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烏蘭巴托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藍天之國』美稱的蒙古。『烏蘭巴托』蒙古語的意思為“紅色英

雄”，位於蒙古國中部，人口約 100萬，是蒙古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最大的城市。晚上

抵達北京後，前往過境飯店休息。 

餐食：早餐：Ｘ          /中餐：Ｘ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大酒店 Chinggis Khaan Hotel 飯店  或同級  ★★★★ 



第二天 烏蘭巴托－遊牧部落－(55公里，1小時)烏蘭巴托 

    行車距離：烏蘭巴托－（55公里，約 1小時）遊牧部落－（55公里，1小時）烏蘭巴托 

【遊牧部落體驗】（門票含午餐）旅遊度假村（10：00時－13：00） 

可以穿著蒙古服飾照相留念，學習蒙古射箭、觀看飼養剛出生的小羔羊、牧民收集擠羊牛奶、製作羊

毛氈工序，馬頭琴彈奏及歌唱演出，演示蒙古包搬遷大隊景觀，生動地展現蒙古人的遊牧生活和風俗

文化。 

【翟山紀念碑】翟山抗日紀念碑位於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南部的一座山上，主要為紀念在二戰中犧牲

的蘇維埃和蒙古國戰士而建。它不僅是蒙古國各地中小學校郊遊最喜歡去的景點，而且也是各地學生

舉辦畢業典禮最受歡迎的地方，為蒙古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柏格達汗冬宮】豪華驚豔的漢藏式殿宇建築，是蒙古末代宗教領袖吉布尊丹巴活佛的住宅，現今已

成為博物館。宮內收藏豐富文物，展示著佛像、法器等宗教珍品，以及王公貴族的華麗服飾和奢華飾

品；當中最耀眼的是各國國王和貴族贈送的如金縷鞋、80只狐狸皮製成的繩子、150張豹皮製成的蒙

古包、大象標本等，件件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傳統舞蹈表演】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舞蹈的特點是節奏明快，熱情奔放，語彙新穎，

風格獨特。動作多以抖肩、翻腕來表現蒙古族姑娘歡快優美，熱情開朗的性格。男子的舞姿造型挺拔

豪邁，步伐輕捷灑脫，表現出蒙古族男性剽悍英武，剛勁有力之美。節奏歡快、舞步輕捷，都表現出

了蒙古族勞動人民純樸、熱情、精壯的健康氣質。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傳統蒙餐（門票含午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大酒店 Chinggis Khaan Hotel 飯店  或同級  ★★★★ 

第三天 烏蘭巴托－巴彥戈壁－哈勒和林 

    行車距離：烏蘭巴托－（270公里，約 4.5小時）巴彥戈壁－（90公里，約 2小時）哈勒和林 

【巴彥戈壁】是一片廣大的沙漠和草原。據蒙古秘史記載這一帶草原曾是成吉思汗放羊牧馬的地方，

13世紀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時, 在呼根汗山附近的胡弓，薩里川一帶以少勝多，打敗了強大的乃蠻

部落。沿途駛向一個接一個的盆地，綿延無際的大草原。 

※自費專案：騎駱駝（約 0.5小時） 

【13世紀帝國遺址－哈勒和林】是蒙古國最鼎盛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歷史上的繁華重

鎮。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的蒙古唯一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專案。此地於西元 1220年成吉思汗欽定哈

爾和林為蒙古帝國的首都 , 作為縱橫歐亞大陸帝國的心臟。 

【哈拉和林博物館】專門收藏和保護研究有關元上都文物以及世界遺產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 

※晚餐享用蒙古最古老的風味餐之一【蒙古石頭烤羊肉】做法很獨特，非常鮮嫩、可口，既有燒烤的

味道，也有燉煮的氣息，當地居民認為，石頭烤羊肉是成吉斯汗西征時因應戰時述戰述決的飲食文化

所產生的烹飪方法，沒想到成為蒙古著名的食品!也成為古代蒙古大汗和王公貴族享用的宮廷佳餚。 
用餐：早餐：酒店內早餐    /中餐：蒙式西餐 RMB80    /晚餐：蒙古石頭烤羊肉風味餐 RMB90 

住宿：蒙古包度假村（2人 1室）（豪華蒙古包，有獨立衛生間） 

第四天 哈拉和林－烏蘭巴托 

    行車距離：哈拉和林－（360公里，約 6.5小時）烏蘭巴托 

【額爾登尼召寺】1755年蒙古喀爾喀部落首領阿布岱汗至呼和浩特見達賴喇嘛，帶回佛像、佛教經典

及唐卡等，後於 1586年取哈拉和林廢墟的磚瓦為建材，建造額爾登尼召，成為蒙古最早的黃教寺廟。 

【108座佛塔】為額爾尼德召四周有一白色圍牆所圍繞，每邊約 400公尺長，牆上有代表 108尊羅漢，

塔與塔之間距離 15公尺；每一座白塔是紀念某一件與歷史有關的大事，或作為某著名政治領袖、活佛

或大喇嘛的墳墓。 

【蘇和巴托廣場】蘇聯式建築風格的廣場，是為紀念蒙古獨立英雄國父蘇和巴托而命名，廣場四周分

別有郵電局、市政廳、歌劇暨芭蕾院…等，是市民休閒、集會、國慶閱兵或辦大場演唱會的場所，也

是烏蘭巴托的重要地標。 

【甘丹寺】為蒙古最大的寺廟，是藏傳佛教傳入蒙古的重要見證。寺內供奉全球最大、最引人矚目的 

章冉澤大佛，佛身高達 28公尺，全身鍍金，鑲嵌大量寶石，氣勢雄偉、富麗輝煌，是蒙古的國寶。在

成群的鴿子陪伴下，悠閒散步在古老的寺廟當中，轉法輪、參拜祈福，感受宗教帶來的寧靜與安定。 

【民族歷史博物館】烏蘭巴托市中心，主要收藏了史前和 13-20世紀的蒙古國文物展示品。 

用餐：早餐：蒙古包早餐    /中餐：蒙式西餐 RMB80    /晚餐：蒙古小火鍋風味 RMB80 



住宿：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大酒店 Chinggis Khaan Hotel 飯店  或同級  ★★★★ 

 

第五天 烏蘭巴托+++伊爾庫茲克          15:22/15:17+1      305次國際列車，周 2/6/7發車                                                                                                  

【國營百貨商場】在這裡您可以購買到羊絨衫、皮製品、蒙古地毯、歐洲巧克力、俄羅斯魚子醬、韓

國和日本的化妝品等，讓您把握時機採買適宜的蒙古特色伴手禮。 

下午我們前往從烏蘭巴托火車站乘車離開蒙古，前往俄羅斯的伊爾庫茲克。 

※西伯利亞大鐵路是世上最長的鐵路，起自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終到日本海海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全長 9288公里。共穿越 8個時區，全程需時 7天，是至今唯一貫通西伯利亞地區的交通路線。 

■特別提醒： 

蒙俄的邊界城市出入境流程： 

  蒙古海關：蘇赫巴托市 Sukhbaatar(蒙古關)：在這裡，火車停留約 1-2 小時左右，蒙古的移民局官
員登火車檢查護照及簽證後，護照蓋完章發回。查驗期間可在車廂內活動，但不可下車。 

  俄羅斯海關：那蘇基鎮 Nashuki (俄羅斯關)：在這裡，火車停留約 1-2 小時左右，此時也是等俄羅
斯的移民局官員上車檢查簽證並收走護照、檢查行李，並且派遣緝毒犬檢查是否有毒品的攜帶。 

※凡火車到達各車站前１０分鐘，與離開月台後２０分鐘，火車上的廁所是禁止使用的。如有不便，
還請貴賓多多包涵與耐心等候！ 

特別說明： 

★搭乘西伯利亞國際列火車團體使用車廂為 4人一室(上下臥鋪)，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 若需求為 2人一室車廂必須每人買 2張票，每人請補 NT3,000/人*2人※※※ 

PS: 2人車廂數量有限，以需求出去確認回覆為主!! 

用餐：早餐：酒店內酒店        /中餐：韓式料理 RMB80           /晚餐：火車餐盒(中式) 

住宿：西伯利亞鐵路臥鋪車廂(4人 1間)【2人 1間須另外加價】 

第六天 ++++伊爾庫茲克 

【喀山聖母教堂】坐落在市區，是伊爾庫茨克唯一一座東正教教堂，也是伊爾庫茨克市內 70 幾座教堂
中最精美的一座。教堂建築呈紅色，外形華麗，色彩鮮豔。圓頂、窗框和房頂有好看的藍色點綴。不
僅外觀宏偉，教堂內部更是精美絕倫。東正教是畫像崇拜，所以在教堂裡面沒有雕塑，有的就是豐富
而精美的壁畫，一幅一幅，高高在上地講述著一個又一個來自天堂的故事。. 

【茲納緬斯基修道院】建於 1762 年，修道院內部屋頂上裝飾著華麗炫目的壁畫，修道院內保存著西伯
利亞傳教士聖伊諾凱的金色石棺。 

【地方誌博物館】展示東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的區開發的過程及這裡的地形、動、植物的種類、人民
的生活習俗、建築特色等。 

餐食：早餐：火車餐盒(中式)          /中餐：火車餐盒(中式)         /晚餐：俄式風味 

住宿：伊爾庫茨克：Irkutsk City Hotel 或同級  ★★★★ 

第七天  伊爾庫茲克+++環湖火車+++李斯特維揚卡 

     今日我們將體驗貝加爾湖最富盛名的★環湖列車之旅。抵達火車站後開始一天的貝加爾湖

環湖深度遊，列車全程停靠 5-6站，每站約停留 20－90分鐘左右時間，讓遊客下車遊覽貝加爾湖以及

沿途美景。晚上在李斯特維揚卡享用晚餐及休息。 

用餐：早餐:飯店內      /中餐：俄式西餐                /晚餐：俄式西餐 

住宿：利斯特維揚卡：Baikal湖畔飯店 (落葉松小鎮) 或同級 

 

第八天 李斯特維揚卡－奧立洪島 

    行車距離：李斯特維揚卡－（370km，約 6小時）奧立洪島 

【奧立洪島】是貝加爾湖中 22個島最大的島、也是生態豐富及風景最美的地區之一，其湖中島、島中

湖的特色更是少有。島上大部分居民是布裡雅特蒙古族，因為處在貝加爾湖中島上，還保持著傳統的

生活型態，是一個傳統的俄羅斯農村聚落。 

【切爾斯基峰(含纜車)】俯瞰貝加爾湖的美景。午後我們將前往貝加爾湖最大島-奧立洪島。 

【貝加爾湖博物館】在這可以瞭解偉大的淡水湖動植物和貝加爾湖研究過程。 

用餐：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俄式西餐            /晚餐：俄式西餐 

住宿：Baikal View Hotel 奥利洪岛渡假村 或同级 (岛上最好) 

 



第九天 奧立洪島 

    今日我們悠哉的在奧立洪島，享受美麗的湖水風光。早餐後前往奧利洪島最北端合波角，沿

途經過【哈蘭茨，三色水，三兄弟山，合波角，男孩山和女孩山】及貝加爾湖湖邊風光。拍攝小木

屋，人臉山，鱷魚島、村落、沙灘怪松林、三色水、美麗的草原、紅岩石、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到海

豹。北線主要前往奧利洪島西岸至北端，是島上最為經典的遊覽路線。 

【博克汗海灣(Cape Burkhan)】是傳說中貝加爾湖神居住的地方，神聖的薩滿山岩總是吸引全世界的遊

客、教徒和攝影師的極大興趣。它是亞洲九大聖物之一。美麗的山岩有兩個結晶白石灰石的山頂。從

胡日爾鎮（Khuzhir）出發，沿奧利洪島西岸前行，你將看到西伯利亞多樣的自然景色—草原突然變成

了松林，靠近沙灣的白色沙丘上是耀眼的金色沙灘。 

奧利洪島的最北端【合波角（Cape Khoboy）】這裡是奧利洪島的最北端，由湖岸邊眾多石丘連成一

片，在這裡是觀賞貝加爾湖的好去處，左邊被稱為貝湖的小海，右側被稱為貝湖的大海，貝加爾湖最

寬和最深處也在這裡。著名的三兄弟石便矗立於此。一路上會看到山脈森林與田野相融的和諧美景。

中午野餐，英俊的司機變身為大廚，鍋裡煮的是剛從貝加爾湖裡打出來的特產「秋白鮭魚」。魚湯、

三明治、蔬菜沙拉，麵包點心。自 1996年貝加爾湖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以來，奧利洪島一直保持原始

生態的環境，島上不允許修建公路，走的都是千百年來的土路，一路顛簸搖擺，在車裡滾來滾去的很

不容易。(來了貝加爾湖 如果不在島上 等於沒來 登峰特別安排 環北線 在最北合波角 觀看整個夢幻中的

--貝加爾湖) 

薩滿岩石位於胡日爾村的北部，是一塊凸出在湖面的岩石，薩滿教的聖地，薩滿石旁邊是纏滿經幡的

薩滿樹，還有 13根同樣纏滿經幡的薩滿柱，是奧爾洪島的標誌之一。這裡是拍攝日落的絕佳地點，當

地人定期會圍繞薩滿岩石舉行儀式，祈求神靈的庇佑。 

用餐：早餐:飯店內              /中餐：戶外野餐(三明治 貝加爾湖鮮魚湯)       /晚餐：渡假村自助餐 

住宿: Baikal View Hotel 奥利洪岛渡假村 或同级 (岛上最好) 

 

第十天 奧立洪島－伊爾庫茲克／烏蘭巴托       

    行車距離：奧立洪島－（250公里，約 5小時）伊爾庫茲克 

【基洛夫廣場】四周是伊爾庫茨克的行政中心:順時針方向陸續出現州政府大樓、伊爾庫茨克建城奠基

紀念處、波蘭教堂、師範學院、安加拉賓館、東西伯利亞煤礦公司、俄羅斯中央銀行東西伯利亞分

行、語言大學等環繞而建。 

【莫斯科門】原建於 1811年，現在的城門是在伊爾庫茨克建城 350年時重建。旁邊雕塑的(哥薩克人雕

像)，是對雅克夫.波哈波夫的追崇，感謝他對伊爾庫茨克開發所做出的貢獻。 

【救世主大教堂】建於 1693年，是伊爾庫茨克第二古老的建築，各層由長方形、圓柱形、三角錐形組

合在一起，彷佛是積木搭起的精美玩具，旁邊還有兩的金色的洋蔥頭形狀的穹頂襯托著，非常耀眼。 

【十二月黨人博物館】沙皇時期，貴族不滿農奴及其他制度而產生的貴族革命，稱為十二月黨人之

亂。平定之後，沙皇感念這群知識份子的重要，因此將他們流放西伯利亞諸地。他們放逐後，教育百

姓，興校辦學，使當地百姓文化的提升及加強藝術的修養。因此在伊爾庫茨克為了表彰他們對這裡的

付出，保存了當初他們居住的宅邸做為博物館以紀念。 

【斯帕斯卡亞教堂】斯帕斯卡婭教堂位於安加拉河畔基洛夫廣場北側，是一座傳統的東正教教堂，建

成於 1706年，白色的牆壁和綠色的屋頂搭配得非常漂亮。在街頭旅遊指示牌上面的名稱是“Church of 

Our Savior”。地圖上有的顯示為“救世主教堂”，有的把它稱為“斯帕斯克教堂”。是伊爾庫茨克市歷史上

第二座石頭建築。教堂正面的裝飾風格包括西伯利亞巴羅克式特點，比如鑲板、浮雕、多層的花框

等。十九世紀初，教堂正面被壁畫裝飾。其中最大的壁畫是《耶穌聖像》。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中餐：俄式西餐      /晚餐：烏式風味 

住宿：伊爾庫茨克：Irkutsk City Hotel 或同級  ★★★★ 

第十一天 伊爾庫茲克／烏蘭巴托－特日勒吉國家公園參考航班  MO102（0825/0925）周 1/3/5/7        

                                                                   行車距離：烏蘭巴托－（80公里，1.5小時）特日勒吉 

【特日勒吉國家公園】特日勒吉國家公園位於肯特山脈中的一處自然保護區，這裡山巒起伏，懸崖峭
壁，蒼松翠柏，河流清澈，如人間仙境一般。在這裡參觀烏龜石、山友洞等奇景，，當您騎著駿馬，
賓士于草原與山林之間，體會心曠神怡逍遙自在的感覺，享受遊牧人悠閒自得的生活。以奇岩怪石和
壯闊山河為著名的特勒吉，山巒綿延，懸崖峭壁壯麗，漫步在蒙古最美的塞外風情裡，讓身、心、靈
徹底放鬆。 



★自費專案：體驗草原上騎馬（約 1小時） 

用餐：早餐:酒店內早餐     /中餐：中式合菜 RMB80         /晚餐：蒙式西餐 RMB80 

住宿：蒙古包度假村（2人 1室）（豪華蒙古包，有獨立衛生間） 

第十二天 特日勒國家公園－13世紀風情園－成吉思汗雕像－烏蘭巴托 

     行車距離：特日勒吉－（80公里，約 1.5小時）13世紀風情園－（50公里，1小時）成 

     吉思汗雕像－（60公里，約 1小時）烏蘭巴托 

【13 世紀風情園】建在草原上的一處露天風情園，這裡可以參觀遊牧部落、蒙古軍營、薩滿教堂、經
書宮、工匠營等各種個性化的演示博物館，還可以穿著古代蒙古服飾，照相、攝像留念，13 世紀風情
園生動地展現蒙古大帝國時期蒙古人的遊牧生活和風俗文化，讓你感受到回歸遙遠的 13世紀的感覺。 

【成吉思汗塑像】為世界最大的成吉思汗塑像，塑像的底座為蒙古包樣式，內設博物館、禮品店，圓
形樓頂上方是用不銹鋼製成成吉思汗持鞭躍馬的巨型雕像，乘坐電梯到馬頭上，可以瞭望肯特山、圖
拉河和額爾登大草園的壯麗景色。 

用餐：早餐:蒙古包早餐     /中餐：可汗蒙餐（門票含午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80 

住宿：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大酒店 Chinggis Khaan Hotel 飯店  或同級  ★★★★ 

第十三天 烏蘭巴托／仁川／桃園                                                    OZ-568  0120/0530+ OZ711  1000/1130 

前往蒙古烏蘭巴托國際機場，搭機經仁川轉機返回臺北，結束令人永生難忘的蒙古+貝加爾湖之旅。 

用餐：早餐:機上簡餐     /中餐：X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內容與航班為預定之行程，若因天候、交通狀況、旅遊國家之當地突發狀況等不可抗拒因素，行程內容將依

當時狀況調整。 
 
■備註: 

1.本旅遊團由韓亞航空主導，並以《可汗假期》聯合出團，特此告知。 

2.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售價包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簽證費。 
4.不接受外站參團（join tour）的旅客。持他國護照之貴賓，請來電洽詢。 
5.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錯過有效出發日期價格另議。 
6.蒙古國及俄羅斯地區較偏遠，住宿環境無法與大城市相比，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食衣住行需知│ 

◆衣服：春季全程的白天溫度最高約為 15度,夜間溫度最冷地方約為零下 3~5度之間。請攜帶禦寒衣物。最好穿著休閒鞋。 

◆行李箱：以硬殼、有鎖之行李箱為宜。為方便攜帶隨身衣物品，建議每人攜帶一個隨身小行李袋。 

◆藥物：個人體質及用藥條件不同，敬請自備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OK繃、個人習慣藥物等。（依規定領隊不得提供
內服藥，尚請見諒） 

◆物品：歐亞行程氣候乾燥，請準備防曬以及保濕的保養品；其餘必備用品如盥洗衣物、個人藥品、外幣、望遠鏡、充電
器、電池、記憶卡(膠捲底片)、太陽眼鏡、帽子、用具、水壺、手電筒、靠頭枕等。（因個人需求不一，請自行補充） 

◆飲食：水龍頭不可以生飲，飯店內可以煮開水。此行程乳製品與台灣不同，食用時請節制並衡量自身的腸胃狀況，以免
因身體狀況影響行程。茹素者建議自備素食品。建議自備零食解饞。 

 

★小費建議: 

在歐亞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以
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標準： 

*此行程將不收取導遊/領隊及司機的小費，此外參加此行程的貴賓如覺得我們的導遊/領隊及司機服務不錯，也可額外的給

予小費給他們肯定與鼓勵。 

* 床頭小費建議每日 1美元，行李上下小費每次每件 1美元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