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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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走進白雪世界、開始浪漫邂逅的夢幻旅行 
 

 

 

 



 

 

 

 獨家安排當地精華景點，舒心遊覽，杜絕走馬觀花 

 瀋陽世博園<5A>：2006 世界園藝博覽會會址 

 東北最龐大的道.佛教建築群：笔架山<4A> 

 紅山文化的遺址、“中華第一龍”的故鄉——玉龍沙湖<4A> 

 世界上獨有的奇特地貌景觀、冰川遺跡的現存地——阿斯哈圖花崗岩石林<4A> 

 亞洲最大的國際滑雪場——美林谷滑雪場 

 烏蘭布統景區<3A>:北京的後花園、攝影家的樂園、著名的影視基地 

                     獨特的原生態草原風光、悠久的歷史遺跡、淳樸的民族風情 

 世外桃源鄉村旅遊度假區——靈山秀水雷營子；手工體驗，做一天鄉里人 

 住宿：全程當地四星酒店+準五星酒店 

 舌尖美食：杜絕市場 25/30 餐標，全程高餐標（正餐 50，特色餐 60） 

              沈陽—歡迎晚宴 80/歡晚宴 80 

              赤峰—涮火鍋 60 / 特色铁锅炖 70 

              草原特色手把肉 60/地道農家菜 60 

 貼心安排：贈送每人每天礦泉水 1 瓶，盡享尊貴 

              贈送激情篝火+卡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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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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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程 特 色 



 

 

 

每週四.六出發 

 
每週一.五出發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灣桃園機場 瀋陽桃仙機場 長榮航空 B7-110 10:30 13:35 

瀋陽桃仙機場 台灣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B7-109 14:35 18:00 

 
出發班機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行程：第一天  臺北瀋陽 

交通：飛機+巴士 

景點：沈陽街景 

今日于桃園機場集合后乘機前往遼寧省省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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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歡迎晚宴】；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歡迎晚宴 80RMB 

住宿：5★龍之夢大酒店或豪澤麗茲酒店或同級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灣桃園機場 瀋陽桃仙機場 華信航空 AE975 14:35 17:45 

瀋陽桃仙機場 台灣桃園機場 華信航空 AE976 19:00 22:25 

行 程 安 排 

班 機 時 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85%E5%A4%87%E5%88%B6%E9%80%A0%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7%A5%E4%B8%9A


行程：第二天  沈陽/4H 朝陽/2H 赤峰 

交通：巴士 

景點：鳥化石國家地質公園、赤峰市博物館 

早餐後，前往享有“東方佛都”稱號的【朝陽市】，朝陽市別稱“龍城，是一座有 1700 多年建城

史的歷史文化名城，三燕古都。朝陽是“中國優秀旅遊城市”，擁有燦爛的紅山文化，被譽為“世

界上第一朵花綻放的地方，第一只鳥飛起的地方”。午餐後遊覽【鳥化石國家地質公園】，朝陽鳥

化石國家地質公園由上河首古生物化石園區、四合屯古生物化石園區、淩源大杖子園區（均為著名

的“熱河生物群”化石的主要產地）、鳳凰山園區及槐樹洞風景區組成。這裏可以看到豐富多樣的

中生代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恐龍、爬行類、魚類、植物的大量化石標本，絕對讓你大開眼界。由

於這裏發現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鳥類和開花植物，所以朝陽被譽為“地球上第一只鳥飛起的地

方、地球第一朵花綻放的地方。后前往玉龍故鄉——【赤峰市】，一路宜人景色，抵達后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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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品嘗赤峰

特色【涮火鍋】，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特色涮火鍋 60RMB 

住宿：準 5★萬達嘉華酒店或福興東方和九天國際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三天 赤峰/1.5H 玉龍沙湖/4.5H 貢格爾草原 

交通：巴士 

景點：玉龍沙湖、貢格爾草原（下馬酒、席間敬酒） 

早餐後，前往“中華第一龍的故鄉”——【玉龍沙湖景區】（遊覽約 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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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丹鎮午餐后前往赴【貢格爾大草原】，去領略一眼望不

到邊的白茫茫的草原帶給我們的遼闊與豪爽。沿途觀遼闊的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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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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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美食被定為中國第九大菜系，晚餐讓我們品嘗一下純正的【草原手把肉】，接受蒙古族最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96%B9%E4%BD%9B%E9%83%BD/158398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99%E5%9F%8E/64707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B1%B1%E6%96%87%E5%8C%96


高的待客禮儀--【席間敬酒】。冬季的草原少了夏季的喧囂，一切都是那麼安靜、祥和；餐後入住酒

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60RMB   

住宿：草原樓房標間（獨立衛浴雙標間） 

 

行程：第四天 草原/0.5H 阿斯哈圖石林/4H 烏蘭布統 

交通：巴士 

景點：阿斯哈圖石林、途徑達達線 

早餐後前往克什克騰旗世界地質公園的九大園區之一【阿斯哈圖石林景區，含電瓶車】（遊覽約

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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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阿斯哈圖石林，玉樹瓊枝，白雪、藍天、奇石、霧淞，移步換景，絕美的

令人驚喜若狂，是攝影創作的難得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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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

前往距北京最近，享有北京後花園美譽的【烏蘭布統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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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費來這裏騎馬射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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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特色涮羊肉 60RMB   

住宿：準 4★百納假日酒店或風行四季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五天 烏蘭布統景區/4H 美林谷 

交通：巴士 

景點：烏蘭布統（影視基地、百草敖包、將軍泡子） 

早餐後遊覽【烏蘭布統草原】（遊覽約 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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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的烏蘭布統更加唯美，茫茫雪原，層層的山丘上佈滿白雪，視野廣闊，雪丘之上的排排白樺林，

在陽光照射下白樺樹幹與白雪爭輝，莽莽雪原盡在眼前；給人一種看破紅塵，寵辱不驚，心靜如水

的感覺，仿佛遠遠望上一眼便能起到淨化靈魂的作用。午餐後前往亞洲最大的國際滑雪場——【美

林谷】，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精緻合菜 60RMB  

住宿：4★凱萊度假家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六天 美林谷/2H 雷營子 

交通：巴士 

景點：美林谷激情滑雪、雷營子手工體驗、篝火卡拉 OK 

早餐後走進【美林谷滑雪場】，在教練的指導下開始激情滑雪(2 小時)或滑雪圈；美林穀滑雪場被譽

為“東方雪源聖地”，位於承德以北海拔 1800 多米的美林穀運動休閒度假區內。美林穀是清朝皇

家林苑“木蘭圍場”的一部分，處在茅荊壩森林公園的環抱之中，穀內山勢綿延不絕，峰巒疊嶂，

遠山如線，懸於天際。美林穀滑雪場由著名的法國設計團隊擔綱設計。滑雪場融入打造“歐式原味

滑雪小鎮”理念，利用優越的地貌基礎，設計出許多亞洲雪場非常稀缺的、充滿多樣性以及娛樂性

的雪道。美林穀純天然的亞高山濕地環境，造就了一個冬季度假的雪域天堂：每年近 150 天的雪季

開放時間，彌補了國內很多滑雪場冬季營業短暫的缺憾；美林穀滑雪場依山傍水，林木環繞，春夏

秋冬景色各異，別具一格。錦山鎮午餐後前往鄉旅遊度假區【雷營子】；雷營子村依託著豐富的自

然景觀以及人文景觀，打造獨具特色的鄉村旅遊度假區；建築內容包括：綜合服務、民俗體驗區、

鄉村休閒區、森林養生區、生態保育區等。來到這個依山傍水的世外桃源，乘坐“鐵牛一號”遊覽

整個村莊，在當地老鄉的帶領下親子進行手工體驗：草帽作畫、木工房、糧食作畫、陶藝體驗等，

體驗親手製作的樂趣，製作成品可作為紀念品帶走哦。晚餐品嘗當地純正的農機飯菜，粘豆包、二

米飯等，夜幕降臨，龍王廟廣場點燃篝火，唱起卡拉 OK，盡情的載歌載舞。晚入住農家特色火炕，

做一回地地道道的鄉里人。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精緻合菜 60RMB         晚餐：特色農家菜 60RMB 

住宿：特色農家火炕（2-5 人間，獨立衛浴） 



 

行程：第七天 雷營子/4H 錦州/3H 沈陽 

交通：巴士 

景點：錦州筆架山 

早起後前往【錦州市】，抵達后用午餐；餐後遊覽【筆架山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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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抵達沈陽，晚餐進行歡送晚宴，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歡送晚宴 80RMB 

住宿：5★龍之夢大酒店或豪澤麗茲酒店或同級 

 

行程：第八天 瀋陽台北 

交通：巴士+飛機 

景點：瀋陽世博園(5A 景區)、遼寧省博物館、贈送滿清一條街 

早餐後前往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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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遊覽【沈陽世博園】（遊覽約 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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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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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收眼底，甚至可遠眺棋盤山與瀋陽城。午餐後參觀【遼寧省博物館】（遊覽約 2H），該博物館

以遼寧歷史文化為主題，創作銅質浮雕，以展現遼河流域的悠久歷史與燦爛文明，並為新館建築增

加濃厚的文化內涵。從主浮雕方向右前方順時針排列，以主浮雕“文明曙光”為起點，依次為“北

土方國”、“開疆拓土”、“華夏一統”、“開發遼東”、“儒風北漸”、“隋唐營州”、“契丹

肇興”、“金代東京”、“九邊之首”、“滿族崛起”、“東北易幟”、“國歌序曲”。13 塊浮

雕以高度概括的藝術形象系統生動地展現遼河文化的發展史，也是遼博新館序廳的特別之處，值得

您細細品味。后出發前往瀋陽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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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                午餐：特色鐵鍋燉 70RMB          晚餐：空中餐廳 

住宿：溫暖的家 

 

*內蒙旅遊注意事項* 
【內蒙地區旅遊說明】 

1. 保暖：備齊防寒衣物，北方冬天氣溫很低（白天零下 20 度左右），建議著棉衣、棉褲、帽子、手 

套、棉鞋等，以免凍傷，最容易凍傷的部位是耳朵、手、腳。所以一定要帶好帽子、手套， 

在雪地上行走切記不要穿單層皮鞋，要穿高筒的雪地棉鞋。 

2. 禦寒：由於氣溫較低，所需的熱量就相應增加，可隨身攜帶一些巧克力來補充熱量，另外可以攜 

帶旅行用的保溫瓶，這樣可以保證隨時喝到熱水。如果有心腦血管疾病的遊客要注意室內外 

的溫差，參加室外冰雪活動時一定要視自身的情況而定，以免承受不了，從而引發疾病。 

3. 護膚：北方的冬季氣溫比較乾燥，要帶一些油性較大的護膚品，防止皮膚粗糙、乾裂。 

4. 防滑：在冰雪路面上行走時，膝蓋應微屈，身體重心要前傾，這樣就不易摔倒。感冒藥是大家東 

北之行的必備物，北方人愛吃涼菜，不習慣的朋友易拉肚子，需配備一些瀉藥，還要準備一盒凍傷 

膏。 

5. 護眼：應準備一副太陽鏡，以防止雪地反射的太陽光刺傷眼睛。 

6. 相機/手機：在寒冷的條件下，手機/照相機容易失靈，尤其是傻瓜相機更怕凍，所以在室外一定要 

注意相機/手機的保暖，拍好照片後把相機放在懷中，或放置暖手器的相繼袋中，從室外進入室內 

後切記將相機用厚布包好，或放入膠帶中保護，否則因室內外的溫差大，相機出現“返霜”現象（相 

機內滿是水珠）。 

7. 有麻木或凍傷的感覺應立即順其生長的方向搓揉（可用雪搓揉，效果比較好）；若凍傷部位是腳， 

則應用開水泡上辣椒，待水溫降至 30 度時洗腳，完後擦幹，塗上凍傷膏，但要切記不要熱水燙洗 

凍傷的部位。最好戴質地輕柔的防寒手套和防寒鞋，可防止在冰雪路上滑倒，又能在滑雪時輕便、 

靈活。 

8. 遊覽時，請注意集合時間；出行時一定隨身保管好貴重物品。 

9. 請尊重本地居民生活習慣，民族傳統。 

10. 請您遵守景區的各項規章制度，照顧好老人和小孩。 

11. 提倡文明行為，請勿進行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行為；自己帶好垃圾袋，垃圾一定要丟到 

指定位置。禁止毀壞財物、打架鬥毆、尋釁滋事、偷竊等違法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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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