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 5 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售價:10/18   19,800 元 

10/20、10/25、11/22、11/29、12/06、12/13   17,800 元 
 

行程特色 

 
 

★響沙灣：體驗沙漠活動：纜車往返、四輪傳動車、騎駱駝、贈沙襪一次等。 

註：沙漠活動有一定的危險性，進行各項活動時請配合導遊工作人員的指導，並視個人體力狀況，量力而為。 

 
 

★伊斯蘭建築特色景觀街：這裏回族群?聚居、伊斯蘭風格建築集中、穆斯林商業繁榮，特別是因有著千百年濃厚的伊斯蘭文化積

澱，使這裏形成了濃鬱的伊斯蘭氛圍。 



 
 

★大召寺：蒙古最早的喇嘛教黃教寺廟，是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區南部的一座大藏傳佛教寺院，屬於格魯派(黃教)。 

 
 

★和碩公主府：碩恪靖公主府，又名呼和浩特市博物館或清公主府，位於呼和浩特新城區賽罕路，建於清代康熙年間，距今已有

三百多年的歷史，是康熙皇帝的六女兒和碩恰靖公主居住過的府邸，公主府占地 18000 ㎡，是賽外保存最完整的一處清代四合院

群體建築。 

 
 

★貼心小禮：提供每日飲用礦泉水。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安排 

【車購特產】 

★奶製品、羊絨圍巾、駝油、工藝品等。註：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酒店介紹】 

★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酒店大堂窗外，充滿閒情逸致的園林景觀，是坐下來享用飲品的好地方。親善的行李員護送您到房間門口，推開房間大門，進入

眼簾的是光潔如新的奢華現代傢俱。窗外傳來青城公園一家大小的歡聲笑語。此情此景，讓人心生整個假期都在房間度過的衝

動。奈何，這種衝動比不上饑餓感來得現實。馨咖啡恭候您的光臨。開放式廚房的設計概念在呼和浩特尚屬首例，為您奉上色香

味俱全的特色佳餚，滿足您的所有感官享受。 



 
 

【旅遊簡圖】 

 
 

 

航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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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0 

〔星期六〕  
BR728  台北(桃園)  呼和浩特  10:55  14:40  

2018/10/24 

〔星期三〕  
BR727  呼和浩特  台北(桃園)  15:50  19:2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呼和浩特～(車程約 1.5H)哈拉烏素草原部落～下馬酒迎賓儀式～哈拉烏素 

今日集合于臺北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直航班機飛往內蒙古首府『呼和浩

特』。  

哈拉烏素草原部落：哈拉烏蘇草原部落灑落在陰山下，綿延敕勒川草場之上。無論是晨光旭日，還是

夕陽夕照。在湖畔的塔拉愛牧格銀包群，永遠是美景與異域住宿的完美詮釋。傳統的氈制墻體，高效

的通風系統，又可以給你帶來現代住宿的感覺。獨立的衛浴系統，使你可以在夜晚輕鬆愜意的沖?解

乏。夜晚走出蒙古包，可以仰望滿天星光。點綴在敕勒川草原的銀包，是你異域住宿的不二首選。?時還會有蒙古族下馬酒式歡

迎儀式歡迎大家的到來！ 

溫馨提醒：由於草原氣候日夜溫差大，貼心提醒您帶上禦寒衣物，讓您在草原更加適應溫度。 

註 1：草原蒙古包提倡環保，個人盥洗用品需自行準備，敬請注意並見諒！ 

註 2：塔拉艾牧格銀包裡沒有吹風機，請您自行攜帶(個人吹風機)，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註 3：因蒙古包住宿主要為體驗與感受當地特色而安排(一晚)，相對該住宿條件無法與一般五星酒店比較，請多包涵。 

 

【車購特產】 

★奶製品、羊絨圍巾、駝油、工藝品等。註：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餐 食：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手把肉(RMB.60/人) 

住 宿： 塔拉艾牧格銀包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哈拉烏素～(車程約 1H)土默特右旗～美岱召～庫布其沙漠響沙灣(含纜車往返、衝浪車、騎駱

駝、贈沙襪) 

早上可自行早起觀看哈拉烏蘇日出。  

美岱召：美岱召（蒙古語“美岱”意?彌勒）原名靈覺寺，後改壽靈寺。是內蒙古地區重要藏傳佛教建

築之一。美岱召作?大明金國“都城”，是阿拉坦汗和三娘子的“皇城”，又是喇嘛教傳入蒙古時期的

一個重要弘法中心、藏傳佛教聖地，它是一座“城寺結合，人佛共居”的喇嘛廟，在研究明代蒙古

史、佛教史、建築史、美術史上均有一定價值。  

響沙灣(含纜車往返、衝浪車、騎駱駝、贈沙襪)：位於內蒙古顎爾多斯達拉特旗境內，背依大漠龍頭庫布其沙漠，面臨罕台大

川，又名銀肯響沙，高大的沙丘呈月牙形狀約有 80 多米高，橫亙數公里，金黃色的沙坡掩映在藍天白雲下，有一種茫茫沙海入

雲天的壯麗景象，好似一條金黃色的臥龍。呈彎月狀的巨大沙山回音壁綴在大漠邊緣，是一處珍稀、罕見、寶貴的自然旅遊資

源。神秘的沙歌現象吸引中外著遊客紛至遝來，沙響妙音春如松濤轟鳴，夏擬蟲鳴蛙叫，秋比馬嘶猿啼，在冬日則似雷鳴劃破長

空，關於響沙的成因眾說紛紜。 

★特別貼心安排：沙襪及纜車往返～給您最尊貴的沙漠體驗。 

※景區為安全起見，僅限 65 歲以下旅客可參與滑沙、騎駱駝等活動，另有高血壓、心臟病史之旅客，也不允許參加上述活動，

特此告知，敬請見諒！ 

※11 月起響沙灣活動內容以景區實際活動內容為主，特此告知，敬請見諒！ 

※沙漠活動有一定的危險性，進行各項活動時請配合導遊工作人員的指導，並視個人體力狀況，量力而為。 

※由於沙漠氣候紫外線高，天氣瞬間萬變，時有起風狀況，貼心提醒您準備口罩、脖圍及防曬用品，以便不時之需。 

餐 食： (早餐) 草原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RMB.50/人) (晚餐) 黃河魚風味(RMB.50/人) 

住 宿： 陽光奧斯特酒店 或 東達假日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達拉特旗～(車程約 2H)成吉思汗陵～康巴什新區(車程約 4H)～呼和浩特 

成吉思汗陵：前往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長眠地。座落在內蒙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上，距

東勝區 70 公里。蒙古族盛行密葬，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處始終是個謎。現今的成吉思汗陵

乃是一座衣冠塚，它經過多次遷移，直到 1954 年才由湟中縣的塔爾寺遷回故地伊金霍洛旗。  

成吉思汗是蒙古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他在統一蒙古諸部後於 1206 年被推為大汗，建立了蒙古汗

國。他即位後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活動，版圖擴展到中亞地區和南俄；1226 年率兵南下攻西夏，次年在

西夏病死，元朝建立後，成吉思汗被追尊為元太祖。成吉思汗是位偉奇性的歷史人物，因而他的陵寢對旅遊者也有很強的吸引

力。  

康巴什新區：這是一座創造財富神話的世界名城，短短十多年一躍成為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這也是一座網絡時代

備受炒作的城市，網絡上被冠以鬼城、債城等稱號，但當地居民很反感這種炒作，他們認為他們居住的城市真優美，很少有一座



城市能像它一樣，受到人們如此長時間的關注，炒作者眼中的鬼城，當地居民眼中的天堂，對一座城市的認識存在巨大的反差，

這就是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康和人家(RMB.50/人) (晚餐) 格日勒阿媽下午茶+晚餐(RMB.80/人) 

住 宿： 五星呼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呼和浩特～伊利工業園～清真大寺～伊斯蘭風情街～和碩公主府(週一閉館)～內蒙古博物院(周一

閉館)～如意廣場 

伊利工業園：作?全國工業旅遊示範點，參觀以乳製品的現代化生?車間、先進的生?工藝。  

清真大寺：位於呼和浩特市舊城通道南街東側的呼和浩特。它是呼和浩特市原有八座清真寺中，建築

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座，故此得名清真大寺。清真寺是穆斯林（伊斯蘭）禮拜場所，即回族人民

舉行宗教儀式的民族寺宇。  

伊斯蘭建築特色景觀街：這裏回族群?聚居、伊斯蘭風格建築集中、穆斯林商業繁榮，特別是因有著千百年濃厚的伊斯蘭文化積

澱，使這裏形成了濃鬱的伊斯蘭氛圍。  

和碩恪靖公主府(周一閉館)：又名呼和浩特市博物館或清公主府，位于呼和浩特新城區賽罕路，建于清代康熙年間，距今已有三

百多年的歷史，是康熙皇帝的六女兒和碩恰靖公主居住過的府邸，公主府占地 18000 ㎡，是賽外保存最完整的一處清代四合院群

體建築。  

內蒙古博物院(週一閉館)：館內的藏品豐富，極具民族特色，基本有四個陳列，《內蒙古古生物化石》、《內蒙古歷史文物》、

《內蒙古民族文物》、《內蒙古革命文物》，博物館不僅是內蒙古地區文物和標本的主要收藏機構及宣傳教育機構，也是博物館

學、歷史學、民族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學術研究機構。隨後前往作?自治區成立 60 周年大慶獻禮工程~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

汗廣場建有青銅鑄成的 36 米高的成吉思汗騎馬銅像雕塑，成吉思汗雕塑坐西朝東，“手握馬鞭、指點江山”，神情威武莊嚴。

在雕塑基座的四角有 “龍、虎、獅、鷹”四璽，寓意成吉思汗是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軍事家、政治家。銅像的正面設置了

由牛角演變而來的 6 座金塔，寓意後來居上，六個牛角金塔也代表著內蒙古自治區六十年的輝煌成就。  

如意廣場：如意廣場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東部如意開發區的一處大型生態綜合廣場，總占地 10 萬平方米，建設總投資

2300 萬元，是如意區 2002 年修建的集休閑、娛樂、集會、觀賞于一體，也是呼和浩特目前最大的廣場之一。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餃子風味(RMB.50/人) (晚餐) 酒店自助餐 

住 宿： 五星呼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呼和浩特～大召寺～塞上老街～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桃園 

大召寺：是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區南部的一座大藏傳佛教寺院，蒙語漢名原為“弘慈寺”，後改

為“無量寺”，因為寺內供奉一座銀佛，又稱“銀佛寺”，大召寺是呼和浩特最早建成的黃教寺院，

也是蒙古地區僅晚於美岱召的蒙古人皈依黃教初期所建的大型寺院之一，其中著名的有大召、小召、

席力圖召、五塔寺召、烏素圖召、巧爾其召等。大召的宗教文物眾多，其中銀佛，龍雕、壁畫堪稱

“大召三絕”。  

塞上老街：這些古式房子，有三十年左右歷史，很多都是土牆，合適做與舊城相配的古玩、民俗、百

貨、土產商店。有老銅匠開的鋪子，也有近年發展起來的民族工藝品店，守著這達賴三世、五世駐蹕過，遊人往來非常熱鬧。 

 

午餐後前往機場，撘乘直航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內蒙古探索之旅。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燒麥風味(RMB.60/人)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

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0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貼心提醒：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

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

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中國地區飯店規則說明： 

1.中國地區飯店評等以【星級】為準則，最高為五星、最低為一星。 

2.近年來中國地區逐步發展迅速，飯店如雨後春筍中增加，故會有一種【準星級】名詞出現，針對此現象提出說明如下： 



A、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但各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等

等名詞產生。 

B、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等等名詞產生。 若有特殊

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大陸地區有部份四、五星

級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若有貴賓指定要用加床方式住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

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

間內或著車上。 本優惠行程不適用當地台商或大陸人士。  

小費說明 
 

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費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請自付，行李小費以

一件行李計算，提送一次建議人民幣 5 元/件，入住及離開酒店共 2 次提送，建議人民幣 10 元/件。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

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旅遊錦囊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中國大陸：台灣國際冠碼＋大陸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 86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例：從台灣打電話到上海為 002 ＋ 86 ＋ 21 ＋ 上海電話號碼  

人在中國大陸，打電話回台北：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台北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00＋ 886 ＋ 2 ＋台北家中電話 

例：00 ＋ 886 ＋ 2 ＋ 25221771  

人在中國大陸，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 以後的號碼 

例：00 ＋ 886 ＋ 932.......(0932....不需撥 0) 

電壓： 

》中國大陸電壓為 220 伏特，插座為 2 孔圓形、2 孔扁型，（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  

》在很多中、高檔酒店洗手間裝有供刮鬍刀、吹風機用的 110 伏特的電源插座。 時差： 

》中國大陸跟台灣無時差，格林威治標準時間+8 小時。 

》唯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作息時間晚中原時間 2 小時(因時區的關係)，但全中國統一為一個中原標準時間。 氣溫： 

中國氣候具有大陸性季風型氣候和氣候複雜多樣兩大特徵。冬季盛行偏北風，夏季盛行偏南風，四季分明，雨熱同季。每年 9 月

到次年 4 月間，乾寒的冬季風從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吹來，由北向南勢力逐漸減弱，形成寒冷乾燥、南北溫差很大的狀況。夏季

風影響時間較短，每年的 4 至 9 月，暖濕氣流從海洋上吹來，形成普遍高溫多雨、南北溫差很小的狀況。 

參考網站：中央氣象局、雅虎氣象網站 貨幣匯率： 

》人民幣：紙幣分別為 100 元、50 元、10 元、5 元、2 元、1 元。硬幣分別為 1、2、5 角，分的面額有 1、2、5 分。 

》外匯券現已不使用。 

》人民幣元的縮寫符號是 RMB￥。 

》大約美金 US1：人民幣 6.8(2017 年 5 月)。參考網站：中國銀行 飲水衛生： 

》在中國自來水是不可以直接飲用的，瓶裝礦泉水隨處可以買到。 

》在大中旅遊城市的街頭或遊覽場所，一般均設有免費以及收費洗手間(每次收 2 角、3 角)不等。機場、大型購物商場的洗手間，

均為免費。 

》本行程所設定的餐廳皆為中國政府相關單位所審查合格的餐廳，用餐環境、軟硬體設備以及待客服務方面已逐漸步入國際水

準。 語言宗教： 

》中國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有 56 個民族，80 種以上語言，約 30 種文字。 

》官方語言普通話，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大陸稱為普通話。 

》中國是有多宗教的國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藏傳佛教等。 風俗民情：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識別並經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共有 56 個。由於漢族以外的 55 個

民族相對漢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為少數民族，中國大陸各個省或是地區都有些不同的風俗民情，可參考以下網站了解更多有

趣的民間風俗。 

參考網站：中國民俗網、中國旅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