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中華～

世界遺產瀋陽故宮、五大名城、長白山、鏡泊湖峽谷、伏爾加莊園
五★敖麓谷雅森林酒店、全覽高鐵之旅九日
■行程特色：
東北最美三省、盡看五大名城【瀋陽、大連、吉林、長春、哈爾濱】
擁有悠久的歷史, 融合了滿族、蒙古、朝鮮、鄂倫春、鄂溫克、錫伯及俄羅斯等獨特的風俗習慣，感受
各個不同文化的差異與融合…
■特色景點：
◎走入那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峰之長白山；原始自然風光，等你盡情來探索；來到哈爾濱伏
爾加莊園，美侖美奐精典俄式建築；帶您進入異國風情的意境；搭乘體驗哈瀋高鐵，省去那拉車的辛苦
全覽東北九日，看見東北之美…
■優質嚴選：
★七寶山朝鮮歌舞宴，感受朝鮮當地歌舞民情
★特別入住一晚全新特色五★敖麓谷雅森林酒店，感受東北風情
◎貼心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溫馨提醒
1.服裝：中國東北地區夜間偏涼請注意保暖，秋冬季節務必攜帶禦寒外套及口罩。
2.餐食：東北三省有些區域物資較有不足，餐食部份，請旅客多多擔待。
3.安全：走路不觀景、觀景不走路，記住自己所乘的車號、導遊、以防走錯車、失走。
4.自備：藥品、暈車、創可貼、腹瀉、雨傘、防曬、礦泉水等補充體力。
5.東北三省地幅遼闊，各城市間距離較遠，車程相對較久，建議您可以帶本小書、MP3 隨身聽等，沿途
一邊欣賞車窗外的景色，一邊享受旅遊的樂趣。
6.由於城市之間車程較長，一般公路旁洗手間設施並不完善，會挑選環境較佳的商家洗手間停靠，讓客
人稍事休息，並非藉故進購物站，請諒解。
◎費用說明：
※團費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依慣例每人每天新台幣：200 元
※團體機票一經開立,不得退票或更改姓名! 加床或大床需求需視飯店狀況,無法保證,請注意!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

大連

中華航空

CI-535

14： 20

17： 00

瀋陽

桃園

中華航空

AE-976

19： 00

22： 2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大連【俄羅斯風情街】
【大連】位於中國東北遼東半島最南端，西北瀕臨渤海，東南面向黃海，有包括大小島嶼 260 個。是中
國 14 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是中國遼寧省的一個重要沿海港口城市，省內第二大城市，是中國東北主
要的對外門戶；也是東北亞重要的國際航運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區域性金融中心。
【俄羅斯風情街】保留了 38 棟原遠東白俄羅斯時的建築，已百年歷史。具有俄羅斯十九、二十世紀風
格的俄羅斯風情街。從建築水準看，當說是一流的，拿過房地產開發很多獎項，雖然是在原居民街道基
礎上改建擴建的，但仍體現了高精尖豪華建築水準；體現了俄羅斯風情，是大連市集旅遊、觀光、購物、
休閒、餐飲、娛樂為一體的俄羅斯風情街。
膳食：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機上餐食
│晚餐：春餅風味 RMB50/人
住宿：大連:五星希爾頓逸林飯店 或 大連:五星香格里拉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大連【濱海路、北大橋、虎雕群雕、百年城雕、星海灣廣場】－車程約 4H－丹東
【濱海路】全長 33 公里，是大連 1906 公里海岸線中最美的一段，海濱路曲曲彎彎起起伏伏，一側是青
山，林木蔥蘢、溝壑縱橫、鳥語花香；一側是碧海，波光帆影、礁石錯落、風光無限。
【北大橋】紀念大連市與日本北九洲市結為友好城市而建，為近海臨山橫跨山谷的旱橋，1987 年 5 月 1
日竣工，該橋橋型雄偉壯觀、新穎別致，是大連南部海濱風景區的一景。虎灘群雕這裡三面環山，一面
臨海，海中巨石形如臥虎，是大連最佳海濱浴場之一。
【老虎灘群雕】這裡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海中巨石形如臥虎，是大連最佳海濱浴場之一。
【百年城雕】是大連市建市一百周年而建的，它像一本翻開的書，記載著大連的過去，展現新的一頁面
向未來。
【星海灣廣場】是紀念香港回歸中國而建之廣場，廣場上的漢白玉華表雕有九條龍，寓意九州，廣場中
心仿效北京天壇圜丘，由 999 塊四川紅大理石鋪就，大理石上雕刻著天干地支，二十四節氣和十二生肖，
據說星海的華表是中國只最，和天安門那個華表也是長的雙胞胎一樣。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海鮮風味 RMB60/人
│晚餐：韓式烤肉 RMB50/人
住宿：丹東:五星希爾頓花園酒店 或 丹東:五星萬達嘉華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丹東【船遊鴨綠江、船上遠眺斷橋、虎山長城、一步跨】－車程約 5H－通化
【丹東】地處遼東半島東南部鴨綠江與黃海的匯合處，地處東北亞的中心地帶，是連接朝鮮半島與中國
及歐亞大陸的主要陸路通道，是中國萬裏長城的最東端起點和中國萬裏海疆的最北端起點，具有沿海、
沿江、沿邊的獨特優勢。東與北朝鮮的新義州市隔江相望，是中國最大最美的《邊境城市》。
【鴨綠江斷橋】在鴨綠江大橋北側臨江而建，水陸一體，獨具一格。公園內有望江亭等景點和四個遊船
碼頭。乘船順流而下，游一江可賞兩國風光。
【虎山長城】是中國明長城東端起點峰頂是萬裏長城的第一個烽火臺。站在烽火臺上環顧四周，朝鮮的
義州城、中國的馬市沙洲和連接丹東與新義州的鴨綠江大橋清晰可見。
【一步跨】一步跨是中國距朝鮮最近的地方之一，因最近處一步就能跨到朝鮮而得名。在這裡遊人不但
能近距離的看到朝鮮人民生活、勞動以及工作的場面。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農家宴 RMB50/人
住宿：通化:準五星曼福特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通化－車程約 5H－長白山西坡國際度假區【小鎮漫步】
【長白山國際旅遊度假區】旅遊小鎮位於長白山國際旅遊度假區的中心，由滑雪服務中心、大劇院、商
業街、娛樂中心、溫泉洗浴中心、公寓式酒店及人工湖等設施組成。通過借鑒歐美滑雪小鎮的形式，充
分體現了國際級旅遊度假區的高端品質。 項目的酒店區環繞旅遊小鎮，共同形成旅遊度假村的核心區
域。酒店區共規劃 9 個酒店，客 房數約 3000 間。所有酒店將依山而建，蜿蜒曲折，體現山地旅遊度假

風情。建議您行走在依山而建的小鎮街道上，街道蜿蜒曲折，呼吸著純淨而又清新的空氣，思緒隨即打
開，任何凡塵雜事都被一一過濾到腦後。從此邂逅開始上演。
【度假小鎮】度假小鎮坐落於滑雪場與原生森林之間，是度假區賓客享受運動、休閒樂趣之地。度假小
鎮擁有世界頂級品牌購物街，同時涵蓋有豪華 KTV、VIP 影院、電玩廣場、薩滿文化體驗館、長白山秀
大劇院、雪域溫泉中心等特色業態，是度假區的奢華商業中心。度假小鎮內共有商鋪 40 餘家，包括有
必勝客、星巴克、肯德基、麥當勞、甜甜圈等歐美速食品牌，亦包括知名餐飲品牌、著名零售品牌、精
品及特方特色品牌。走住歐式的度假小鎮，感受度假休閒的樂趣。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長白山珍宴 RMB50/人
│晚餐：德莊火鍋 RMB80/人
住宿：長白山:(西坡)五星萬達假日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長白山北坡風景區(含環保車+倒站車)【大天池、小天池、長白山瀑布、溫泉群帶(不含泡湯)】
－車程約 5.5H－敦化
【長白山大天池】是中國最大最深的火山湖，水質極好，清徹碧透，以石為底，無風時水面平靜，藍天、
白雲便投映在水中，像一面鏡子，在周圍十六座山峰的環抱中，沉靜清澈的天池猶如一塊碧玉一般，不
時聽到有人說看到怪獸在池中游水，這給天池增添了美麗而神秘的色彩。天池呈橢圓形，是火山噴發自
然形成的火山口湖。當火山噴射出大量熔岩之後，火山口處形成盆狀，在雨水、雪水和地下泉水的作用
下，積水成湖，就形成了現在的天池。
【長白山小天池】小天池又稱為銀環湖，其實是兩座相似的湖泊，一東一西，一黃一綠，登高俯望時，
猶如一對銀手環，不過西邊的湖泊常常乾枯，長白山氣候瞬息萬變，使得天池若隱若現，故繪出了天池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絕妙景象。
【長白山瀑布】瀑布如珍珠般淩空飛下，濺起數十公尺高的水花，水霧彌漫，聲勢壯觀，不愧為長白山
第一勝景，瀑布落差 68 公尺，珠玉飛濺的澎湃氣勢。
【長白山溫泉群帶】長白溫泉有「神水之稱」
，長白山溫泉屬於高熱溫泉，多數泉水溫度在攝氏 60 度以
上，最熱泉眼可達 82 度，放入雞蛋，頃刻即熟。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長白山珍宴 RMB50/人
│晚餐：敦化鹿宴 RMB50/人
住宿：敦化:準五星萬豪國際大酒店(當地最好) 或同級
第六天

敦化－車程約 3H－鏡泊湖大峽谷【朝鮮民俗村、紅箭門、東夏烽火台、不凍高麗井、許願泉】
－車程約 4H－牡丹江
【鏡泊湖大峽谷】
：鏡泊湖秀美的風光，融入了北韓民俗特色，成為了鏡泊湖畔難得的自然、人文景觀。
內有北韓風俗特點的古井、小橋、鼓樓；有北韓族風味餐廳，北，全方位立體展示了北韓族古老而純樸
的民俗風情。景區內自然景觀奇絕，山岩峭壁的縫隙中生長著多姿的野生果樹，枝葉繁茂，花團錦簇，
芬芳四溢；奇岩怪石夾峙的河谷，溪水澈流，時而鑽入岩下，潛伏暗流；時而噴湧而出，奔騰直下，浪
花飛濺。這裡有落花流水的花溪池，碧波蕩漾的映山湖，雄渾磅薄的小三峽。在這裡水的溫柔秀麗，山
的偉岸壯觀、石的奇異寧靜組合成了一幅景色清幽的畫卷。 主要景觀：
【紅箭門、迎賓鼓樓、朝鮮民俗
村、紅霞石潭、老河谷寒索、急流、神龜入水等。】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鏡泊湖魚宴 RMB50/人
│晚餐：醬骨頭風味 RMB50/人
住宿：牡丹江:準五星世茂假日酒店 或 牡丹江:準五星夏威夷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牡丹江－車程約 4H－哈爾濱【防洪紀念塔、史達林公園、索菲亞教堂廣場、中央大街、中俄
民貿商店】
【防洪勝利紀念塔】哈爾濱城市的象徵建築，位於中央大街終點廣場。1957 年，特大洪水威脅哈爾濱市，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洪水被戰勝了，於是 1958 年建立此塔，以志紀念。
【史達林公園】位於松花江南岸，是哈爾濱濱江公園的代表，園內植花草，花木扶疏，並有各類藝術雕
塑點綴其中。
【索菲亞教堂廣場】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聖索菲亞教堂氣勢恢弘，精美絕倫。哈爾濱的索菲亞教
堂廣場,經兩次擴建改造，現在已經形成建築藝術展館與歐陸風情合圍鋼結構、藝術磚廊展覽休閒區、
噴泉娛樂遊藝區、金太陽精品購物區為一體的藝術氛圍濃鬱的休閒廣場。
【中央大街】古老的建築，城市百年老街，櫛次鱗比，遺留著不同的異國情調。
【中俄民貿商城】俄羅斯商品雜貨物種類繁多，早已成為觀光采買的麥加聖地。您可以盡情選購各種俄
羅斯小工藝品。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特色烤肉 RMB50/人 │晚餐：糧食囤東北民俗餐廳 RMB120/人
住宿：哈爾濱:五星敖麓谷雅酒店 或 哈爾濱:五星永泰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哈爾濱【伏爾加莊園、尼古拉大教堂、普希金沙龍展、小白樺餐廳】+++高速鐵路 3H+++瀋陽【
七寶山飯店朝鮮歌舞宴】
【伏爾加莊園】占地面積 60 多萬平方米。莊園是以哈爾濱歷史為依託，俄羅斯文化為主題，集會議培
訓、休閒娛樂、文化沙龍、婚禮慶典、冰雪活動、戶外運動等功能為一體的國家 AAAA 級文化旅遊度假
區，並被評為國家中俄文化交流基地。莊園內風景秀麗，有大片的園林和灘塗濕地；蜿蜒曲折的阿什河
流過莊園，水連水、橋連橋，一派優美的田園風光；莊園複建了聖尼古拉教堂作為建築藝術館，複建了
"米尼阿久爾"餐廳及建設了 30 多座精典的俄式建築。
【聖尼古拉大教堂】是一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隨著 1898 年中東鐵路的修建，俄羅斯人進入哈爾濱，
東正教也隨之而來。聖尼古拉大教堂於 1899 年 10 月 13 日奠基，1900 年春動工，至 1900 年 12 月竣工。
教堂建成後被譽為"遠東第一東正教堂"，被哈爾濱人稱為"喇嘛台"。
【普希金沙龍】按照 19 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建成，獨特的磚結構牆面、對比強烈的配色向人們展示
著它別具一格的魅力。土紅色的磚石壘砌成美麗的十字花形遍佈建築外觀，磚結構鏤空工藝也在這座建
築得以體現。在沙龍門口佇立著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銅雕，以此向明媚而略帶哀傷的俄羅斯文學藝
術致敬。
【小白樺餐廳】是俄羅斯著名設計師拉別奇在參加巴黎國際展覽會時設計的作品，建築從四個方面看都
是正面，堪稱世界經典建築之一。它屬於 19 世紀俄羅斯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在建築的正面和其他細部
有大量的木雕刻。
【七寶山飯店朝鮮歌舞宴】七寶山飯店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海外投資的唯一的一家具有四星級
標準的商務酒店，在極具特色的朝鮮式餐廳內可品嘗獨具朝鮮傳統特色美味料理，同時更可感受到來自
朝鮮平壤服務員細緻入微的服務。以及朝鮮族美女們的傾情演繹，風情濃郁的朝鮮族歌舞盛宴。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伏爾加莊園俄式大餐 RM168/人 │晚餐：朝鮮歌舞宴 RMB80/人
住宿：瀋陽:五星綠城喜來登酒店
或同級
第九天 瀋陽【故宮、張學良故居、滿清一條街】／台北
【瀋陽故宮博物院】是在清入關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建造的皇宮建築群的基礎上設立的。內有太廟與龍
樓鳳闕等各式建築 80 余所，300 余間，具有獨特的滿族建築藝術。館中藏品萬餘件。現辟有宮廷歷史原
狀陳列、宮廷遺物陳列、明清藝術品陳列及清代帝後生活特展等 30 余個展室。距今三百七十餘年歷史
的瀋陽故宮，佔地面積七萬平方公尺，擁有各式古建築宮殿一百多座。院內珍藏分七大類，收藏文物數
萬件，被譽為中國十七、十八世紀三大皇家文物寶庫之一。
【張學良故居】張學良故居陳列館位於瀋陽市沈河區朝陽街少帥府巷 48 號，張學良故居陳列館，又稱
“大帥府”或“少帥府”。是奉系軍閥首領“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和其長子“千古功臣”張
學良將軍的官鄰和私宅。
【滿清一條街】：在故宮大門前的滿清一條街，從字面上來解讀，顧名思義就是充滿清味的街，這裡的
建築，大都依清朝建築風味而建，再加上古色古香故宮，走在這裡可說是古味十足。這條街上除了餐館、
民生用品店外，最主要的是街上的「古玩城」。
膳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吊爐餅烤鴨 RMB50/人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