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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面積 166 萬平方公里，佔
中國總面積六分之一。 陸地邊境線
5600 多公里，周邊與八國接壤，在歷
史上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包括
三大山脈：阿爾泰山、天山及昆崙山。

麵葉子翻過來會反光。回烏魯木齊途
中經過克拉瑪依，它的石油產區百
里，新疆最富區，物價最貴。後有瀝青
山。 又過產棉花的石河子。 新疆是
世界最大蕃茄產地。難怪每一餐都有
蕃茄炒蛋、蕃茄青菜湯等。
本來回烏魯木齊後遊覽有「中亞之
窗」美譽的【新疆國際大巴扎】
，
「巴
扎」維吾爾語意為「集市、市場」
。烏魯
木齊的大巴扎是世界具有濃郁的伊
斯蘭風情，規模最大的，比土耳其和
杜拜的大巴扎還繁華，這裡擁有三千
個新疆民族手工藝品商鋪。可惜回程
太晚大家只想回旅館休息，只好錯過
囉！

途中看到哈薩克人住的氈房似蒙古
包，門朝西，山谷中變黃的是大葉胡
楊，變紅的是歐洲杉楊，也看到衝乎
爾鄉的石片山，禾木住著講蒙古語的
圖瓦人，打獵為生，房子全是原木搭
成的，充滿了原始的味道。途中欣賞
獨特的阿勒泰山風光。約有 3000 人，
他們有最古老的吹擊樂器是蘆尾做
的。

二田：準噶爾及塔里木盆地。南有塔
克拉瑪乾沙漠反塔里木河，西北有額
爾齊斯河，從阿爾泰山由東向西流至
哈薩克、俄國至北冰洋。

9/14 飛越天山最高的木爾峯 7432
公尺到喀什，沿土曼河，有大巴扎（維
吾爾語，意為集市、農貿市場）
。另中
巴友誼公路可到去巴基斯坦 Pakistan。

9/9 穿 過 卡 拉 先 格 爾 地 震 斷 裂 帶
（1931 年 8.3 級地震）中國第一個以
典型礦床和礦山遺址為主體景觀的
國家地質公園，到額爾齊斯大峽谷看
到很特別的岩石結構及神鐘山。
然後參觀了可哥托海 Keketouhei 地
質博物館及三號地質深坑。它含週期
表 80 種元素及 26 種稀有元素，也看
到了韓鳯鳴石，是世界罕見的「天然
礦物陳列館」
。加上獨特的阿爾泰山
花崗岩地貌景觀和富蘊大地震遺跡，
使它具有了豐富多樣的科學內涵和
美學意義，這些地質遺產具有世界罕
9/8 由 烏 魯 木 齊 Urumqi 坐 大 巴 開 見的珍惜價值，也是全國少有的「寶
，最後往北屯途中參觀了美
600 公里到富蘊縣，稀有金屬元素及 石之鄉」
麗的
【可哥蘇裏湖】
。
煤居中國之首。途經火燒山，地表燒
節岩，以前是海㡳盆地，看到了白色
鹽鹼地，紅色鹽鹼草，白樺樹及大葉
柏陽樹。也經過古尓般通古特沙漠，
在休息站嘗到了酸奶及沙棘果汁。

9/13 今天由布爾津 Burqin 俄羅斯
風情小鎮到克垃瑪依要翻過五道梁
（山）西望塔城與哈薩克交界的巴爾
克山，右是烏倫古湖。途經烏爾禾區，
產油，用小機器因油在淺表面。
中午吃了很特別的鴿子湯，鴿子與藥
材同燉，配上煮軟的鷹嘴豆和大餅一
起吃，先喝湯，然後用大餅沾湯吃，別
具風味。然後參觀了傳說中的香妃
墓，其實是她祖父及父親阿巴克霍加
國王的麻扎（墓）
。艾提尕爾清真寺是
新疆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中亞最有影
響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可容納七至
十萬人。

9/11 一 早 去 看 了 山 嵐 及 美 美 的 日
出，找到些西伯利亞花楸果、哈熊果
及野石榴。吃了好吃的鷄蛋湯麵後，
去逛逛禾木河及旁圖瓦人的小吃攤，
接著去喀納斯 kanas 湖，
「喀納斯」是
蒙古語，意為「美麗爾神秘的湖」意指
神的眼睛。坐船遊了湖，可惜下雨湖
9/10 今天穿越高度 2300 公尺阿勒 景朦朦朧朧。
泰山到禾木。新疆兵團共 10 師建設
新疆及公路，後由兵改成做農。當年， 9/12 一大早興沖沖的準備去觀魚
解放軍來到新疆，喜歡上這沙漠中崛 台，可惜昨晚下雪，等了二個小時雪
起的城市，如今成為旅遊勝地！
溶解才能上車去。爬了 1050 階梯上
了觀魚台，終於看到了好美好美在陽
光下發亮的、中國最美的湖泊」—喀 坐小火車遊了很特別的雅丹地貌的
納斯湖，
「喀納斯」是蒙古語，意為「美 【烏爾禾魔鬼城】
，因砂粒岩㨈壓，未
麗爾神秘的湖」
。向北眺望 4700 公尺 成形岩石前由湖底升上來。也因為地
髙的友誼冰川，沿途有冷杉、落葉松、 處風口，狂風不斷，日稹月累山丘被
雲杉。接著去走走翠綠河水、美不勝 風吹成了各式各樣的形象，有些像人
收的月亮灣 、神仙灣及臥龍灣等景 頭、像動物、像高樓等。讓您不得不感
點。這裡譽為「人間仙境、神秘的花 歎大自然的奇觀！
園」
。
路邊很多銀白楊，大太陽底下，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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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9/15 今天的目的地是喀什，往南 200
公里的喀拉庫勒湖 Karakuli （3600
公尺高）及眺望対岸的慕士塔格峰
(冰川之父)，屬於亞洲屋脊的帕米爾
pamir 高原，最高峰爲中國境內的公
格爾 kongur Taghliri 山。有名的三
姐妹峯是公格爾，慕士塔格及公格爾
九別峯。

9 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 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 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 6 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 7 日 $199.00
浪漫韩国 6 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 7 日 $249.00
6 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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