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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內蒙古那達慕 蓮花５日【蒙古包、銀肯響沙灣、無購物】  

◎ 出發日期：  2019 年 04 月 25 日 (四)  

◎ 抵台日期：  2019 年 04 月 29 日 (一)  

◎ 旅遊國家：  中國  

◎ 旅遊城市：  呼和浩特  

◎ 每人訂金：  NT$5,000  
  

  

  

 

◎ 出境機場：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 主要特點：  

大陸團體旅遊。內蒙古。長榮直航呼和浩特。安排

入住頂級奢華沙漠酒店蓮花度假酒店。敕勒川草原

住地暖蒙古包。草原 FAMILY 那達慕體驗。無購

物。  

◎ 團費說明 :  

(全程)  

包含項目：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含小費,不含行李小費,不含簽證費用  
 

 

◎ 大          人 :  NT$32,500  

◎ 指定單人房 :  NT$39,500  

 
 

 

 

  

============  
 行程特色  ===================================================================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每當看到這段敕勒川句子的時候，腦海中就能浮現出這樣一副遼闊的草原景象：在陰山腳下，這裡

的天幕像帳篷一樣籠罩著遼闊的大地。蒼天浩渺無邊，草原茫茫無際，每當大風兒吹來草兒低伏的

時候，放牧的牛羊就顯現出來。 

這一次到內蒙古，我們帶您探索沙漠中的頂級奢華蓮花度假酒店，為您開啟一段不同以往的旅行。 

 

＃行程銷售重點＃帶給您不一樣的內蒙古 

▲搭乘長榮航空早去晚回直航呼和浩特只要 3.5 小時，省卻了轉機的勞累，省時又輕鬆。 

▲足足 5 天時間，所去的每一處皆是精心選擇的最精華之景點，車載 WIFI 設備，舒適安全方便。 

▲特別安排「敕勒川草原蒙古 FAMILY 那達慕」，獨家體驗草原那達慕活動，進行一次非比尋常的

內蒙古之旅。 

▲安排住宿頂級奢華的沙漠型”蓮花度假酒店 ”被外媒列為「2016年全世界最期待開放的度假酒

店」中唯一的中國酒店。 

 

http://www.xiangsw.com/xsw/about/about-108.html


▲特別安排敕勒川草原上入住「地暖蒙古包」，親身體驗在冬季在草原上睡一晚的探險。 

▲暖心安排蒙古族道地涮羊肉、本土蓧面養生餐、手把肉、烤鴨特色、青城老菜、蓮花酒店自助午

晚餐，每一餐帶給舌尖不同的享受。 

 

＃行程特色＃ 

【蓮花度假酒店全天自由玩樂】 

最值得期待的酒店，無一磚一瓦，酒店裏面隨處可見沙漠的元素,駝影被巧妙的投射在牆壁上，唯美

而又極具當地風情。乘坐索道俯瞰庫布其無比浩瀚的沙海，鋪天蓋地的黃沙黃沙和蒼茫；，衝浪車-

在沒有紅綠燈的限制下徜徉感受沙海衝浪；騎雙峰駝漫步大漠，愜意悠閒。鄂爾多斯婚禮：獨具鄂

爾多斯民族特色，帶來超乎尋常的藝術和服裝盛宴；過沙車：四輪傳動，沙漠中的靈巧之車。自由

自在匯互動演出帶來歡笑一刻。咖啡廳及酒吧無限暢飲，約三五好友，品酒飲茶，觀星賞月。 

註：頂級奢想中國沙漠最高端度假型酒店蓮花飯店，專享蓮花奢華度假產品，酒吧及咖啡廳無限暢

飲，自由自在匯盡情狂歡。 

【敕勒川草原-獨家體驗冬季 FAMILY 那達慕活動】  

敕勒川草原文化旅遊景區總面積 100 平方公里，以展示和體驗蒙古文化為核心，依託「敕勒川，陰

山下」詩中所描繪的古代遊牧生活的壯麗圖景，通過退耕還草，恢復萬畝敕勒川草原美景，形成以

蒙古文化為核心主題的景觀區。 

註：特別安排在草原上體驗蒙古族的「FAMILY 那達慕獨家活動」，「那達慕」蒙語意為「娛樂，

遊戲」以表達草原豐收喜悅之情。接風儀式、敬獻哈達、聖主廣場、呼和敖包、蒙古包搭建體驗、

草原之夜等；這一連串的草原文化體驗，保證讓您今生難忘。 

＃住宿飯店＃ 

響沙灣沙漠：★★★★★頂級蓮花度假酒店或同級 

蓮花度假酒店--被美國線電視新聞網（CNN）評為最值得期待的 18 家中國新型酒店之一，另因其

獨特的位置、造型、建築方法而成為備受期待。蓮花度假酒店它是至今為止地球上的唯一不用磚、

瓦、沙、石、水泥、鋼筋而建造的綠色建築、環保生態，它將打造為世界上最好的休閒度假場所，

必將成為您心靈深處的一片凈土。 

 

呼和浩特：★★★★★喜來登大酒店或同級 

呼和浩特喜來登酒店是一家豪華 5 星級酒店，距離中世紀廣場、呼和浩特火車站及呼和浩特長途汽

車站均不到 1 公里。酒店提供室內游泳池、健身中心、按摩服務、免費停車場和免費網絡連接。 

 



 

 

敕勒川草原：草原特色地暖蒙古包(2 人 1 室)或同級 

敕勒川草原文化旅遊景區位在內蒙古中部土默特右旗，景區分為兩大區域，以展示和體驗蒙古文化

為核心，還原「敕勒川，陰山下」詩中所描繪的古代遊牧生活的壯麗圖景。 

重要：因冬季氣候因素，因草原的夜晚氣溫較低，改為入住有供暖的地熱蒙古包，地暖蒙古包為保

暖高效，故無天窗，尚祈見諒。 

 

 

註：飯店房型安排標準房型 2 人一室(2 張單人床)，如需求一大床房型，請提前需求，若指定 3 人 1

室(加床)需另外加價，蒙古包不能加床。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 

 

＃貼心贈送＃ 

▲為每位貴賓準備一條藍色貴賓哈達及蒙古族特色小禮物。 

▲每人每天１瓶礦泉水。 

▲全程車載 WIFI，車上服務：咖啡、蒙古奶茶、熱水、薄荷糖。 

 

＃車上推薦當地特產＃ 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羊絨圍巾、駝峰油、皮帶、奶食、棗夾核桃等。 

 

＃當地特色風味餐＃讓您在觀賞美景的同時，也能品嚐當地美食！ 

▲蓧面風味餐 RMB50 

▲青菜老菜 RMB50  

▲烤全羊 RMB100 

▲蒙古手把肉風味 RMB50 

▲蓮花酒店自助午晚餐 
  

============  
 航班參考  ===================================================================  

 

 

 

序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1  第 1 天  長榮航空  BR728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1:00  呼和浩特機場  13:55  

1  第 5 天  長榮航空  BR727  呼和浩特機場  15:50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9:25  
 

 

  

============  
 行程內容  ===================================================================  

 

 

   
DAY1 

   



桃園／呼和浩特【大召寺、塞上老街】  
 

今天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直航飛機赴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是蒙古語音譯，意為

“青色的城”，是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金融中心，被譽為“中國乳都”。 

【大召寺(遊覽約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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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語俗稱“伊克召”意為“大寺廟”，其中“召”為藏語寺廟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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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地區有大範圍的影

響。 

 

【塞上老街(遊覽約 30分)】是位於大召寺旁的塞上老街，條具有明清建築風格的古街，被譽為老呼和浩

特的舊影濃縮。註：呼和浩特的大型商場基本在 20:00~21:00 左右歇業，如外出逛街時請務必注意安

全。  
 

 

 

住宿 :  ★★★★★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  X  

 

 

午餐 :  機上餐食  

 

 

晚餐 :  烤全羊餐 RMB100 
    

 

  

DAY2 

呼和浩特「約 1.5 小時」－敕勒川草原【全天體驗 FAMILY 那達慕活動】－今晚入

住草原地暖蒙古包  
  

 

 

【敕勒川草原(遊覽全天)】「這裏是歷史上《敕勒歌》中描述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

見證地，北依巍巍大青山，南臨廣闊的土默川平原。這個時節的敕勒川草原，枯黃草色也許已被白雪遮掩

顯出靈動和輕盈，遠山更顯蒼勁，蒙古包群落，十三敖包，牧人家嫋嫋炊煙，結了冰的河面以及傲然聳立

的聖主雕像，構成了敕勒川草原雄壯的冬日畫面。 

今天我們在此展開草原全天活動：體驗春季蒙古 FAMILY 那達慕活動（依據春季天氣及景區實際情況，活

動場地及內容也許會有微調，以實際安排為准）。 

 

註：草原寬廣遼闊，蒙古包是蒙古人獨特的居住方式，條件相對於市區稍顯簡單，但是蒙古人熱情好客，

可以體驗豐富的活動，要做好苦中作樂的心裡準備喲。  
 

 

 

住宿 :  豪華地暖蒙古包（2 人 1 室有獨立衛浴間）註:蒙古包恕無法加床或同級  
 

 

 

早餐 :  草原圍桌早餐  

 

 

午餐 :  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 :  手把肉風味餐 RMB50  
   

 

 

   
DAY3 

   



響沙灣【蓮花度假酒店全天自由玩樂含往返纜車、自由自在欣賞互動演出、篝火晚

會、咖啡廳及酒吧無限暢飲等等】－今晚入住盛開在金色沙漠裡的一朵白色蓮花  
 

【蓮花度假酒店全天自由玩樂（全天遊覽）】“中國首家沙漠度假地，集觀光與休閒度假為一體的特大型

綜合型的沙漠休閒景區，地處鄂爾多斯達拉特旗境內，是中國境內距離內地及北京最近的沙漠旅遊勝地，

是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在人們的印象中，可能認為「度假」只屬於江南水鄉，或許從未想過在沙漠

中也可以度假，而響沙灣沙漠度假區做到了，不僅可以享受到愜意的沙漠度假時光，還可以入住蓮花度假

酒店。蓮花是聖潔、純真的代名詞，在佛教中它象徵著凈土。蓮花度假酒店便是在沙漠中綻放的一朵蓮

花。它仿佛打通了時空的屏障，為厭倦都市繁華與喧囂的人們繪製了一幅沙海連綿的絕美畫卷。 

 

蓮花酒店採取一價全包式的服務，包括在度假村的住宿、餐食。乘坐索道俯瞰庫布其無比浩瀚的沙海，鋪

天蓋地的黃沙黃沙和蒼茫；，衝浪車-在沒有紅綠燈的限制下徜徉感受沙海衝浪；騎雙峰駝漫步大漠，愜

意悠閒。鄂爾多斯婚禮：獨具鄂爾多斯民族特色，帶來超乎尋常的藝術和服裝盛宴；過沙車：四輪傳動，

沙漠中的靈巧之車。自由自在匯互動演出帶來歡笑一刻。咖啡廳及酒吧無限暢飲，約三五好友，品酒飲

茶，觀星賞月。午餐和晚餐安排蓮花飯店內特色自助餐廳，自助餐廳的玻璃瓶沙牆會根據一整天的光影變

化，展露出不同的風貌。坐在沙牆後的自助餐餐廳內，透過落地玻璃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甚至也有機會

欣賞一次日落。自助餐廳的菜品種類豐富，中餐、西餐、蒙餐，晚餐的時候還有小火鍋可以火熱的涮起

來。夜幕降臨的時候，如果天氣晴好，可以參加觀星或賞月活動（在酒店前臺報名），深沉的黑幕之上，

或繁星點點、銀河飛躍，或明月皎皎。 

註：入住時工作人員會為客人拴上一根彩色的手環，憑藉這個手環就能享受到酒店的服務，但部份活動將

視酒店規定另外付費，實際內容以酒店規定為準，懇請理解尚祈見諒。  
 

 

 

住宿 :  ★★★★★頂級蓮花渡假酒店 註:蓮花酒店恕無法加床或同級  
 

 

 

早餐 :  草原圍桌早餐  

 

 

午餐 :  蓮花酒店自助餐  

 

 

晚餐 :  蓮花酒店自助餐  
    

 

  

DAY4 

響沙灣「約 3 小時」－呼和浩特【蒙古風情園：成吉思汗祭祀堂】    
 

註：對於草原日出感興趣的貴賓們，記得訂好鬧鐘，在晴好的天氣，可以早起徒步觀賞日出（提前一天酒

店前臺報名）。 

【蒙古風情園－成吉思汗祭祀堂(遊覽約２小時)】這集蒙古族歷史文化、軍事文化、宮廷文化、民俗文

化、民間文化、宗教文化之大成，成吉思汗祭奠堂：整體建築結構為壇、堂結合，莊嚴宏大，將成吉思汗

崇高地位體現的淋漓盡致。在紀念堂內的正位置落了 4.5 米高的成吉思汗金身座像。成吉思汗紀念堂是蒙

古風情園展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和供遊客瞻仰祭拜“一代天驕”的場所。 

註：我們特別為每一位遊客準備蒙古族傳統服飾--蒙古袍、藍色哈達以及青磚茶，聖燈長明，祝詞常頌，

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源遠流長。  
 

 

 

住宿 :  ★★★★★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早餐 :  酒店內用  

 

 

午餐 :  烤鴨特色餐 RMB40  

 

 

晚餐 :  青城老菜 RMB50  
   

 

 



 

  

DAY5 

呼和浩特【大盛魁創意文化園區、內蒙古博物院】／桃園    
 

註：草原日出時間大約是凌晨 04:00-04:30 左右，感興趣的貴賓們，記得訂好鬧鐘，把握今天觀草原日出

美景的最後機會。 

 

【大盛魁創意文化園區(遊覽約 1 小時)】大盛魁創意文化產業園是以大盛魁為代表的旅蒙商文化展示區，

解析了大盛魁等旅蒙商號創造的商業傳奇，旅蒙商商業精神，展現老歸化城旅蒙商的歷史足跡。包含（蒙

博博物館、大盛魁博物館、呼和浩特馬頭琴藝術博物館、北方遊牧部落服飾館、民族鎧甲博物館）。 

註：我們在園區內安排蒙古手作體驗，親身參與親手製作，讓蒙古族傳統手工在我們手裏變得與眾不同。 

 

【內蒙古博物院（遊覽約 2 小時）】位於呼和浩特市東二環與新華東街交匯處西北側，與內蒙古烏蘭恰特

建築毗鄰，主體建築面積 5 萬餘平方米，造型獨特，設備先進。博物院集合了強烈的現代元素、地域表徵

與民族特色，是濃縮了中國北方億萬年來生態變遷史與草原文明發展史的一部“百科全書”，也是自治區

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和文明程度的標誌。 

 

午後乘車前往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臺灣，結束愉快而難忘充滿民族風情的內蒙古之

旅。 

  

 

 

住宿 :  溫暖的家或同級  
 

 

 

早餐 :  酒店內用  

 

 

午餐 :  蓧面特色餐 RMB50  

 

 

晚餐 :  機上餐食  
   

 

  

============  
 附加項目  ===================================================================  

 

 

 

※ 額外費用-簽證  

項目名稱  費用  必須購買  與訂金同繳  
 

台胞證 5 年效期新辦(卡式)  NT$1,700  否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