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伏爾加莊園 

位於哈爾濱市香坊區成高子鎮阿什河畔，佔地面積 60 多萬平方米。伏爾加莊園風景秀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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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園大門，採用

的是十七世紀俄羅斯木製城堡原型，莊園內為全木建築，只靠木與木之間的咬合來構建。莊園內可見高

大的城堡以及散落在莊園的希臘雕塑。伏爾加莊園內有凡塔吉亞俱樂部，俱樂部門前小橋直通聖·尼古拉

大教堂：一個洋頭形穹頂矗立在八角形帳篷頂端，再上去則是十字架。教堂東面不遠處的普希金沙龍，

則是十九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俄羅斯著名詩人普西金銅像佇立門口。又是一座小橋，連著的是巴甫

洛夫城堡，這座城堡也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建築，曾囚過一位沙皇，也當過監獄、學校，復建的城堡。 

長白山風景區 

長白山是指一條西南－東北走向綿延上千公里的一系列山脈，橫亘於中國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的東

部及北韓兩江道交界處。狹義上的長白山則單指其主峰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的活火山，在清朝時曾多次



噴發。主峰長白山最高點位於火山臼形成的天池南部的北韓境內，天池位於中國和北韓的邊界上，在中

國屬於吉林省白山市撫松縣。它實際上是一個相當寬闊的環形火山口（山體相對高度 1600 米左右，而

山體寬度則達十幾公里），火山口當中為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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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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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桃園 瀋陽 14：30 17：45 

AE-976 瀋陽 桃園 19：00 22：40 

 

◆第一天   桃園  瀋陽【東北二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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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二人轉】史稱小

秧歌、雙玩藝、蹦蹦，又稱過口、雙條邊曲、風柳、春歌、

半班戲、東北地方戲等。表現形式為：一男一女，服飾鮮

豔，手拿扇子、手絹，邊走邊唱邊舞，表現一段故事，唱

腔高亢粗獷，唱詞詼諧風趣。二人轉屬走唱類曲藝，流行

於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東部三盟一市，2006 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 

早:  X          午:  X          晚:  遼菜風味 RMB50/人 

住宿：瀋陽龍之夢國際酒店 或 綠城喜來登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瀋陽 / 長春【偽滿皇宮、車遊文化廣場、偽滿八大部】/ 吉林  

【偽滿皇宮】是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充當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時的宮廷遺址，是中國現存的三大宮

廷遺址之一。它占地 13.7 萬平方米，宮廷建築大小數十座，建築風格可謂中西兼有中日雜陳，具有典

型的殖民特色，是日本軍國主義武力侵佔中國東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最典型的歷史見證。偽滿皇

宮東部是東北淪陷史陳列館。始建於 1962 年，占地 25.05 萬平方米，主要負責偽滿皇宮舊址的保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B1%E6%96%B0%E8%A7%89%E7%BD%97%C2%B7%E6%BA%A5%E4%BB%AA/4022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A%E6%BB%A1%E6%B4%B2%E5%9B%BD/672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E5%86%9B%E5%9B%BD%E4%B8%BB%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8%A5%BF%E6%96%AF/1000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6%B2%A6%E9%99%B7%E5%8F%B2%E9%99%88%E5%88%97%E9%A6%86


恢復、利用和文物資料的徵集、保管、研究等，並深入挖

掘這一宮廷遺址特殊的歷史文化內涵，舉辦與之相適應的

陳列展覽，開展近現代史和愛國主義教育。偽滿皇宮博物

院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

地、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國家一級博物館。【文化

廣場】原名地質宮廣場，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廣場，坐落在

市區中心，總面積 20.5 公頃，歷史上地質宮廣場曾被規

劃為偽滿洲國的國都廣場。【偽滿八大部】是偽滿洲國的

八大統治機構。即治安部（軍事部）、司法部、經濟部、交通部、興農部、文教部、外交部、民生部的

統稱。 

早:  酒店內          午:  人參汽鍋雞+農家宴 RMB50/人          晚:  滿族三套碗 RMB50/人 

住宿：五星 吉林紫光苑飯店 或 金茂翡翠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吉林【北山公園、世紀廣場、車遊松江中路】/ 5.5H-長白山  

【北山公園】是吉林市著名旅遊勝地。位於吉林省吉林市船營區，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城市園

林。以山水景觀為主，主峰海拔 270 米。園內峰巒疊翠，亭台樓閣遍布，一座臥波橋把湖水分為東、西

兩湖，夏季湖中荷花盛開，微風起時，花香四溢。 是遊人和市民休閒散步的好去處。【吉林世紀廣場】

位於吉林市豐滿區，南北長 900 餘米，東西長 200 餘米，佔地面積 22.8 公頃。由博物館建築群、地下

購物公園、晨曦噴泉、國旗平台、毛主席雕像、“世紀之舟”巨塔、音樂噴泉、望江觀景平台、人行過

街天橋等部分組成，是吉林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的風景園林。【車遊松江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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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酒店內          午:  順風 123 餐廳 RMB50/人          晚:  長白山珍宴 RMB50/人 

住宿：五星 金水鶴國際酒店 或 長白山長白天地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長白山【長白山風景區(含環保車及倒站車)、美人松、大小天池、溫泉群、長

白瀑布】/ 5.5H-吉林  

【長白山景區】位於吉林省東南部，東南與朝鮮毗鄰，坐

落於長白山北坡，距長白山 34 公里，距雙目峰中朝邊境

65 公里，區域面積 52.42 平方公里。長白山景區是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主峰長白山多白色浮石與積雪而得

名，素有“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峰”的美譽。

景區是擁有“神山、聖水、奇林、仙果”等盛譽的旅遊勝

地，也是滿族的發祥地，在清代有“聖地”之譽，皇帝須

親自或委派大臣到吉林烏拉(今吉林市)望祭長白山。1983

年夏，鄧小平登上長白山極頂,題寫"長白山"、" 天池 "橫幅，並發出讚歎："人生不上長白山，實為一大

憾事！” 。長白山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是中華十大名山。長白山在《山海經》稱不咸山，

北魏稱徒太山，唐稱太白山，遼金已有長白山之名。【長白山天池】是一座休眠火山，火山口積水成湖，

夏融池水比天還要藍；冬凍冰面雪一樣的白，被 16 座山峰環繞，僅在天豁峰和龍門峰間有一狹道池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7%88%B1%E5%9B%BD%E4%B8%BB%E4%B9%89%E6%95%99%E8%82%B2%E7%A4%BA%E8%8C%83%E5%9F%BA%E5%9C%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7%88%B1%E5%9B%BD%E4%B8%BB%E4%B9%89%E6%95%99%E8%82%B2%E7%A4%BA%E8%8C%83%E5%9F%BA%E5%9C%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A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4%B8%80%E7%BA%A7%E5%8D%9A%E7%89%A9%E9%A6%86


溢出，飛瀉成長白瀑布。長白山形成於 1200 萬年前地質造山運動，經過多次噴發而拓成了巨型的傘面

體，當火山休眠時湧泉溢出，形成十餘平方千米的浩瀚水面。【長白瀑布】位於天池北側，乘槎河盡頭，

乘槎河流到 1250 米處便形成落差為 68 米的瀑布，因係長白山名勝佳景，故名長白瀑布。長白山是中

華十大名山，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是松花江、圖們江和鴨綠江三江發源地。長白瀑布由於落

差大，在兩條雪龍似的水柱猛烈衝擊下，濺起浪花無數，飛雪漫天，崖下形成 20 多米深的水潭。湍急

的流水柱入二道白河，即松花江正源。長白山瀑布掛在群峰競秀的半壁天塹上，景緻蔚為綺麗壯觀。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  胡麻子大餅風味 RMB50/人 

住宿：吉林紫光苑大飯店 或 吉林金茂翡翠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吉林 / 4.5H-哈爾濱【伏爾加莊園、聖尼古拉教堂藝術館、巴普洛夫城堡、普

希金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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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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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城堡由俄羅斯著

名設計師弗‧弗‧布列恩於 1795-1797 年設計，它歷經滄桑，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堡，曾經做過醫

院、警察局、監獄等場所；現在這座城堡靜默的佇立在伏爾加河畔，每當傍晚的時候，夕陽的餘暉將城

堡籠罩在溫暖而昏黃的光芒之中，仿佛時間靜止，人們常常會不自覺的在此尋覓俄羅斯歷史的痕跡，一

切都顯得如斯靜謐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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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酒店內          午:  東北餃子風味 RMB50/人          晚:  莊園風味 RMB88/人 

住宿：伏爾加莊園 或同級  

 

◆第六天   伏爾加莊園【哈爾濱啤酒博物館、黑龍江省博物館、中央大街、防洪紀念塔、

斯大林公園】/ 哈爾濱  

【哈爾濱啤酒博物館】總建築面積達 6258 平方米共有 3 層，運用創新高科技和多媒體互動裝置，生動

還原啤酒歷史、趣味展啤酒文化，傳遞給消費者最獨特的啤酒文化體驗。同時，哈爾濱啤酒博物館內特

設動感影院等多媒體互動裝置，並且首創冰吧和啤酒學院，更有“一站式”品牌互動體驗。【黑龍江省



博物館】位於哈爾濱市南崗區，始建於 1906 年，主樓是一座歐

洲巴羅克式建築，為原俄羅斯商場舊址，為國家一級保護建築。

新中國成立後，黑龍江省博物館成為全國首批集歷史文物、自然

標本、藝術品為一體的省級綜合類公益性博物館，承擔著黑龍江

省歷史文物、革命文物、民族文物和自然標本的保護、發掘、徵

集、採集以及研究、陳列等工作。【中央大街】是黑龍江省哈爾

濱市的主要商業街之一。南起於道里區新陽廣場，北止於松花江

邊的防洪紀念塔廣場，由方石磚（即俗稱的「麵包石」）鋪成全長 1450 公尺，寬 21.34 公尺，亞洲最

長的步行街。【哈爾濱防洪勝利紀念塔】是為紀念哈爾濱市人民戰勝“57 年特大洪水”於 1958 年 10

月 1 日建成的。它由前蘇聯設計師巴吉斯·茲耶列夫和哈工大第二代建築師李光耀共同設計，塔址由時任

哈爾濱市市長呂其恩確定。2017 年 12 月 2 日，入選第二批中國 20 世紀建築遺產名單。【斯大林公園】

是松花江畔避暑遊覽地之一，與太陽島隔江相望。建於 1953 年，原名"江畔公園"，是為了紀念哈爾濱

人民戰勝兩次特大洪水而建立的。全長 1750 米，是順堤傍水建成的帶狀形開放式公園，佔地面積 10.5

萬平方米。公園以防洪紀念塔為中心，以仿造俄羅斯古典式建築風格和遍布全園的“五色草花壇”，以

及分佈在綠地之間的“天鵝展翅”、“三少年”、“起步”、“跳水”、“舞劍”等十六組藝術雕塑而

馳名海內外。 

早:  酒店內          午:  東北醬骨風味 RMB50/人          晚:  東北風味 RMB60/人 

住宿：哈爾濱松北萬達嘉華酒店 或 哈爾濱松北萬達皇冠假日飯店 或同級 

 

◆第七天   哈爾濱【太陽島公園(電瓶車)、俄羅斯風情小鎮、聖索菲亞教堂廣場、哈大高

鐵=瀋陽、七寶山朝鮮歌舞宴表演】/ 瀋陽  

【太陽島公園】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北岸，與斯大

林公園隔江相望。太陽島公園是馳名中外的避暑勝

地，是哈爾濱的一顆亮麗明珠，是哈爾濱人民的光榮

和驕傲。八十年代初，歌唱家鄭緒蘭一首《美麗的太

陽島上 》，唱出了太陽島的韻味，唱出了太陽島的

原汁原味。【俄羅斯風情小鎮】位於哈爾濱太陽島風

景區核心，緊鄰沿江風景線，與中央大街和史達林公

園遙相呼應。整個小鎮由 27 座彰顯上世紀純樸、

濃郁的俄羅斯風情和建築藝術保留的別墅、民宅構

成。這些具有俄羅斯民間格調的別墅群體不僅在國出現是較早的，在俄羅斯也極為罕見，形成了獨特的

自然風貌和建築風貌，是哈爾濱乃至整個近代中國建築中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俄羅斯風情小鎮共有五

大區域，彙聚了俄羅斯的飲食藝術、民俗風情、文化精品、旅遊商品和特色燒烤表演。遊客在欣賞俄羅

斯特色精品的同時還可以購買到由俄羅斯藝人現場表演、親手製作的套娃、陶瓷及各類小商品。來小鎮

觀光的遊客每人可以領取到一本印有中俄兩種文字的紀念性觀光護照，完全類比出境旅遊模式，遊客的

觀光將採用公民出入境的邊防檢查手續，讓遊客體驗出境不出國的異域旅遊感受。【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前往造型典雅，教堂的牆體全部採用清水紅磚，上冠巨大飽滿的洋蔥頭穹頂，氣勢恢弘，精美絕倫，典

型的拜占庭式結構，讓人大開眼界；其中正門頂部的鐘樓，安置 7 座銅鑄的樂鐘構成 7 個音符，由訓練

有素的敲鐘人手腳並用，敲打出抑揚頓挫的鐘聲，讓人大開眼界。它也是遠東最大的東正教堂，同樣的



教堂全世界只有兩座，非常值得一看。【哈大高鐵(哈爾濱－瀋陽)】哈大高鐵，中國目前在最北端的嚴

寒地區設計建設標準最高的一條高速鐵路，於 2012 年 12 月 1 日正式開通營運。它北起黑龍江省哈爾

濱市，南抵遼寧省大連市，線路縱貫東北三省，途徑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全長 921 公里，其中

黑龍江省境內 81 公里，吉林省境內 270 公里，遼寧省境內 553 公里，沿途共設 23 個車站。 

早:  酒店內          午:  春餅風味 RMB50/人          晚:  阿里郎朝鮮歌舞宴 RMB80/人 

住宿：瀋陽龍之夢國際酒店  或  綠城喜來登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瀋陽【瀋陽故宮、滿清古街、張氏帥府、趙四小姐樓、中街步行街】 桃園  

【瀋陽故宮】瀋陽市中心，與繁華的中街毗鄰，是全國保存至今

的清代最早的宮殿建築群，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僅次於北京故

宮，被譽為「關外紫禁城」。清瀋陽故宮是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

2004 年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註：瀋陽故宮周一上午休館，因中國的博物館為國家所有，除原

本固定休假日外會有某些特定因素不定期休館，但不會事先對外

通知，若遇此情況將無法安排參觀，敬請見諒！ 

【滿清一條街】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街上共有牌幌三百多個，整條的整體佈局為紅色，保存清代

的風俗習慣、滿族的建築風格，步行在此街上，儼然就像回到了清代。晚餐後，欣賞東北二人轉表演。

【張氏帥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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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四小姐樓】少帥與趙四小姐的經典愛情故事就發

生在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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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不凡的女性多少綿綿情意。【瀋陽中街】全長 1500 米的瀋陽中街是瀋陽最早的商業街，有 369 年

曆史，也是中國第一條步行街，中街是瀋陽歷史悠久、交易繁華的商業區，自明清開設以來，距今已有

三百五十多年了。明末，遼東開原、廣寧、撫順的馬市貿易繁榮，使位於三大馬市中心瀋陽的商品經濟

有了長足的發展。1625 年，“大金”遷都瀋陽，經濟更趨繁榮，四平街(今中街)便形成了。 吉順絲房、

老天合綢緞莊等大百貨商店，多集中在街路的南北兩側；豐富多彩、琳瑯滿目的小商品行市(市場)，都

散佈在沿銜的胡同里。 

早:  酒店內          午:  吊爐餅烤鴨 RMB50/人          晚: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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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以上出團！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