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北漠河＋蒙古】漠河北極村〃大興安嶺之美〃呼倫貝爾大草原 8

日(單飛〃香格里拉) 

 

【漠河北極村】黑龍江省西北部，中國的最北的城市又稱『不夜城』、『極光城』。是中國

觀賞北極光和白夜勝景的最佳之處。如果有幸，恰逢北極村萬里晴空沒有雲層阻隔的天

氣，那麼你就可以看到壯觀至極的『北極光』。  

 

 
 

中國最美的草原—★呼倫貝爾大草原(金帳汗景區－含下馬酒、敬酒獻歌) 

 

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是全國面積最大的一個地級市。也是“世界上土地管轄面積最大的地區級城市”。市境

內的呼倫貝爾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稱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特 色 介 紹 



亞洲最美的溼地─根河濕地 

 

這額爾古納河的支流根河從這裏蜿蜒流過，形成了壯觀秀麗的河流濕地景觀；根河像一條銀色的玉帶彎彎曲曲地

在帄坦的草原上流淌，由於河流曲流的裁彎取直而形成了多處牛軛湖鑲嵌在碧綠的草地上，像一串串寶石，河流、

湖泊、植被的顏色隨四季而變，風光有巧工難繪之妙，天然景色有觀賞不盡之美。 

 

★★中國最後一個狩獵部落─敖魯古雅使鹿部落 

 

敖魯古雅鄂溫克族是中國鄂溫克族獨具特色的一個群體，他們自 300年前由列拿河流域遷徙到大興安嶺，常年居

住在密林深處從事遊獵生產，靠狩獵和飼養馴鹿生活，歷史上被稱為“使鹿部落”。 

 

鶴鄉齊齊哈爾－扎龍自然保護區 

 

【扎龍自然保護區】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境內，面積 21萬公頃，1979年建立省級自然保護區，1987年晉升

為國家級，1992年被列入「世界重要濕地名錄」，主要保護物件為丹頂鶴等珍禽及濕地生態系統。一個像夢一樣

的地方，曾經無數次地聽到過世人對它的讚美，但卻總感覺它離自己是那麼遙遠又那麼神聖。讓我們有機會走進

扎龍，感受那份從未有過的激情吧。 



 

哈爾濱－★★★★★ 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

 
 

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共有 344間設計典雅的客房，及 33間服務式行政公寓位於松花江北畔，優越地理位置俯瞰

城市天際線及松 

花江美景；在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您可盡情享受北方活力都市中心的優雅假期。五星級酒店為您提供豪華的

客房、精緻的美食以及松北區最大的無柱宴會廳。酒店位於市中心，是商務及休閒旅客的理想下榻之所。 

 

漠 河 －準★★★★  金馬酒店    或 漠河國際會議中心  或 同級 

根 河 －準★★★   華興商務賓館  或 興安假日賓館 (當地最好) 

齊齊哈爾－準★★★★  安運假日酒店  或 北緯４７度溫泉酒店 或 同級 

海拉爾 －準★★★★★ 套房假日酒店  或 伯爵大酒店     或 同級 

北極村 －準★★★★  北極山莊    或 同級 
【購物安排】◆無 

【自費推薦】◆全身按摩 90 分鐘 RMB180/人  

【特別說明】(此行程為特殊旅遊路線及季節性商品，住宿服務條件、餐食及路況無法與

大城市相並論在此說明，敬請見諒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南方航空 CZ 3010 桃園機場  哈爾濱機場 12:30 16:00 

第七天 南方航空 CZ6280 漠河機場 哈爾濱機場  16:30  18:05 

第八天 南方航空 CZ3009 哈爾濱機場 桃園機場 07:55 11:30 

航 班 時 間 

住 宿 安 排 

http://www.shangri-la.com/cn/harbin/songbeishangrila/#_blank
http://www.shangri-la.com/cn/harbin/songbeishangrila/#_blank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 哈爾濱(中央大街自由漫步) 

【哈爾濱】地處東北帄原北部，黑龍江省南部；氣候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嚴寒漫長，夏季涼

爽短促，有「冰城」、「夏日勝地」之稱，是冰雪旅遊和避暑勝地。哈爾濱的城市建築風格別具風韻，

很多俄式，歐式建築遍布市區，被譽為「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 

●【中央大街】全長 1,450公尺的步行街，呈現東北特有的人文風情，兩旁林立的商店，吸引了來往的

行人，成為哈爾濱最主要的商業街。 

餐  食： (早餐) ╳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四川仁火鍋 RMB50/人 

住  宿： 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 

第 二 天 
哈爾濱 (太陽島公園(含電瓶車)、史達林公園、防洪紀念塔、

阿列克謝耶夫教堂廣場) （4H）齊齊哈爾 

●【太陽島公園】(含電瓶車)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北岸，與史達林公園隔江相望，是聞名中外的旅游

區，總面積達 38帄方公里，具有質樸、粗獷的北方原野風光特色，是城市居民進行「野游」、「野浴」、

「野餐」的極好樂園。 

●【史達林公園】50年代以前，這裏是鐵路專用線和航運碼頭，建於 1953年，原名「江畔公園」，位

於松花江南岸，占地面積達 10萬帄方公尺，為松花江畔避暑遊覽地之一，與太陽島隔江相望。 

●【防洪勝利紀念塔】它象徵著哈爾濱精神。塔底上部下有一個刻著 1998年洪水高度的標示板，時時

提醒著市民不要忘記抗洪的重要。 

●【阿列克謝耶夫教堂】原為設在公主嶺的隨軍教堂，日俄戰後遷哈爾濱。這是一座俄羅斯巴羅克式教

堂建築的經典之作。至今，這裏依然有許多俄國人舊地重遊，絡繹不絕地來此參觀。現經對周圍環境的

修建綠化，已經成為鬧市中一個清靜去處，成為哈爾濱別具一格的景點。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農家宴 RMB/40人 (晚餐) 烤肉風味 RMB60/人 

住  宿： 齊齊哈爾北緯 47度溫泉賓館  

第 三 天 
齊齊哈爾(中國鶴鄉－扎龍自然保護區賞丹頂鶴放飛(世界重要

濕地名錄))（6.5H）呼倫貝爾大草原 

●【扎龍自然保護區】扎龍是中國著名的珍貴水禽自然保護區，位於市區東南 30公里處，總面積 21萬

公頃。區內地勢低窪，河流漫溢、葦草叢生、湖泡星羅棋布，是適於水禽鳥類棲息繁衍的天然樂園。據

統計，保護區有各種禽鳥 296種。其中尤以鶴類居多而聞名於世，世界有 15種鶴，中國有 9種，而扎

龍可見 6種（丹頂鶴、白枕鶴、蓑羽鶴、灰鶴、白頭鶴），因此，齊齊哈爾有「鶴鄉」之美稱。 

紮龍自然保護區地域遼闊、生態原始、鳥類衆多、交通方便，既是旅游勝地，又是科研中心。除了每年

的春季至夏季外，冬季也可以在冰湖雪地上觀賞馴鶴及丹頂鶴放飛。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手把肉風味餐 RMB60/人 

住  宿： 呼倫貝爾套房假日酒店  

行 程 安 排 



第 四 天 

海拉爾(世界反法西斯紀念園) ／（3H）呼倫貝爾大草原(金帳

汗蒙古部落(下馬酒、敬酒獻歌)、莫日格勒河)／（3.5H）／根

河(根河濕地公園(含電瓶車))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海拉爾紀念園】位於海拉爾北部，總面積達 110公頃，是在原侵華日軍海拉爾要

塞遺址上建立的。屬於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為一體的軍事主題紅色旅遊景區，是中國

少有的同類題材主題公園之一。海拉爾市區內的和帄公園、蘇炳文廣場景區與蘇聯紅軍烈士陵園、小孤

山作為該園區的重要補充景區，與其形成了海拉爾“紅色一日遊”精品線路。 

●【呼倫貝爾大草原】造化神奇編制的一方淨土，是幻想中的天上人間，是現代人不經意撒手失去而又

千方百計覓回的理想家園。該草原被《中國國家地理》“選美中國”活動評選為“中國最美的六大草原”

第一名。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水草豐美，生長著堿草、針茅、苜蓿、冰草等 120多種營養豐

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國”之稱。呼倫貝爾大草原也是一片沒有任何污染的綠色淨土，呼倫貝爾的那份

廣袤，那份茂盛，那份濃重是眾多草原無可比擬的。當你來到美麗、富饒、神奇的呼倫貝爾大草原，才

能真正感受到什麼是“藍天綠地”，什麼是“綠色淨土”。是中國現存最豐美的優良牧場，因為幾乎沒

有受到任何污染，所以又有“最純淨的草原”之說。每逢盛夏，草原上鳥語花香、空氣清新；星星點點

的蒙古包上升起縷縷炊煙；徽風吹來，牧草飄動，處處“風吹草低見牛羊”；藍天白雲之下，一望無際

的草原、成群的牛羊、奔騰的駿馬和牧民揮動馬鞍、策馬馳騁的英姿盡收眼底。 

●【金帳汗蒙古部落】呼倫貝爾唯一家以展現老舍筆下的九曲十八彎的莫爾格勒河，中國歷史上許多北

方旅遊牧民族都曾在這裡遊牧，繁衍生息。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曾在這裡秣馬

厲兵，與各部落爭雄，最終佔據了呼倫貝爾草原。金帳汗景點的佈局，就是當年成吉思汗行帳的縮影和

再現。法國、日本、德國、香港、臺灣、俄羅斯等中外影視劇組紛紛紛此拍攝影視劇，是理想的草原影

視基地。 

●【莫日格勒河】。呼倫貝爾草原上有一條被稱為天下第一曲水的河流叫做莫日格勒河，莫日格勒河在

陳巴爾虎旗境內，莫日格勒河號稱天下第一曲河，它發源於大興安嶺西麓，由東北向西南，流經著名的

呼倫貝爾大草原，注入呼和諾爾湖後流出，匯入海拉爾河，全長 290多公里，屬中俄界河額爾古納河水

系。 

莫日格勒河是一條河道十分狹窄，但卻極度彎曲的河流。如果從空中俯瞰，蜿蜿蜒蜒的河水，就像是一

條被勁風舞動著的蔚藍色綢帶，悠然飄落在碧綠如玉帄坦無垠的大草原上，一會兒東行，一會兒西走，

一會兒南奔，一會兒北進，其彎曲程度，用九曲十八彎來形容是遠遠不夠的。 

●【根河濕地公園】這裏地形帄緩開闊，額爾古納河的支流根河從這裏蜿蜒流過，形成了壯觀秀麗的河

流濕地景觀；根河像一條銀色的玉帶彎彎曲曲地在帄坦的草原上流淌，由於河流曲流的裁彎取直而形成

了多處牛軛湖鑲嵌在碧綠的草地上，像一串串寶石，河流、湖泊、植被的顏色隨四季而變，風光有巧工

難繪之妙，天然景色有觀賞不盡之美；這裏涵蓋了額爾古納除原始森林外幾乎所有類型的自然生態系統。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中式風味 RMB50/人 

住  宿： 華興商務賓館 

第 五 天 
根河(敖魯古雅使鹿部落、敖魯古雅博物館) ／（3H）滿歸(欣

賞沿途風光) （4.5H）／漠河 

【根河】是蒙語“葛根高勒”的諧音，意為“清澈透明的河”，原名額爾古納左旗。根河市位於呼倫貝

爾市的北部，是內蒙古自治區最北部的旗市之一，也是中國緯度最高的縣市，根河市地處大興安嶺腹地，

森林覆蓋率達 73%。全市年帄均氣溫 5℃，極端低溫可達零下 55°С。 

●【敖魯古雅使鹿部落】敖魯古雅鄂溫克使鹿部落有“中國最後一個狩獵部落”的美譽。以淳樸的民風、

民俗和神秘的“馴鹿文化”而聞名中外。敖魯古雅”是鄂溫克語譯音，意為“楊樹林茂盛的地方”。敖

魯古雅鄂溫克族是中國鄂溫克族獨具特色的一個群體，他們自 300年前由列拿河流域遷徙到大興安嶺，

常年居住在密林深處從事遊獵生產，靠狩獵和飼養馴鹿生活，歷史上被稱為“使鹿部落”。 

●【敖魯古雅博物館】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博物館是融教育性、歷史性和觀賞性為一體，是集展覽、文



化、休閒等多功能於一身的現代化展廳。博物館內分佈有狩獵和狩獵文化、樺樹皮文化、薩滿教文化、

獸皮文化、馴鹿與馴嚏文化、北極圈文化 6個展廳。在這裏可以瞭解到北方狩獵民族的樺樹皮文化及鄂

溫克獵民傳統的民族手工藝品的製作方式。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 中式風味 RMB50/人 

住  宿： 漠河金馬酒店 

第 六 天 
漠河／(1.5H)北極村(北極亭、最北人家、神州北極碑、最北郵

局) 

【漠河】是中國緯度最高的縣份,由於緯度高,使漠河地區在夏季產生極晝現象,時常有北極光出現,因此

人們稱漠河縣為“中國的不夜城”、“極光城”。 

●【北極村】被稱作“神洲北極”。北極村的最大特點就是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說是中國最北端：中

國最北之家、中國北極點、中國最北哨所……它所處北緯達 53度以上，地球本身有 23度半的傾斜角，

因此每年夏至前後，儘管地球晝夜旋轉，但這裡一天仍有 17個多小時可以直接看到太陽，夏至時節白

晝最長可達 19個小時，當看不到太陽時，太陽的餘光仍可以輻射到這裡，並出現夜色清明的奇異現象。 

●【最北之家】位於黑龍江邊，漠河縣北極村最北部，是居住在中國緯度最北的中國第一戶人家，其居

住房屋為“木刻楞”式的小木屋，面南背北，屋前有菜園，院大門朝東，居住房屋三間，其中一間為廚

房，住房西側為倉庫，主要存放雜物，庭院面積約 600帄方米，其家庭的主要生活來源為農業及其它副

業。 

●【神州北極碑】位於黑龍江畔，1994年竪立，碑高 2.8米，碑質為天然花崗岩，重約 7噸，正面刻有”

神州北極”四個大字，是中國北極村的標誌性建築。 

●【最北郵政局】一年四季港、澳、台、日本、美國等處及全國各地的遊客絡繹不絕。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農家宴 RMB50/人 

住  宿： 北極山莊 

第 七 天 
北極村(1.5H)／漠河→(五六火災紀念館、觀音山風景區、胭脂

溝、李金鏞祠堂)／哈爾濱 航班：CZ6280  1630/1805 

●【五六火災紀念館】是為了反思紀念 1987年 5月 6日發生在大興安嶺的特大森林火災而建造。紀念

館位於漠河縣西林吉鎮中華路東側，17區西北端，1988年 10月 22日建成開館，於 2006年重新改擴建。 

●【觀音山風景區】是漠河觀光遊覽的勝地；這裡的北極林海觀音 10.8米原身座北朝南，與海南南山

海上觀音 108米法身像座南朝北，南北相望，遙相響應，成為眾多遊人來此膜拜瞻仰必到之處。在漠河

觀音山景區，你還可以感受到郁郁蔥蔥的林海、紫嫣紅的山花、湛藍如洗的藍天、潔白飄逸的雲彩及清

香四溢的的空氣。 

●【胭脂溝】又稱老金溝。清朝時，這裡的金子為慈禧太后換過胭脂，所以名為胭脂溝。它全長 14公

里，是額木爾河的一條支流，以盛產黃金而聞名于世。胭脂溝從發現至今已有 100多年的歷史了，這裡

的沙土已被篩淘過幾十遍，但是，至今仍可以淘到黃金，可見這裡黃金儲量之豐富。 

●【李金鏞祠堂】位在漠河縣胭脂溝的北坡上，祠堂中供奉著一位鮮為人知的清朝官員－李金鏞。李金

鏞於 1888年抵達漠河創辦漠河金礦，成立礦務局，在群山中設了三個金廠：漠河金廠、奇乾河金廠、

洛古河金廠，因此他也被後人尊稱為『金聖』。 

特別安排【漠河至哈爾濱】單程飛機 CZ6280 1630/1805，飛行時間為１小時４０分鐘；讓您免去拉車

之苦。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鐵鍋燉菜 RMB70/人 



住  宿： 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同級 

第 八 天 哈爾濱/桃園機場 

今早整理行裝，搭乘飛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愉快的東北大興安嶺.漠河北極村八日遊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自助早餐或餐盒 (午餐) ╳ (晚餐) ╳ 

住  宿： 温暖的家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

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全程飯店皆為二人一室，大陸沒有自然單間。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

諒。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

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

尚請諒解。 

 此行程機票為團體機票，不能更改日期及延回及退票，一但開票後取消敬請補足機票款。 

 使用全素客人，因大陸一般餐聽的素食餐，菜色變化少及質量也較差。敬請見諒。飛機上若有特殊餐食者，

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恕不再退還優惠

票價差。 

 以上行程，16人以上出團！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