 好的銀

都酒店，全程所需之時令水果、礦泉水等飲品。
 

 

第1天: 香港/深圳 ~ 北京/成都(轉機) ~ 烏魯木齊 CA/CZ/ZH        (午餐於航機上 .晚餐) 
指定時間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如安排深圳乘飛機,乘直通巴士或船前往深圳機場,直航前往烏魯木齊) 乘搭飛機前往(北京

或成都)轉機前往亞洲內陸的中心，世界上離海洋 遠的城市--【烏魯木齊】；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城市，她位於

美麗的天山北麓，環山代水，沃野廣袤，古曾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小行國「劫國」，現做為中亞大陸橋 重要的樞紐城市處處洋

溢著現代與傳統相互碰撞、相互融和濃鬱的塞外都市風情。住宿: 米東國際大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野驢，黃羊出沒其間，但近年來因其獨特的風光，不斷迎來不辭勞苦如醉如癡的中外遊客。住宿 吉木薩爾賓館 （當

 

第2天: 烏魯木齊 ~ 吉木薩爾 ~ 五彩灣風景區  (豐田4500越野,4人一輛)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驅車穿越【準噶爾盆地】，途經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中的【五彩灣風景區】：五彩灣是一片連綿的奇特山丘，儘管此地人煙

荒蕪，只有 :  
好） 地

 

第3天: 吉木薩爾 ~ 矽化木保護區~ 奇台 ~ 額敏風城 ~ 青河(豐田4500越野)(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矽化木保護區】，矽化木又稱樹木化石，是距今約1.4 億年前侏羅紀時期產物，大量的樹木被埋於地下，經激烈的

地殼變動，又露出了地面，形成了樹木化石，矽化木大小不等，有的露出地面，有的橫臥在地，遠看如同真樹。繼而前往【額敏風

城】位於奇台縣城北部將軍戈壁西北邊緣卡拉麥裏山地諾敏地帶，有一雅丹地貌，是經過長期風蝕而形成的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壯觀

的風蝕奇特景觀。住宿: 青河賓館 （當地 好） 



第4天: 青河 ~ 三道海子 ~ 神秘石人墓堆 ~ 富蘊 (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乘吉普車前往大疆南北假期專業為您設計的行程之一【青河的三道海子】，三道海子位於青河縣東北40 公里，海拔2690 
米的高山區域，由花海子、中海子、邊海子三個高山湖泊組成。這裡山谷開闊，湖面平靜，綠樹倒影。而此行要看的【神秘石人墓

堆】就座落在這裡，由專家考證，三道海子石堆是蒙古第三代大漢—貴由漢的墓，也有專家認為，石堆墓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墓

陵。到現在為之仍然沒有定論，為後人留下了難解的謎團? 。註：(是日午餐為野餐：乾糧、瓜果、鹵肉等)   住宿: 山河酒店或

同級（三星） 
 

第5天: 富蘊 ~ 可可托海 ~ 神鐘山景區 ~ 三號礦坑地遺跡 ~ 布爾津 (豐田4500越野)(早餐.
午餐.晚餐) 
早餐後，乘吉普車前往“可可托海”，可可托海哈薩克語的意思是“綠色的叢林”。蒙古語意為“藍色的河灣”。這裡是全國第二

極冷。可可托海於2005 年被評為國家級地質公園，在這裡有申報國家級含幾十種礦物質的【神鐘山景區】、【三號礦坑地遺跡】；

額爾濟斯河水源頭自然風光；有神鐘山、大石門、小石門、溫泉、神泉等奇山怪石。宿: 友誼峰大酒店（贵宾楼）或同級（四星） 
 

第6天:布爾津 ~ 賈登峪 ~ 喀納斯【臥龍灣、月亮灣、神仙灣】(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布爾津縣，沿途有連綿的阿爾泰山脈，因其山內盛產黃金，所以阿爾泰山又有“金山”之美譽。沿途路過額爾濟

斯河，而後來到被稱謂天下第一灘的的五彩河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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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與五彩灣相比較，五彩灘更多了幾分柔美，寬闊的河灘上，高聳的“山峰”、幽深的“峽穀”、縱橫的“溝壑”，在夕陽下顯得斑

斕而又神奇，一切沐浴在柔和的光線中，像是神靈們的天國，迷離而又虛幻…. 隨後乘車上山。途經【臥龍灣】、【月亮灣】、【神

仙灣】等地，如「月亮灣」因哈納斯河河段灣曲流下彷如一彎明月而得名，從高處向下俯瞰，藍綠色的河水將一望無際，將連綿而

成的白樺林一分為二，其間線條分明煞是好看，更特殊的是，隨著氣候更替以及陰晴晨昏的轉變，映入眼簾的景緻也會出現不同的

色彩與意趣。住宿: 環湖山莊 (湖邊 好) 
 

第7天: 喀納斯 ~ 觀魚亭 ~ 賈登峪 (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登上【觀魚亭】，將整個哈納斯湖的景色盡收眼底。有這樣一句話來形容觀魚亭，不登觀魚亭不知哈納斯之美，觀魚亭位

於哈納斯湖西側 “駝峰” 之巔，海拔2030米，高出湖面655 米。觀魚亭是唯一一個能夠飽覽哈納斯美景的絕佳場所。觀魚亭湖光山

色盡收眼底，令人心曠神怡。站在亭中向北眺望，那現代冰川寒光閃爍；向南望去是嫋嫋炊煙的圖瓦人村落。俯瞰湖面蜿蜒曲折，

山體湖水相映色彩斑斕，如同油畫一般。沿棧道上下觀魚亭，移動中景緻百變，繁茂的花草樹木和五色山岩，構成了立體的植物展

覽館，是一步一景的 “動畫” 之路。登觀魚亭，有幸還能夠一睹 “雲海佛光” ，或者十年難得一見的 “湖怪” 的尊容。可自由步行湖

邊棧道，感受哈納斯美麗而神秘的湖水。住宿: 鴻福生態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8天: 賈登峪 ~ 巴克圖口岸 ~ 和縣 ~ 鐵廠溝 ~ 塔城 (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途經和布克賽爾縣前往新疆的 北端-塔城市的【巴克圖口岸】，此口岸與獨聯體相連，巴克圖口岸已有200 多年的通商

歷史，距離塔城市中心區僅17公里，是新疆離城市 近的口岸。由於歷史的原因，塔城地區約有65000 於人僑居國外，主要分佈

在俄羅斯和中亞各國。途中遠眺塔城地區有名的【偉人山】，此山遠眺猶如天安門水晶棺裡躺著的毛澤東一般，安詳寧靜的躺在那

裡，尤為神似壯觀。塔城地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北部，塔城市距烏魯木齊市 遠，大約637 公里。住宿: 仙橋賓館（當地

好） 
 

第9天: 塔城 ~ 紅樓博物館 ~ 阿拉山口口岸 ~艾比湖 ~ 博樂(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紅樓博物館】參觀。塔城紅樓博物館之所以稱為紅樓，正因為其建築外觀均為紅磚綠瓦。內分為兩棟建築，分別展

示新疆的過往及新疆的人文生態，屬帝俄時期建築。在我們記憶中的塔城條約歷史場景，也正是發生於此地。隨後經歐內陸中心點，

中、哈邊界公路前往阿拉山口，阿拉山口位於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內，是舉世矚目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的西橋頭堡。是我

國西部唯一的鐵路、公路並舉的國家一類口岸。【阿拉山口口岸】經國家批准，始建於1990 年6 月，1991 年7 月，鐵路開辦臨時

貨運，1996 年6 月正是開辦客貨營運，阿拉山口口岸轄區面積為155平方公里，城市建設規劃面積為15 平方公里。現基礎設施覆

蓋面積為7.9 平方公裏。口岸的商業、金融、交通、運輸、倉儲、通訊、文化娛樂、旅館、飲食、醫院、學校等機車工作和生活設

施已建設齊全。阿拉山口也是新疆的一個大風產區，尊貴的客人當您親身來到這個地方後也可以好好感受一下。隨後前往準噶爾盆

地 大的湖泊【艾比湖】，艾比湖位於精河縣以北約30 公里，艾比湖蒙古語稱為“艾比淖爾”，“艾比”為“向陽”之意，“淖

爾”意為“湖”。是典型的內陸鹽湖，海拔189 米，湖面面積860 平方公里。住宿: 艾比湖大酒店或同級（准四星） 
 

第10天: 博樂 ~ 溫泉 ~ 塞裏木湖 ~ 伊寧 (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途經博州溫泉縣，可欣賞其獨特風光，之後繼續前往【塞裏木湖】，塞裏木湖湖面海拔2073 米，東西長約30 公里，南北

寬約25 公里，水域面積455~460 平方公裏。呈橢圓形。是新疆海拔 高、面積 大的高山冷水湖。當然我們不僅要遠眺美麗的塞

裏木湖，還要親身去感受這美麗的湖泊，即是為大家特地安排的繞【海西環湖公路】，之後途經“果子溝”前往伊寧市。住宿: 伊

犁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11天: 伊寧 ~ 昭蘇 ~ 草原石人(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昭蘇縣，途經美麗的伊黎河大橋，沿途路過伊黎河古稱亦列水、伊麗水，是關係西北農田的著名河流。古時塞人、月

氏人、烏孫人、突厥人等生活於此河流域。它也是新疆流量 大的內陸河。欣賞自然風光。沿伊昭公路翻越古時哈薩克人生活的地

方--烏孫山，可以看到白石峰，連綿百里的【油菜花田】，就像黃色瀑布一般瀉落下來，以及古時留下的神秘石人---【草原石人】。

住宿: 富麗豪酒店（當地 好） 



第12天: 昭蘇 ~ 那拉提 ~ 巴音布魯克 ~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前往那拉提鎮，沿途欣賞【天山公路奇景】，路過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年降水量可達800 毫米。有利於牧草的生長，載畜

量很高，歷史上的那拉提草原有 “鹿苑” 之稱。每年6 月以後，大群的牧畜轉入，進入草原的黃金季節，繼而前往全國新疆第一大

草原--【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巴音布魯克蒙古語意為“富饒之泉”，著名的天鵝湖~~中國唯一的天鵝自然保護區就在此地。住宿: 
白天鵝賓館（當地 好） 
 

第13天: 巴音布魯克 ~ 天鵝湖環湖一日遊 ~ 九曲十八彎(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我們將驅車進行【巴音布魯克天鵝湖環湖一日遊】，途經之地為天山深處，更是巴音布魯克草原的腹地，每年春、夏時節，

天山無鞍馬、黑頭羊、旱獺、禿鷲、紅嘴鶴、金眼雕等等野生動物，遠近交錯地在花原(野花密佈)上繁衍棲息著，以及每年都有成

千上萬隻天鵝，從南方飛到這裡，因而得名「天鵝湖」。沿途的景緻曼妙獨特，不經此路焉得有深入中國第二大草原之野趣？吉普

車在原野上奔馳加跳躍，既有大水塘要衝過，更有一小片的沙漠地形在等著我們，今日所觀景物之多、風光之奇、路況之多變，在

在吸引著真正懂得的(玩家們)。後前往【九曲十八彎】，九曲十八彎，事實上就是草原上一條河脈線，蜿蜒百里；當您登上山坡，

在晚霞中遠眺百里一條銀河落在茫茫草原上…開都河的身影，絕對會在您心上留下一個烙印！註：(是日午餐為野餐：乾糧、瓜果、

鹵肉等)。住宿: 白天鵝賓館（當地 好） 
 

第14天: 巴音布魯克 ~ 天山公路風光 ~ 庫爾勒 (豐田4500越野)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乘車翻越天山公路，欣賞沿途十裏不同景的【天山公路風光】，晚上抵達南疆重鎮~庫爾勒市。維語中庫爾勒的意思是“張

望、眺望”，這裡是古代絲綢之路中道的要隘，現在又是南部新疆的交通樞紐。住宿: 銀星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15天:庫爾勒~ 百里甘溝風光~達阪城風力發電站 ~烏魯木齊 (豐田4500越野)(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返回新疆首府城市--烏魯木齊。沿途欣賞【百里甘溝風光】，繼而前往【達阪城風力發電站】，此為全中國 大的風力發

電站。風力發電站位在前往吐魯番途中的國道旁，一大片排列整齊的現代風車，高聳豎立在曠野上，風車葉輪日夜不停地緩緩轉動，

為單調荒沾的戈壁灘添力現代文明的碩大新景觀。住宿: 銀都酒店(行政樓層) 或同級（五星） 
 

第16天: 烏魯木齊 ~ 北京/成都(轉機)  ~ 深圳/香港 CA/CZ/ZH  (早餐.午餐於航機上) 
早餐後，前往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市場參觀，旅客們可自由選購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工藝品和土特產。稍後乘機飛往北京或成都轉

機返港。(如安排乘飛機返深圳,是由烏魯木齊直航深圳,轉乘直通巴士或船返港。)(行程僅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按待單

位安排為準!) 
 

# 重要提示: 北彊旅遊，天數及車程比較長及難苦。如患有心臟病、嚴重哮喘、體弱多病者, 均不宜參加本團。  
 

 備 註: 

1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天氣、航機、路面交通因素有所受阻延誤而變動，確定行程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準。本公司保留順序調整

之權利。 

2 新疆氣候乾燥且風沙大，建議多注意飲水。其次新疆日照時間長，特別進入山區，海拔約有 2300 米左右，紫外線強度較高，

請客人準備防曬霜、潤唇膏、雨傘、太陽帽等。另外當地氣候多變，請客人多帶長袖外衣，以防天氣突變。 

3 雖然新疆天山南北景色怡人，但大多數仍為發展中地區，住宿及餐飲條件一般較大城市仍有差異。新疆是少數民族聚居地，

大都信奉伊斯蘭教(禁食豬肉)，所以一般飲食以牛羊為主。 

4 絲綢之路地理特殊，路段常有不可預見因素出現，如：道路塌方等不可抗拒而造成行程不能順利完成或進行臨時調整及沿途

食宿條件較艱苦等情況，遊覽時有些線路完全受天氣因素的影響，遊客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5 行程之住宿地區及酒店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及更改，均以當地按待單位安排為準。 

6 以上行程團費，不包所有機場稅、行李保險費、行李生小費。 

7 行程航班時間及集合地點, 只供參考, 以茶會公佈為準。 

8 如團隊人數不足 10 人, 本公司有 終決定權是否按時出發或更改其他日期團隊出發。 

 

報名手續 : 
> 報名時先付訂金，長線團每位$1500 元或全數團費，廣東短線團每位$500 元，餘款須於起程前 14 天前全數付清。 
> 各團友須持有效旅遊證件，如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証、香港身份證明書、回鄉咭及有效的個人旅遊護照。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 鑑於某些出發日期參加人數可能不足，本公司有權於啟程前 7 天取消有關旅行團。在此情況下，所繳交費用將於三天內退回。 
> 任何團員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時，本公司領隊得視具體情況而取消其隨團之資格，其未完成部份之旅程之餘數，

將不會退回。但該團友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 參加團員如因事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辦理，如於出發日期 35 天前通知，則需扣除訂位費港幣 300 元正。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0 天或以上，長線扣$800 元，短線扣$300 元作為手續費: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15 天至 29 天內取消訂位者，訂金恕不退還。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7 天至 1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 於出發前 6 天內或旅程中自行退團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 如團員因有關簽證不獲批准，或因未能出示效証件而引致不能依時出發，一概都會根據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