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蒙古－童話王國滿州裏.東方瑞士阿爾山.秋賞精選 8 天 

最美的金秋呼倫貝爾大草原,秋季攝影聖地 

★★★專門為深度旅客精心設計打造、絕非一般走馬看花團可比擬★★★ 

保證市場行程景點最多,最豐富,餐食,酒店更高人一等！品質有保障！ 

 
內蒙古的遼闊，也許你難以置信；它東西之間的直線距離就有 2400 多公里，說起它的

美麗，沒有領略過它的風光的人大概很難想像。只看看那無邊無際的草原的景色，就 

足以讓你感歎不已，留戀忘忘返了；蒙古包升起的縷縷炊煙，彩雲般流動著的馬群、

羊群，牛群，遠處飄來的牧羊姑娘的陣陣歌聲，又給這幅美麗的畫面增添了無限的生

機。放眼遠眺，湛藍的天空，潔白的雲朵、『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

望無際的大草原令人呼吸都變的那麼順暢，讓人陶醉，讓人心曠神怡。 

                 一趟遠離塵囂、親近大自然之旅 

 



 

【呼倫貝爾】－自西元前 200 年左右（西時期）直至清朝，在 2000 多年的時間裏，呼倫貝爾草原

以其豐饒的自然資源孕育了中國北方諸多的遊牧民族，被譽為“中國北方遊牧民族成長的歷史搖籃”。

東胡、匈奴、鮮卑、室韋、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幾個遊牧部族，或在此厲兵秣馬，或

在此轉徙、征戰、割據，創造了燦爛的遊牧文化。呼倫貝爾盟地域遼闊，風光旖旎。這裏有水草豐美

的草原，松濤激蕩的大興安嶺林海，縱橫交錯的河流，星羅棋佈的湖泊，組成了一幅絢麗的畫卷。眾

多的民族，各具特色的風土人情，珍貴的歷史文物古跡，回味無窮的地方風味，又為美麗富饒的呼倫

貝爾增添了色彩。呼倫貝爾草原牧場遼闊，植物種類繁多，生長茂盛，河湖遍佈，是中國生態保持較

好，未受污染的大草原之一。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次生林和跡地更新林景觀齊備，巍巍青山，茫茫

林海，是野生動植物的天然博物館；呼倫湖煙波浩渺，魚躍鳥翔，被譽為“天下第一曲水”。邊城－

滿州裏、草原城－海拉爾、額爾古納、這些城市建築風格各異，獨具特色。 

 

 
◎獨家以流暢及舒適為主的行程安排、絕對與市場上的制式行程有別！ 

(多年之實際出團經驗、絕非紙上談兵行程、也絕非急行軍趕路團) 

◎金秋呼倫貝爾大草原：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令人感動的人間淨土。 

◎興安嶺的美麗精靈—登天池，觀賞大興安嶺秋季換發的不同色彩。 

◎興安小鎮—柴河，觀山水岩精美壁畫、賞震撼十大灣。 

◎大興安嶺的原始林野、自然美景風光。 
◎中俄蒙三國交界邊界－滿州裏、充滿歐式風情的邊界小城 

◎猛獁象公園：世界最大猛獁象主題公園。 

◎特備安排當地豪華五星主題酒店——套娃酒店住宿一晚 

◎貼心安排：每人每天贈送礦泉水 1 瓶 

酒店：以當地四星為准，個別升級為當地準五星。 

風味美食：(高餐標午餐、晚餐 50) 市場上多數是午餐:RMB25、晚餐:30 

海拉爾－草原羔羊肉火鍋 60；草原—特色烤全羊 100； 

齊齊哈爾－正宗東北烤肉 60；長春－地道東北酸菜白肉鍋 60； 
          阿爾山－林區鐵鍋燉 60；查干湖—風味全魚宴 60；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8-18-9723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8-18-9723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8-92-10344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1-10-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5-38-9150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5-19-40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8-24-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18-18-01


 

溫馨的安排設計: 

4-6 月份，初春季節，早晚氣候稍冷，白天平均氣溫 20-25 度，最佳旅遊。 

7-8 月份，是本地最美的旅遊旺季，各項費用成本較高。 

9-10 月份，是秋高氣爽的季節，大地金秋美景。 

11 月起，呼倫貝爾的銀妝世界，更是美麗。             

交通遊覽車：  保證 3 年內新車 

◆品質保證◆保證全程無購物站、無規定自費、無攝影，讓您旅遊更優質有更多時間 

 

歡迎前往呼倫貝爾旅遊及攝影 

 

 

週六出發班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機場 長春機場 華信航空 AE269 07:05 10:25 

長春機場 桃園機場 華信航空 AE270 11:50 15:25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  

 

 
 

行程內容：●下車參觀●入內參觀●經過參觀  ♪  娛樂活動  ♪  特殊交通工具  ✿風味餐  

行程：臺北長春-(車遊文化廣場,大慶龍鳳濕地自然保護區）－4.5H 齊齊哈爾     

交通：飛機、巴士 

景點：車觀大慶龍鳳濕地自然保護區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直飛往吉林省省會—【長春市】。【長春市】，吉林省省會，中國東

北地區中心城市之一，是東北亞經濟圈幾何中心城市，東北亞十字經濟走廊核心。長春市歷史上是偽

滿州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因此保留了較多的偽滿時期歷史遺存建築，警示著世人珍愛和平，抵制戰



 

爭。長春也是亞洲近代唯一一個文明先進程度超越東京的城市。長春同時也是中國四大園林城市之一。

森林覆蓋總量冠居亞洲大城市之冠，高處鳥瞰長春城猶如把城市建築穿插建在森林裡。抵達後我們由

專業熱忱的導遊接待.車遊長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閒場所也是中國第二大殿前廣場、《大雪無痕》拍攝

處——【文化廣場】。午餐後乘車前往丹頂鶴故鄉——齊齊哈爾。途中遠觀【大慶龍鳳濕地自然保護

區】，保護區位於大慶市龍鳳區境內東南，是一處位於城區中的濕地。大慶龍鳳濕地自然保護區生物

多樣性豐富，具有多種珍稀瀕危動物，其中被列為國家Ⅰ級保護動物 5 種，國家Ⅱ級保護動物 19 種。

大慶龍鳳濕地自然保護區濕地具有面積大、鳥類密度高、原生性強等特點，並具備較強的稀有性、獨

特性及自然性 2003 年 3 月正式晉升為黑龍江省級自然保護區。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ＸＸＸ    午餐：東北涮菜白肉鍋 60RMB          晚餐：東北特色烤肉(60RMB)              

住宿：4★齊齊哈爾安運假日大酒店或北緯 47 度酒店 

 

行程：第二天  齊齊哈爾－1.5 紮蘭屯－2.5H（十大灣、山水岩壁畫）—柴河 

交通：巴士 

景點：十大灣、山水岩壁畫  

今日早餐後乘車前往【紮蘭屯】紮蘭屯市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東北部、大興安嶺的東南麓。境內自然

風景秀美，有“塞外蘇杭”之稱。原名布特哈，意為“漁獵”。清康熙時置布特哈總管衙門。1929

年設雅魯縣，因境內雅魯河而得名。月亮小鎮—【柴河】自然景觀秀麗，旅遊資源豐富，以天然森林、

火山、天池為主，其中河流、湖泊眾多，野生動植物種類繁多，風光氣勢博大，雄渾壯觀。午餐後遊

覽【十大灣】，十大灣由數萬年前的火山爆發將這一地區的河道改變，形成了這曲曲折折十道彎的自

然景觀登上了“十大灣”的山頂極目遠望，四周黃綠相間的美景盡收眼底。隨著夕陽西鈄，眼前的青

山綠水、大片的油菜花猶如鍍上了一層金輝，讓人仿佛走進了一個多彩神奇的光影世界。【山水岩壁

畫】壁畫為火山自然形成。岩壁高約 70 米，長約 300 米。岩壁整體呈現紫色。 

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林區特色菜 60RMB 

住宿：準 4★柴河賓館或月亮谷度假酒店或同級 

 

 



 

行程：  

第三天  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柴河大峽谷,哈拉哈河,玫瑰峰.三潭峽.杜鵑湖.天池）－1.5H 阿爾山市 

交通：巴士 

景點：柴河大峽谷 ,哈拉哈河 ,玫瑰峰 .三潭峽 .杜鵑湖 .天池  

 

早餐後，遊覽【柴河大峽谷】峽穀兩側原始森林密佈，兩岸是更新世紀火山噴發形成的玄武岩流石堆。

這裏人跡罕至，原始生態保存完好，泉水在峽穀中流淌，亂石在峽穀間堆砌，形成雄偉的特殊地貌，

是生態旅遊和原始森林探險的絕佳去處。【哈拉哈河】彎彎曲曲流入貝爾湖。叢生著原始的植物群落，

隱沒在高山峻嶺之間。鮮花的草甸上漫步，領略大自然的風采。前往【三潭峽】與天池山遙相呼應，

峽穀有三潭，故稱三潭峽。三潭依次為臥牛潭--河水平穩，潭前大大小小的臥牛石橫河擺放，如龐大

的牛群靜憩河中；虎石潭--平靜的潭水上方，河流中密佈著形態各異的巨大岩石，宛如虎群在河中玩

耍嬉戲；悅心潭--是峽穀的盡頭，地面豁然開朗，河面加寬，潭水透明，清澈見底。河床由大到小不

等的岩石組成，兩岸是針闊混交林，林間杜鵑花枝繁葉茂，景色宜人。岸上有小路隨河而行，三潭之

間，彎路頗多，九曲回腸。峽穀中有一段在六、七月份存在冰川，被稱為“夏日冰川”。【杜鵑湖】

面積 128 公頃，因湖畔開滿杜鵑花而得名。該湖狀呈“L”型，東南為進水口，西南為出水口，上游

連著松葉湖，下游銜著哈拉哈河，平均水深 2.5 米，最深處達 5 米以上。杜鵑湖為流動活水湖，當殘

雪消融春回大地之時，杜鵑花燦然怒放，湖面被映襯得如霞似火。湖中野鳧成群，灰鶴、大鵝棲息，

成群的柳根魚競相覓食；湖畔花樹相間，紅綠分明，煞是好看；夏季杜鵑湖，美不勝收，湖面荷葉田

田，迎風搖曳，清香撲面；秋季水清如鏡，遊魚梭動；冬季的杜鵑湖是個天然的滑冰場。【天池】即

大興安嶺天池，是全國六座著名天池之一，它是第四紀晚更新世時火山噴發形成的火山口，積水成湖，

屬火山口湖。它的海拔僅低於吉林省白頭山天池和新疆天山柏格達峰天池，位居全國第三。天池海拔

1332 米，是一個截頂圓形火山錐。火山口由玄武岩環繞而成，湖呈圓鍋狀，湖水久旱不涸，洪澇不

溢，水準如鏡，藍天白雲，綠樹青山倒映湖中，景色萬千。每逢春夏之交，山中水氣鬱結，雲蒸霞蔚。

山頂薄霧繚繞，松樺茂密。合圍池畔，構成一幅天然畫卷。看到天池的一瞬間，大家一定驚呼，太漂

亮了。後遠觀遊覽【玫瑰峰】10 餘座石峰組成的山石景區，石峰錯落有致，犬牙交錯，奇偉挺拔，

巍峨壯觀，石峰大部分呈紅褐色。        

阿爾山，全稱“哈倫•阿爾山”蒙古語，意思為“熱的聖水”；阿爾山是自然賜予人類的女兒，她的父親是億

萬年前激情迸射的火山，她的母親則是大興安嶺的無邊綠色。很多人都以為阿爾山是一座山，其實不然，這裏

層巒疊嶂，滿眼都是白樺樹林和落葉松，水，也特別迷人，除了山頂上的天池，平地上也是湖泊密佈，到處是

清流碧溪纏繞。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林區鐵鍋燉 60RMB 

住宿：准 5★聖煜度假酒店或阿爾山鼎盛大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四天   

阿爾山市（阿爾山火車站,五裏泉）－3H 新巴爾虎右旗 －4H 滿洲裏（國門景區、套娃景區） 

交通：巴士 

景點：五裏泉、國門景區  

早餐後，參觀【五裏泉】品嘗被楊成武老將軍稱為“天下奇泉，人間聖水”。前往【滿洲裏】前往中、

俄的邊界城市－滿洲裏，原稱“霍勒津布拉格”，蒙語意為“旺盛的泉水”，1901 年因東清鐵路的

修建而得名“滿洲裏”，一個充滿俄羅斯風情的小城，雖然全年有７個月的時間平均氣溫在零度以下、

但是邊界貿易的發達造成欣欣向榮的市況。參觀【國門景區】占地面積 13 平方公里，包括國門、41

號界碑、和平之門主體雕塑和滿洲裡歷史浮雕、滿洲裡紅色國際秘密交通線遺址、紅色旅遊展廳、火

車頭廣場等景觀。【第五代國門】2008 年 9 月 25 日建成，距滿洲裏市區以西 8 公里處，建築面積 774.5

平方米，高 12.8 米，寬 24.45 米，外表用 2000 多塊青灰色花崗石板鑲嵌，頂部有瞭望廳。俄羅斯後

貝加爾斯克市的風貌和滿洲裏市的全景盡收眼底。國門下通過有准、寬軌鐵路各一條。【41 號界碑】

1993 年新建了公路口岸後，滿洲裏國門與俄羅斯國門之間就有了第 41 號界碑，面向中方一側的界碑

高 1.2 米，寬 0.4 米，厚 0.25 米，材質為花崗岩，莊重、威嚴而神聖。【火車頭廣場】是 1940 年的日

制蒸汽機車頭，鐵軌為 1925 年蘇制的 43 鐵軌。所謂 43 鐵軌，是因為它每一延長米是 43 公斤而得名。

1949 年毛澤東赴莫斯科經滿州裏時，乘坐的火車就是在這輛火車頭牽引下駛出國門的。這輛火車頭

的車牌是“1861”號。前往【中蘇金街】位於滿洲裏市中心，是一條充滿俄羅斯風情的商業街。琳琅

滿目的俄羅斯工藝品、行走在大街上的金髮碧眼的俄羅斯人，會讓您感覺漫步在俄羅斯的城市。【套

娃景區】，風情園以巴洛克風情的民俗體驗館，伊薩基輔大教堂為原型的中俄友誼宮為主體，可前往

啤酒美食街區，自費品嘗現場烘焙的傳統俄式美食，感受舌尖上的俄羅斯。晚餐自費品嘗俄羅斯大餐

同時欣賞動感十足的歌舞表演，晚入住套娃主題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準 5★套娃主題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五天  滿洲裏（猛犸公園、扎賚諾爾博物館）－1H 呼倫貝爾大草原（下馬酒、祭敖包、

獻哈達）－2.5H 海拉爾 

交通：巴士 

景點：外觀猛獁象公園、扎賚諾爾博物館、呼倫貝爾草原（下馬酒、祭敖包、獻哈達） 

 

早餐後，乘車赴【紮賚諾爾博物館】（每週一閉館），瞭解紮賚諾爾文明的發展歷程。紮賚諾爾博物

館是一座以展示地域歷史文化和自然資源為主題的休閒娛樂中心，呼倫貝爾境內最大的博物館，也是

呼倫貝爾蒙元文化的又一集中展示之地。分為 3 個系列展廳，分別為紮賚諾爾歷史文化廳、呼倫湖生

態濕地廳、紮賚諾爾煤炭廳。參觀【猛獁象公園 AAAA】（外觀）該公園為世界最大的猛獁象主題公

園，吉尼斯世界之最。續前往【呼倫貝爾大草原】春季的呼倫貝爾草原猶如一幅巨大的嫩綠色畫卷，

平鋪在內蒙古境內，是一片令人神往的聖地位於內蒙古東北部，因境內的呼倫湖和貝爾湖而得名，總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7.htm


 

面積一億四千九百萬畝，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有“牧草王國”之稱【蒙古族遊牧部落】沿

途一望無際的草原。抵達後，有蒙古族最崇高、最聖潔的歡迎貴賓禮儀—【下馬酒】身著民族服飾漂

亮的蒙古族姑娘和帥氣十足的小夥子手捧銀碗，為您敬獻香醇的美酒，同時敬獻吉祥彩帶，讓您真正

的領略呼倫貝爾草原的古樸民風；參加【祭敖包】（是草原人沿襲傳統的祭祀活動，世界上唯一保存

的最原始的祭天方式）。後續往－海拉爾，晚餐——【涮火鍋】，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手把肉 60RMB    晚餐：特色涮火鍋 60RMB 

住宿：5★海拉爾凱景嘉華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六天  海拉爾 1.5H（輝河濕地）——4H 白狼鎮（白狼民俗村）——3.5H 烏蘭浩特 

交通：巴士 

景點：遠觀輝河濕地、白狼民俗村  

 

早餐後遠觀【輝河濕地】沿途我們會經過新石器文化古遺址（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距今有 6000 多年

歷史）身臨其境感受那 6000 年前的文明。穿過特莫湖水壩，大自然的生機盎然淋漓盡致的展現在我

們眼前。當我們穿過水壩來到了特莫呼珠上我們便可以收穫到一望無際的草原，其景色令人無以言表。

這時回首而望濕地之唯美景象盡收眼底，山上平緩的地勢我們還可以野騎，坐在馬背上(可自費)感受

你我之渺渺而天地之蒼蒼！徹底放鬆身心物我兩忘！乘車前往-【白狼林民俗村】，是東北林區的一

個典型村落，至今保持著最原始的林區生產、生活方式。因此，這裏的居民勤勞純樸，熱情好客。來

到這裏可以體驗林區人伐木、砍柴、劈拌子的原始生活，品嘗一下東北風味的大餅子、大餷子、發糕、

大蔥蘸大醬、豬肉酸菜燉粉條、小雞燉蘑菇、炒山野菜等家常飯菜。“房屋脊上掛山貨，客人來了炕

上坐，爐子火牆煙袋鍋，炕稍被子垛成垛”，是對林區人傳統生活方式的概括。後乘車前往-烏蘭浩

特，抵達後晚餐，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特色農家山野菜 60RMB    晚餐：酒店內用餐 60RMB 

住宿：準 5★烏蘭浩特波士頓大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七天  烏蘭浩特——3.5H 查幹湖景區（妙音寺、船遊查幹北湖、湖西村）——4H 長春  

交通：巴士 

景點：查干湖（妙音寺、船遊查干湖、湖西村）  

早餐後乘車前往【查幹湖旅遊經濟開發區】，午餐品嘗查幹湖魚宴，下午遊覽【妙音寺】，寺內供奉

黃教創始人宗咯巴大師塑像，整個大廈金碧輝煌，光彩奪目，體現了濃鬱的藏傳佛教色彩。乘大船暢

遊查幹北湖，參觀《聖水湖畔》影視拍攝基地—湖西村，觀看聆聽湖畔的鄉音故事。乘車前往長春市，

晚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酒店內    午餐：全魚宴 60RMB    晚餐：歡送晚宴 80RMB 

住宿：5★長春開元名都大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八天  長春臺北 

交通：巴士 

景點：外觀地質宮  

早餐後專車前往長春機場，外觀長春【地質宮】。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帶著愉快的心情結束這 8

天精彩繽紛的內蒙古之旅。      

早餐：酒店內    午餐：空中餐廚    晚餐：溫馨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敬祝 旅 途 平 安 愉 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