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內蒙古 

激情科爾沁.烏蘭布統草原.玉龍沙湖.迷人達里諾爾湖.阿斯哈圖石林八日 

 



■行程特色： 

 

 



 
■正宗道地蒙古美食饗宴： 

 
■【貼心安排】：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購物站】：NO SHOPPING【保證不進購物站】 
■【推薦自費】：無自費【景區內騎馬、騎駱駝除外】 

以上行程如有老人、小孩之門票一概不退 

■嚴選酒店： 

 

 



 
■參考航班： 

 

■行程內容： 

第一天  臺北／瀋陽 
    景點：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沈陽街景、滿清一條街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集合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遼寧省省會－【瀋陽】。瀋陽是國家歷史文化
名城，素有“一朝發祥地，兩代帝王都”之稱。是中國最重要的以裝備製造業為主的重工業基地，被譽
為“共和國長子”，是東北地區的經濟、文化、交通和商貿中心、東北地區第一大城市、中國第四大城
市、素有“東方魯爾”的美譽。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東端建有一座一百多米高的觀光塔，形似一支挺拔的百合花，入塔可乘坐電梯
至觀景臺，整個園區的美景盡收眼底，甚至可遠眺棋盤山與瀋陽城。博物館內大致分為四個部分：第一
部分介紹了“九‧一八”事變的預謀過程以及當時東北軍的部署狀況；第二部分展示了日軍佔領東北後
殘害中國老百姓的血腥情景；第三部分介紹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的抗爭事蹟；第四部分介紹近年來
的中日關係，同時提醒世人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蘇，時刻以史為鑒。 
【滿清一條街】觀賞古代宮殿式的建築、琳瑯滿目的古玩和飾品，瞭解滿清悠久的歷史文化。 

餐食：早餐：XX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歡迎晚宴 80RMB 
住宿：5★北約客維景酒店或龍之夢大酒店或豪澤麗茲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瀋陽－大青溝（220km,車程约 3H）－通遼（100km,車程约 1.5H） 
    景點：大青溝風景區(3H) 
【大青溝旅遊區】在遼闊的科爾沁草原西部沙海裏，位於科左後旗境內，距沈陽 200 公裏，有一條長達
24 公裏的沙漠大溝。這條深長、秀美、富饒的溝壑，就是後來草原蒙古人所稱的“沖忽樂”，漢族人所
說的“大青溝”。 大青溝溝美，陡峭俊秀；水美，溝穀之內泉水潺潺，山水之間靈光閃動；霧美，清
晨團團雲霧時遠時近，或濃或淡，山水在雲霧間增添了朦朧之美；花美，一年四季花開不斷，粉白的杏
花，名貴的大花芍蘭，素有北國梅花之稱的南蛇藤等應有盡有；樹美，樹木種類繁多，有的蒼翠挺拔，
有的形態怪異，英姿綽約，尤以楓林秋色而聞名。大青溝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女神菊麗瑪降生在科爾



沁草原的普通蒙古包裏，自小聰穎，帶領草原人民構建了美麗、富庶、詳和、安寧的幸福家園。然而這
一切被醜惡貪婪的女魔尼古勒所破壞，尼古勒使用詭計殺死了菊麗瑪。她所倒下的地方，出現了一條深
長的大溝，溝內長滿了珍稀樹木、名貴藥材，林間棲息著彩蝶珍禽。金秋時節，站在溝頭，放眼遠眺兩
岸溝坡層林盡染，色彩紛呈，似兩幅巨大的畫卷展現在眼前，真可謂不是香山，勝似香山。 大青溝旅
遊項目獨具特色，在不破壞生態環境和原始風貌的前提下，現已開發建成了漂流探險、大漠漫遊、草原
賽馬、民俗風情等項目。大青溝可分為三個景區，即大青溝遠眺景區、三岔口漂流探險景區和小青湖度
假村景區。原始森林景區，位於大青溝源頭以下一公裏處，向人們展示著大青溝地區“林濤萬頃接天碧，
幽穀百丈入地青”的奇特的地貌和自然景觀。有“夫妻樹”、“五兄弟樹”、“嘎達梅林小路”、“蝸
角楓”、 “蓮中寺” 、“禦馬樁”、“野豬灘”、“白蛇洞”、“青龍泉”等 18 個小景點.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自助晚餐（蒙古餐和中餐）80RMB 
住宿：準 5★鑫達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通遼－玉龍沙湖風景區（400km,車程约 4.5H）－熱水（180km，車程约 2.5H） 
    景點：玉龍沙湖風景區 
【玉龍沙湖景區】（遊覽約 2.5-3H）；素有“中華第一龍的故鄉”之稱。來到玉龍沙湖，您可以走進神秘
的沙漠腹地，追尋紅山羽神的足跡。站在天藍地黃的色調中央，用腳步丈量沙漠的浩瀚、用眼睛記錄自
然的色彩，靜下心聽一場風沙，實現一次心靈的溝通，體會在喧囂的城市中難得一尋的清靜與悠閒；也
可自費在駱駝驛站選擇騎駱駝遊覽沙湖，體會騎在搖曳不定的駝背上，眼前明麗的藍天、白雲、黃沙都
悠遠無邊的感覺，選擇騎駱駝遊沙漠，仿佛有一種神遊物外的虛幻感，還可以省去登山的疲勞，在輕鬆
悠閒的條件下一覽無邊沙漠的壯觀之景；還可以選擇坐一坐玉龍沙湖景區內的沖沙越野車來一次沙漠衝
浪更是刺激過癮。 
【熱水】。說起熱水，首先想到的就是熱水溫泉， 這裡的溫泉位居全國第二大甲級溫泉，在《中國礦泉》
中被評為高效優質礦泉，被譽為“東方神泉聖水”。 熱水的溫泉水中含有人體所必須的化學微量元素
47 種，對多種疾病有明顯療效，同時對人體的新陳代謝、血液迴圈、調節神經起主要作用，並能使人體
內的致癌物質——亞硝酸鹽分解，具有較強的抗癌功效，其含量之高為國內溫泉中所罕見。晚餐後入住
酒店，晚上可在酒店泡溫泉，去除一天的疲憊。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酒店内用餐 60RMB   
住宿：準 5★金狮龍沐湾温泉酒店或塞外港灣大酒店或藍天溫泉酒店(敬請自備泡溫泉衣物喔) 

   
第四天 熱水－阿斯哈圖石林（80km,車程约 1.5h）－白音敖包沙地雲杉(60km,車程约 1h)－貢格爾草原 
    (40km,車程约 50min) 
    景點：阿斯哈圖石林、白音敖包沙地雲杉、貢格爾草原（下馬酒、席間敬酒、篝火）、途徑達 
       達線 
【阿斯哈圖石林景區，含電瓶車】（遊覽約 2H），位於克什克騰旗世界地質公園的九大園區之一。途徑中
國最美公路--達達線，領略草原天路的獨特魅力。阿斯哈圖是蒙古語，意為“險峻的岩石”。阿斯哈圖
石林在形態上與雲南的路南石林、元謀土林、新疆的雅丹地貌和現代冰川上的冰林均有相似之處，經眾
多有關專家考察認證：阿斯哈圖石林是花崗岩地貌與石林地貌相結合的一個新類型，屬花崗岩石林，是
目前世界上獨有的一種奇特地貌景觀。景區地處高山草甸草原與原始白樺林的交匯地帶，這裏植被茂盛，
植物資源豐富，因季節的不同而姿彩各異，魅力紛呈，可謂景因時移，景隨時轉。抵達後遊覽：觀電影
“無極”拍攝地，賞幽靜美麗的白樺林，遊令人盪氣迴腸的壯觀石景（七仙女、將軍床、桃園三結義、
鯤鵬落草原）等地質奇觀。 
【白音敖包沙地雲杉林，含觀光車】（遊覽約 3H），是世界唯一一片有“生物基因庫”、“植物活化石”
美譽的原始，沙地雲杉是稀有珍貴樹種，現全世界僅存不足 10 萬畝，全部生長在內蒙古自治區，集中
成片的也只有 3萬多畝，又都集中在這裏，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唯一一片原始沙地雲杉林，也是我國雲
杉母樹繁育基地。這裏天藍，雲白，樹青，草綠，水清澈。在白音敖包沙地雲杉深處來段單車行，在草
原廣袤天地間享受騎行的快樂，沿著雲杉林、沿著美景，輕輕彎曲的斜坡和怡人的氣候帶給您一種前所
未有過的騎行體驗。 
【貢格爾大草原】美麗的貢格爾大草原，領略藍天白雲下一眼到天邊的草原帶給我們的遼闊與豪爽。沿
途觀遼闊的草原，畜群攝影，望草原母親河，遠觀成吉思汗信奉的蒙古族五大神聖敖包之首－【白音珠
日和敖包】。接受最尊貴的草原迎賓禮—【下馬酒】，可自費參與草原騎馬、祭拜敖包、觀賞民族歌舞。
騎上草原的駿馬，感受蒙古民族的馬背文化。參與蒙古族傳統祭祀活動--祭敖包，瞭解敖包文化，在神



聖的烏力吉敖包前，為家人祈福平安吉祥，與相愛的人一同許下“相伴一生”的錚錚誓言，觀看獨具特
色的蒙古族歌舞演出。蒙古美食被定為中國第九大菜系，接受蒙古族最崇高的待客禮儀－【席間敬酒】。
喝過草原的酒我們點起熊熊篝火來場盛大的篝火晚會，與蒙古族兄弟姐妹一起手拉手，肩並肩，唱起蒙
古歌，跳起安代舞，度過一個難忘的草原激情之夜。草原的夜空，一條銀河橫跨在美麗的星空之上，呼
吸著草原新鮮空氣，望著有空的點點星辰，遠離城市喧囂，與相愛的她在廣闊無垠的大草原上，相互依
偎，仰望浩瀚星空，談論美好未來。晚入住草原特色蒙古包，做一回真真正正的蒙古人。 
晚餐讓我們品嘗一下純正的【草原手把肉】，  
備註：草原早晚溫差較大，請提前備好長衣長褲；草原蚊蟲多，請備好風油精、花露水等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精緻合菜 50RMB      │晚餐：特色手把肉 60RMB   
住宿：草原特色蒙古包或同級（獨立衛浴雙標間） 

   
第五天 貢格爾草原－達里諾爾湖北岸(35km,车程约 0.5h)－烏蘭布統景區（220km,车程约 3.5h） 
    景點：達里諾爾湖北岸、烏蘭布統景區 
【貢格爾草原】位於克什克騰旗境內，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內蒙古草原，融自然風光、蒙古族風情於一體。
每到春天來臨的時候，這裡綠草如茵，草叢中各色各樣的小野花，把一片大草原點綴得如詩如畫。草原
上動植物資源豐富，共有野生植物 500 多種、野生動物 300 多種、鳥類 130 多種，行走在草原上，不時
有珍禽異鳥翩然而至，野免、野鹿等可愛的小動物更是時有出沒。在草原東北部還有一片珍稀的紅皮雲
杉林，是世界上僅存的兩處紅皮雲杉之一，有“神樹”、“活化石”之稱。 
【達里諾爾湖】（遊覽約 2H）。達裏湖是內蒙古第二大湖,湖周長近百公里，面積 228 平方公里，水的最
深處達 13 米。水質為鹵化物重碳酸物，湖水無外泄。多少年來，達裏諾爾一直以其迷人的風光和富饒
的物產聞名於世，因為它在保護環境，調節自然生態平衡等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國家在該地
區建立了“達裏諾爾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夏秋兩季是流覽達裏湖風光的黃金季節。在這兩個季節裏，
達裏湖顯現著海的氣息，海的洶湧，海的韻律。它喧囂著，澎湃著，顯的粗獷豪放，無拘無束。面對著
波濤滾滾的水面，仰望那藍天白雲，傾聽那百鳥歌唱，靜聞那花兒芳香，這一切的一切，都會讓你流連
忘返。那時，你可以去騎馬、乘船、垂釣、游泳。你會忘掉城市的喧囂，生活的煩腦，旅途的疲憊。而
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入到大自然的懷抱裏. 
【烏蘭布統景區】享有北京後花園美譽的。這裏有遼闊的草原、幽靜的白樺林、世界珍稀樹種沙地雲杉；
有包括灤河源頭、金蓮花灘在內的 6萬畝濕地；也有不少歷史文化遺跡。草原一望無際，林場松濤滾滾，
幾十座蒙古包群呈八字形排例，造型別致，笑迎八方遊客。影視界也把這裏作為理想的外景拍攝基地，
電視劇《康熙王朝》、《三國演義》、《射雕英雄傳》、《還珠格格》、《直奉大戰》、《血淚情仇》、《六個夢》
等 50 多部影視片都來這裏拍攝過外景。來這裏騎馬射箭、攝影，坐一坐馬車、羊車、駝車，或乘自駕
車兜風，到影視拍攝現場當一次“追星族”，飽覽草原秀色、體驗民族風情，是不錯的休閒選擇。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全魚宴 │60RMB         晚餐：精緻合菜 60RMB  
住宿：4★百納假日酒店或風行四季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烏蘭布統景區－燈籠河（90km,車程约 1.5h）－車伯爾民俗園（110km,車程约 2h） 
    景點：烏蘭布統景區、燈籠河、車伯爾民俗園 
【烏蘭布統草原】（遊覽約 3H）地處渾善達克沙漠南緣，在克什克騰旗最南端，與河北木蘭圍場縣的塞
罕壩林場隔河相望，屬古代著名皇家獵場一部分。 烏蘭布統峰東北，沙明如雪，白樺、紅柳似翠如丹；
峰西南，烏蘭公河繞山而過。峰前將軍泡子廣約千畝，因清大將軍佟國綱戰死於此而得名。烏蘭布統草
原：《狼圖騰》、《趙氏孤兒》、《羋月傳》、《甄嬛傳》、《還珠格格》等著名影視的外景拍攝地；觀賞歐式
風光草原、遊覽將軍泡子、百草敖包等 
【燈籠河草原】（遊覽約 0.5H）觀看巍然壯觀、亞洲規模最大的風電機群、有求必應的塞北靈驗神廟、
鮮花遍野的高原草甸。 
【車伯爾民俗園】（遊覽約 1H），車伯爾民俗園內的主題雕塑就是一位坐在大草原上端莊的蒙古士--車伯
爾，主要反映蒙古族生產、生活、節慶婚嫁等民俗。園內設青銅甬路、民俗體驗區、民俗競技區、民俗
鑒賞區、民俗娛樂區及濱水景觀帶多個景觀區域。民俗園通過挖掘蒙古族遊牧文化的深刻內涵，結合現
代園林造園手法，建成了一座風情濃郁、內容豐富的現代化休閒觀賞性主題公園。晚上可自行前往赤峰
市民廣場遊覽。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農家鐵鍋炖 60RMB 
住宿：準 5★福興東方和九天國際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赤峰－錦州（250km,車程约 3h）－沈陽（240km,車程约 3h） 
    景點：赤峰博物館、錦州筆架山風景區 
【赤峰博物館】（遊覽約 1H）(如適逢博物館閉關，則根據旅行社行程進行調整)。赤峰博物館建築設計
吸收了唐代、遼代建築博大雄渾的建築特色。博物館從赤峰歷史發展慢慢長河中擷取四個精彩時段：日
出紅山、古韻青銅、契丹王朝、黃金長河等四個基本陳列館。讓人可以全方位、立體式地瞭解赤峰紅山
文化、青銅文化、契丹文化、蒙元文化四個歷史時期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 
【筆架山風景區】［35km,车程约 30min］在遼寧省錦州市天橋鎮，以筆架山島和“天橋”為主要景點，
分為島上遊覽、海上觀光、岸邊娛樂、沙灘海浴和度假休養五個區域。總面積 8平方公裏。其中陸地面
積 4.72 平方公裏，海域面積 3.28 平方公裏。山上文物古跡眾多，自然景點密集。有呂祖亭、太陽殿、
五母宮、三清閣、萬佛堂、龍王廟、馬鞍橋、一線天、神龜出海、石猴泅渡、虎陷洞、夢蘭灣等。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歡送晚宴 80RMB 
住宿：5★北约客维景酒店或豪澤麗茲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瀋陽／台北 
    景點：沈陽世博園 
【沈陽世博園】［25km,车程约 40min］（遊覽約 4H），瀋陽世博園曾是瀋陽植物園，2006 年成為世界園藝
博覽會的會址後擴建為世博園。園內綠樹成林，到處是養眼的各色花卉，走在這裏本身就是一種親近大
自然的享受，更是踏青、避暑與賞秋的好去處。世博園很大，全程步行遊覽大約要 4個多小時，也可以
乘坐觀光車代步一些路程。這裏獨立的展園都建有頗具全國各大城市，以及法國、印度、新加坡等國家
當地特色的建築與雕塑，更有當地的特色花卉植物，結合優美的園藝花卉作品，異地風情濃郁。每年 4-10
月園內各類花卉競相綻放，最適合來此賞花觀光。其中 4-5 月份舉辦鬱金香花展、杜鵑展、精品蘭花展、
櫻花展；５-6 月有牡丹芍藥花展、鳶尾花展、睡蓮花展；7月有百合花展、荷花展；8月有藍色系花展；
10 月則是菊花展。世博園內還有玫瑰園、杜鵑園、牡丹芍藥園、水生植物園、植物標本館等各種專類展
館，您還可以選擇登觀光塔至觀景臺，整個園區的美景盡收眼底，甚至可遠眺棋盤山與瀋陽城。 
午餐後出發前往瀋陽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帶著愉快的心情結束這八天多彩繽紛.震撼心靈.享受視
覺盛宴的內蒙古旅程。 

餐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精緻合菜 50RMB      │晚餐：溫馨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自費項目：【此項活動為草原上所推薦的自費，請依照自身情況考慮，可自由參加】 

項   目 費    用 備   註 

騎馬活動 
RMB100 約 40 分鐘 
RMB200 約 1.5 小時 

騎駱駝活動 
RMB100 約 40 分鐘 
RMB200 約 1.5 小時 

 
■內蒙旅遊注意事項 

【內蒙地區旅遊說明】 
1.內蒙古屬於內陸地區，氣候較為乾燥，如潤膚乳液、護唇膏、防曬乳液都建議攜帶。入住酒店後，建
議先打開淋浴噴頭，關好浴室的門。10 分鐘後打開，使濕潤的空氣流通，可預防夜間空氣乾燥。 
2.內蒙屬於海拔較高地區，大約在 1500 米左右，陽光在 6～9月直射較強，故所需物品：太陽鏡、太陽
傘（防曬、防雨），防曬霜、潤唇膏、女士帶紗巾，夏季防暑藥品。 
3.蒙古族自古以來是一個熱情好客的民族，貴賓抵達，定會以酒相迎，但不會強迫一飲而盡，如不適飲
酒者一定要接過銀碗，以表示禮貌。 
4.內蒙古地區氣候乾燥多變，尤其草原天氣更加多變，遊客請注意增減衣物。 
5.內蒙古屬於邊疆偏遠地區，相對發達城市住宿酒店條件有限，但酒店基本符合乾淨標準；西北人特有
的性格特點及南北方地域差異導致酒店服務與發達城市有差距，敬請理解；如有問題請聯繫導遊幫助出
面協調。 
6.草原住宿蒙古包條件有限，草原接待中心不同住宿條件不同，主要為感受蒙古族獨特的居住方式，豪
華蒙古包一般為雙人間，獨立衛生間，熱水器，但是不配備洗漱用品、拖鞋和水杯，請自備。 
7.住蒙古包要妥善保管好現金及貴重物品，最好隨身攜帶，同時要保管好蒙古包的鑰匙，外出切記鎖好



門窗。 
8.草原上夏季是有蚊蟲的，強烈建議攜帶防蚊產品，晚上房間開燈，請注意關好門窗，防止蚊蟲進入房
間。 
【內蒙地區飲食說明】 
1.內蒙地區受旅遊地自然條件限制，景點沿途餐廳的條件與內陸一線城市(如上海,北京)地區相比較，
無論從軟硬體設施或飯菜品質都有一定的差距，內蒙古飲食以北方菜為主，口味相對較重。 
2.貴賓會在草原品嘗到當地風味，手扒羊肉，若吃不慣羊肉，也有其他肉品，請不必擔心。 
3.請注意路邊的小吃衛生沒有保證，旅行當中建議食物不要吃得太雜，用餐地點選擇乾淨衛生的。 
4.草原上餐飲的條件有限，飯菜可吃飽但不保證符合口味，服務意識也不是很高，不能達到市區的服務
水準。 
5.建議貴賓在內蒙古期間要多食水果和蔬菜，多飲水，但不要喝生水，因為內蒙古的水含堿成分較高，
水質較硬，為預防腸道不適請多飲用礦泉水或自備水壺裝白開水飲用。 
6.內蒙古特色飲食：羊肉不要與西瓜同食，避免造成腸胃炎。 
【內蒙騎馬及騎駱駝注意事項】 
1.天氣狀況惡劣時，建議最好不要騎馬及騎駱駝。     
2.最好穿全包式的鞋款，儘量避免穿涼鞋和高跟鞋。 
3.最好不要隨身攜帶物品，如有貴重物品請揹斜背包，小心馬奔跑時掉落。 
4.客人如有高血壓、心臟病以及孕婦和其他病症的客人一定要慎重考慮，最好不要進行騎馬及騎駱駝活
動。 
5.馬伕因當地薪資微薄，會向貴賓要小費；此小費由遊客自願給予、自行決定金額。 
6.不要到馬的屁股後面或拍馬屁，小心被馬踢，更不要與馬嬉戲，當心被馬咬。 
7.上馬時從馬的左邊上、左邊下，上馬後用腳的 1/3 處踩住馬鐙；小腿不要夾馬肚子太緊，以防擦傷小
腿。 
8.上馬不要大喊大叫，手裡不要拿任何東西，包括塑膠袋、雨傘；帽子需戴好、戴緊、以防風刮走後嚇
驚馬。 
9.用手抓緊馬鞍和韁繩，在馬上不要與其他團員交換物品。 
10.下馬時一定要讓馬伕協助才下馬，小心被馬拖。 
11.草原品嘗烤全羊時，切忌喝冷水，吃生冷食品，以免引發腸胃炎。 
備註：因騎馬及騎駱駝等活動，皆有其一定的危險性，導遊會在行程中講明各項活動的注意事項，請遊
客認真聽講解，嚴格按要求操作，尚祈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