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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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園美輪美奐的風景將帶給您"莊園畫裏聽鐘聲，推窗憶情俄羅斯

"的意境。 

【美食饗宴、精心安排】藥膳風味、東北火鍋、藥膳風味、俄羅斯風味餐 

【哈爾濱五星冰屋火鍋】感受室外-30 攝氏度及室內-15 攝氏度的溫度下，置身用雪和冰砌出外表晶瑩

剔透的冰屋餐廳內享用暖融融的火鍋 

※【購物安排】 

全程不進購物站，旅遊品質有保障、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讓您輕鬆玩~無壓力！  

※【特別贈送】 

(1) 禦寒三寶，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航班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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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AE/CI-975 桃園 瀋陽 14：30 17：45 

AE/CI-976 瀋陽 桃園 19：00 22：30 

 

◆第一天   桃園  瀋陽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並以電話聯絡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

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瀋陽】。 

早:  X          午: 機上餐食        晚: 滿族風味 50 

住宿：準☆☆☆☆☆希爾頓逸林大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瀋陽【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中街漫步】/ 哈爾濱【（動車二等座 D25 次 

1330/1523）【冰雪大世界冰雕展】】 

【瀋陽故宮】是滿清在入關前所建造的皇宮，黃色琉璃瓦所

建構的宮殿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壯麗輝煌，而在當時不僅是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進攻中原的根據地，年僅 6 歲的順治皇

帝，由其叔父多爾袞輔政時，也是在此登基，之後才遷都北

京，可說極具歷史價值，更是中國現今僅次於北京故宮最完

整的建築。【滿清一條街】它是大陸唯一的盛京古文化街，

建於清光緒 31 年，走在這裡可以充分體驗十足的滿清古味。

【中街】瀋陽遊覽中國十大商業街，古稱四平街，300 多年來一直為北方商埠。【冰雪大世界冰雕展】

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展，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冰雕展之一。美輪美奐的冰雪雕塑，在日間是一片純白，到了

晚上，數以十萬計光管及數千盞射燈 (LED 燈)，營造出五光十色的冰宮，照亮松花江畔。 

早:   酒店內       午: 吊爐餅烤鴨 60      晚: 酸菜白肉風味 50        

住宿：準☆☆☆☆☆雅悅精品大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哈爾濱【防洪勝利紀念塔、中央大街、斯達林公園、東北虎林園(含電瓶車)、

太陽島】 

【斯達林公園】，寬敞的人行步道，一整排高大松樹，

茂盛的枝葉，將整個公園點綴的非常悠閒。【防洪勝利

紀念塔】而其北端盡頭象徵哈爾濱精神的，時時提醒著

市民們不要忘記抗洪的重要。【中央大街】充滿異國風

味的哈爾濱第一街，全長 1450 公尺的步行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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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沿著松花江而建的【東北虎林園(含電瓶車)】

坐落在松花江北岸，占地面積 144 萬平方米，擁有 700 多隻人工飼養繁育的純種東北虎。自 1996 年對

外開放以來，東北虎林園以它濃厚的野趣和迷人的魅力吸引著海內外的遊人慕名而來，每年接待遊客數



量超過 25 萬人次以上。東北虎林園具有科普教育功能的科普陳列館和供遊客參觀觀賞的野化馴養區、

成虎區、育成虎區、種虎區、獅虎區、非洲獅區、虎王區、幼虎區、步行區和觀虎台等 11 處參觀景點，

可觀賞純種東北虎 100 只以上，白虎 8 只，雪虎 1 只，白獅 2 只，獅虎獸 2 只、黑色美洲虎 3 只，非

洲獅 20 只，遊完全程需要 1 個小時左右。除步行區和觀虎台之外，其餘景點需要坐在車內去尋覓虎蹤。

【太陽島】藝術水準高,成為冰雪節三大景觀之一。享有盛名的太陽島雪雕歷來是哈爾濱國際冰雪節的重

要組成部分。潔白如銀的雪雕藝術給人以神秘、夢幻般的遙想與感受。冰與雪是北方人的驕傲，也是哈

爾濱冰雪文化的基石。雪雕，是將雪製成雪坯後，經過能工巧匠雕琢而就的藝術佳品。每年元月,一年一

度的雪雕遊園會在哈爾濱太陽島公園舉行。中外藝術家的透、凸、浮、圓雕等雪雕藝術品令人目不暇接，

流連忘返。 

早:   酒店內                  午: 俄羅斯家庭餐 69       晚:香格里拉冰宮火鍋 180   

住宿： 準☆☆☆☆☆雅悅精品大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伏爾加【巴甫洛夫城堡、普希金沙龍、小白樺林餐廳、莊園內冰雪活動(越野

滑雪含雪仗+雪板、高山雪圈一次)】 

【伏爾加莊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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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尼古拉教堂】複建的藝

術館原型曾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聖尼古拉大教堂。該教

堂是哈爾濱歷史的見證，是木質建築藝術園地的精品，是哈

爾濱人心中抹不去的記憶。藝術館內陳列的珍貴歷史照片，把您帶到一百多年前的哈爾濱。【巴甫洛夫

城堡】是莊園最有吸引力的建築之一，也是新人們最期盼的婚禮場地，踏上幸福橋遠眺的那一刻，人們

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會落在這座雄渾美麗的城堡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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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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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巴羅克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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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酒店內              午: 醬骨風味 50                  晚: 莊園內合菜 128     

住宿：準☆☆☆☆伏爾加莊園內 或同級 

 

◆第五天   伏爾加 / 4H 雪鄉（雪鄉大門票含倒站車）、雪韻大街、夢幻家園】 

【雪鄉】是黑龍江牡丹江市大海林林業局境內的雙峰林場，位於牡

丹江市大海林林業局境內、張廣才嶺中段。位於黑龍江省海林市長

汀鎮，距鎮政府有 100 多公里，有“中國雪鄉”之稱【雪韻大街】

早餐後親臨《闖關東》《大約在冬季》等著名電視劇的取景地，漫

步最為淳樸的北方特色農家村落【夢幻家園】夢幻家園是一個集住

宿、餐飲、娛樂、二人轉、雪上娛樂與一體的莊園，佔據了雪韻大

街的黃金地段，地盤極大，院子裡幾乎涵蓋了雪的各種造型，因最初是劇組拍戲留下的，佈景比普通農



家院落更精緻些，還有水井、小橋等點睛之筆，能拍出些好照片。沿木棧道爬上半山腰的觀景台，可以

俯拍莊園和雪鄉的全景。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農家風味 80 

住宿：準☆☆☆☆雪韻閣 或同級  

 

◆第六天   雪鄉 / 4H 吉林【北山公園、世紀廣場、松江中路、天主教堂外觀】 

【北山公園】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林。占地萬平方

米，以山地景觀為主。園內峰巒疊翠，亭臺樓閣遍佈，一座

臥波橋把一池湖水分為東西兩部分。【世紀廣場】位於吉林

市博物館和松花江南岸之間。由博物館建築群、旱噴泉、國

旗平臺、“世紀之舟”巨塔、音樂噴泉、望江平臺等部分組

成。是吉林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的風景園林。博物館建築群

是廣場南部觀賞性很強的背景裝飾景觀。望江平臺臨江而建，是觀賞松花江和兩岸風光的好去處。【松

江中路】是吉林市一條主要景觀道路。上面鋪設彩色廣場磚和花崗岩石板，沿路外側安裝了美觀有吉林

特色的欄杆和園林燈。為遊人和市民提供了一個觀光和休閑的好去處。【天主教堂(外觀)】天主教堂位

於松花江路三號，吉林大橋北端附近，南臨松花江。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購買了今天主教黨所占的土

地，開始籌建天主教堂。從 1917 年動工，費時 10 年。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大食客合菜 80  

住宿：準☆☆☆☆☆紫光苑酒店或同級或同級 

 

◆第七天   吉林 / 1.5H 長春【偽皇宮、文化廣場、車游偽滿八大部】/ 4H 瀋陽【二人

轉】 

【偽滿皇宮】，其位於長春市的東北角是清朝在偽滿州國時中國最

後一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宮殿。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

本決定成立偽滿洲國執政府，以~愛新覺羅溥儀~為“執政”，定

“都”長春改長春為“新京”，同年 2 月 18 日宣佈偽滿洲成立，

至今保存完好，這棟混合中國古典、日式、歐式風格的建築，也是

滿清最後一任皇帝溥儀被囚禁 14 年的地方，1931 年~1945 年，長

春市淪為“偽滿洲國”首都，【文化廣場】原名地質宮廣場坐落於

長春市中心，總面積約 20.5 公頃，歷史上曾是偽滿州國的國都廣場，【僞八大部】外觀，始建於 1938

年，當時是僞滿洲帝國的統治中心。【東北二人轉】感受地方特色 

早:   酒店內                     午: 藥膳 50                  晚: 中式合菜 80 

住宿：準☆☆☆☆☆希爾頓逸林大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瀋陽【南關天主教堂外觀】 桃園  

【南關天主教堂外觀】入選全國最美教堂，現在這座天主教堂

是 1912 年重建的。教堂屬於典型的哥特式建築，頂部是兩個

方錐形的尖頂，裝飾著十字架。教堂前面是三扇拱門，兩側有

成排的小窗，內有二十四根石柱支撐，穹窿鑲嵌著巨大的花紋。

【少帥府】張學良故居又稱「少帥府」，是原奉系軍閥張作霖



及其子張學良官邸，1988 年更成立了「張學良舊居陳列館」，保留文物重點以供參觀。近百年的歷史

興衰，彈指一瞬間。【趙四小姐樓】少帥與趙四小姐的經典愛情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帥府後面的【趙四

小姐樓】的小小陽臺上，她不知多少次站在那裏向府裏望著。這棟小樓記錄了這位元不凡的女性多少綿

綿情意。 

早:    酒店內                    午: 花園餐廳 50                       晚: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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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人以上出團！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