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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御道口草原森林風景區】，為中國國家級 4Ａ風景區‧它以不同特點和四季變

化的色采，構成了絢麗的圖畫，每年吸引中外旅客，觀光旅遊。 

★第四紀冰川遺跡【大青山冰臼地質公園】 

★遊覽蔚縣－【飛狐峪】、【白石山國家地質公園】以白色大理石而得名，體現著雄、

奇、險的山嶽景觀。 

★參觀承德【金山嶺長城(含纜車往返)】。 

★全程餐標¥50，並特別安排地道的當地美食與風味小吃，讓您品嚐另類的美食佳餚。 

  含：烤全羊一隻風味 

★【黃崗梁森林公園】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東北部，公園總規劃面積 18 萬公頃。 

★【草原自然風光】空中草原夏季氣候溫涼，花草茂盛，各色野花次第開放；雲霧時

常從山下升騰上來，撫地遊走，人可“手摸白雲天，腳踏化草地”陡峻的大山梁。★【西

拉沐倫大峽谷】是克什克騰旗世界地質公園九個園區之一。整條峽谷處處是景，景景

相連形成了鏈條式的長廊，天然繪制了山水林草鳥獸集全的水彩畫。更是集休閑、探

險、攝影、駕車、徒步旅遊於一體的絕佳景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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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北京                                                                                                        

今日於指定時間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機飛往中國六大古都之一的【北京】是一座

有三千餘年建城歷史、八百六十餘年建都史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有金、元、明、

清、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等五個朝代在此定都，以及數個政權建政於此，薈萃

了自元明清以來的中華文化，擁有眾多歷史名勝古跡和人文景觀。 

【前門大街夜景】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商業街。位於京城中軸線，北起前門月亮灣，南

至天橋路口，與天橋南大街相連。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建外城前是皇帝出城赴天

壇、山川壇的禦路，建外城後為外城主要南北街道。民眾俗稱前門大街。大街長 845

米，行車道寬 20 米。明、清至民國時皆稱正陽門大街。1965 年正式定名為前門大街。 

餐食:  早餐:XX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君頤潤華大酒店                                                                     
  
09/22 第 2 天  北京  白石山 (淶源)                                              

早餐後前往:【白石山國家地質公園+上下纜車】河北淶源白石山國家地質公園位於淶

源縣境內的白石山，最高峰海拔 2096 米，面積 54 平方公里，山體高大，奇峰林立，

絕壁橫陳，險壑縱布。白石山國家地質公園在河北保定的淶源縣，在太行山腹地，距

北京 240 公里。白石山的石頭與別的山不同，山腳下是花崗岩，山的中部是大理石，

山頂是石灰岩。白石山的林木大部分是白樺樹，其餘是樟樹、松樹、紅樺樹，還有很

多不認識的野生樹。白石山的森林屬於原始次生林，整座大山沒有裸露的山體，清新

的花香彌漫在山路上。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白石山潮漫酒店                                                                    
  
 

 

 

 

 

 

 

 

 

 

 

日  期 航 班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公 司 

09 月 21 日 KA 433 高  雄 香  港 11:20 12:55 港龍航空 

09 月 21 日 KA 992 香  港 北  京 14:00 17:20 港龍航空 

09 月 30 日 CX 391 北  京 香  港 13:40 17:35 港龍航空 

09 月 30 日 KA 456 香  港 高  雄 18:55 20:25 港龍航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4%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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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 第 3 天  白石山(淶源)  蔚縣  正藍旗                                                        

【空中草原】養在深閨”的蔚縣空中草原，終於因它掩飾不住的千種風情和悠悠芳香，

被外界所認識，被遊人所讚歎。“空中草原”是人們贈予它的最美麗、最恰當的名謂。

要到“空中草原”遊覽，須經飛狐峪， 飛狐峪，這條鐵壁峽谷，是著名的“太行八徑”之

一，素有“扼晉冀咽喉，樹燕趙屏藩”之稱，歷史上曾是重要的關隘和商道，留下了無

數動人的故事和傳說。峽谷蜿蜒 40 餘裡，山勢險峻，奇峰陡起，壁立千仞，怪石淩空。

穿行穀中，千徊百折。 

【飛狐峪】，又名北口峪，為"太行八陘"之一，飛狐峪地形南北走向，神幻複雜，逶迤

蜿蜒 20 公里，最寬處達百米，最窄處不過十幾米。歷史上這裡曾是南通華北平原，北

去塞外大漠之要道。當地百姓說，四十裡飛狐七十二道彎，彎彎有洞天美景，處處含

勝景奇觀。因此，古代名人學士無不為之傾倒而留下墨蹟佳句，明兵部尚書楊嗣昌在

他的《飛狐口記》中就這樣來形容山勢之險要："千夫拔劍，露立星攢"，山路"回首萬

變"，高處"有如天門"，深處"令人旋踵轉足"。據說，劉邦曾在此大敗項羽；三國時，

曹操派兒子曹彰在此大戰烏桓；明朝三次北京保衛戰之一就是因飛狐口失守而導致的

亡國。穿越飛狐峪，在九曲逶迤的盤山公路上行駛，當人們還沉浸在“千丈溝壑，萬裡

屏障”時，視野豁然展開了萬裡平川，一片浩無際涯的大草原橫空出世。 

【草原自然風光】空中草原夏季氣候溫涼，花草茂盛，各色野花次第開放；雲霧時常

從山下升騰上來，撫地遊走，人可“手摸白雲天，腳踏化草地”陡峻的大山梁，看似難

以逾越，但在山梁的中間卻裂開一條縫，“兩崖峭立，一線微通”，曲曲折折長 40 裡，

貫穿山梁南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飛狐峪，太行八陘中最險要的“飛狐陘”。飛狐古

道北連張庫商道(張家口至庫侖，庫侖就是現在的烏蘭巴托)，南接倒馬關和紫荊關，連

接著廣漠的北國和廣袤的中原，“宣大入中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荊當其前。由

後必於雞鳴，由前必於飛狐”，使得飛狐峪成為歷史上北國南下的咽喉要道。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草原明珠酒店                                                          
 
09/24 第 4 天  正藍旗  經棚                                                

【黃崗梁森林公園】位於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東北部，地理坐標為東經 116''2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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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6''，北緯 42''33''至 44''22''，公園總規劃面積 18 萬公頃，沿途以獨具特色的森林、

花海、草原景觀與蒙古族民俗風情為主體，融草原、山地、河谷、湖泊、草甸、叢林、

疏林、沙地等景觀於一體。每年 6 月至 10 月是旅遊的黃金季節，白樺、山楊叢林景現 

沿自然起伏地勢分佈的白樺林和山楊林，其景觀特色在於白樺、山楊多為數株叢生狀，

構成了豐富的植物群落景觀。換乘越野小車 (4 人一輛)。 

途經【西拉沐倫大峽谷】西拉沐淪大峽谷，地質學被稱為西拉沐淪深斷裂，此斷裂位

於大興安嶺山脈南緣，沿西拉沐淪河呈近東西向延伸，長 340 公里，寬 50 公里，是該

地區最重要的深斷裂之一。位於克什克騰旗好魯庫地區中部（古稱百爾赫赫爾洪），地

處渾善達克沙地腹地，為古平地松林（千里松林）故地，現在屬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域。

西拉沐倫河為契丹發祥之地，古稱潢水，故源水頭也稱為潢源。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陽光溫泉大酒店                                                          
 
09/25第 5 天  經棚                                                              

早餐後乘車赴【阿斯哈圖石林】，為克什克騰世界地質公園八大景區之一，阿斯哈圖

為蒙古語，漢譯為“險峻的山峰”。據專家考證：阿斯哈圖石林是世界上罕見的花崗岩

石林。它背靠一望無際的樺樹林海；崢嶸奇俊千姿百態，放眼望去如寶塔古堡或如靈

禽神獸，栩栩如生、渾然天成令人拍案叫絕，站在山上遠望石林猶如古代城堡，平地

凸起、崢嶸險峻、滄桑破敗。石林千姿百態，如塔、如箏、如人，猶如人工刻意雕 

琢，使驚嘆大自然鬼斧神工。石林山下是寬濶的草原夏季時節蒙古包牛羊群散落在沿 

河草原上與阿斯哈圖構成一幅獨特景觀畫面。前往參觀【達裡諾爾湖】，它是一個保 

護珍稀鳥類及其賴以生存的湖泊；溼地草原、沙地、林地等多樣性生態系統為主的綜

合性國家自然保護區，已經列入“亞洲重要濕地名錄” ，也是世界地質公園。此處更是

中國北方重要的候鳥遷徙通道，眾多候鳥光臨達裡諾爾湖，其中以白天鵝和大雁居多，

因而此地又有“天鵝湖＂之稱。保護區景觀類型多，主要由六大景觀組成 。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陽光溫泉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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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第 6 天  經棚    烏蘭布統                                              

早餐後參觀前往【蛤蟆壩】位於河北與內蒙古交界的克旗烏蘭布統境內，是一塊高起

的平緩坡地，三邊是“溝＂或低地。這裡多丘陵山地，地貌獨特，秋天景色絢麗多彩，

漫山遍野的紅葉，流金溢丹，簇簇紅葉中，明黃的白樺葉融合在一起，匯成一幅幅渾

然天成的圖畫。 

【樺木溝國家森林公園】，前往有神奇的天然盆景之稱－青山岩臼，它位大興南嶺東

南邊緣，總面積 9200 公頃，在海拔 1574 公尺的青山上。青山有＂三絕＂－冰臼、神

山、峰林，青山石臼就是中國及世界上目前發現規模最大、形成最好、類型最多、保

存最完整的＂岩臼＂群，其石臼的形狀為橢圓形：原型匙形成不規則的半圓形，其形

狀如臼、如缸、如碗、如鍋、如盆、如盤、如林、如桶，口小肚大，有的底部相通形

成連體，當地人稱＂九缸十八鍋＂。大者如深溝，小者如紐釦，大小不均深淺不一，

臼內積土長滿花草，白樺樹形成天然盆景，獨特奇妙堪稱一絕。青山峰林在滿目蒼翠

中，峰林似劍值衝雲天，有的壁立千仞，有的獨立成峰，真可謂千峰顯態各顯風姿。 

【大青山冰臼地質公園】（含高空索道），大青山第四紀冰川遺跡公園是大自然鬼斧神

工造就的"世界奇觀"第四紀冰川遺跡----冰臼群、冰石林、刃脊、角峰、石河等更令人

歎為觀止，在山頂 2 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有大小冰臼 200 餘個，數量之多，規模之大

實屬世界罕見，冰臼群中大的如缸，小的似盆，當地人很早就給這裡起了"九缸十八鍋

"的名稱，地質界權威人士說："大青山第四紀冰川遺跡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數量最多、分

佈最廣、海拔最高、形態各異、保存完好、特徵十分明顯的古冰川遺跡"。午餐會晚一

點(可帶些乾糧)，途經貢格爾草原、風力電網（遊攝約 1 小時）：總面積 480 萬畝，是

一個集自然風光、民族風情、人文景觀、名勝古跡與草原文化於一體的獨特的旅遊、

觀光聖地，也是攝影愛好者的最佳攝影地。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凌雲假日酒店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9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1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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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7 第 7 天  烏蘭布統                                                      

早餐後前往【歐式風景區】，這裡是森林草原，結合既具有南方優雅秀麗，一面又見

北方粗礦雄渾的陽剛，夏季時草原一片生機，百花盛開，各種花朵以不同時間，依次

而綻放，千姿百態，萬紫千紅，連綿起伏的丘陵草原上，點綴著白樺樹，稀稀疏疏，

有單棵或三五成群，也有幾十棵成欉…美不勝收，藍天白雲，青山白樺林襯托著喧鬧

的百花世界，勾勒出一幅幅絢麗多姿的歐式油畫。 

【公主湖】原名西大泡子，處於丘陵、草原深處，白樺林之間有一池湖水，碧波蕩漾，

水映樹木而生輝，借水光而增色。 

爾後前往【呼倫諾日蟠龍峽谷】，它是一條河谷，薩里克河織銀如帶、穿山繞嶺。流

淌於此谷內站在高處遠眺望去，起伏的峰巒猶如一條龍蜿蜒數十公里，盤龍峽谷因而 

得名。峽谷內風景優美幽深安靜，溝內物種齊全野生種繁多。 

【將軍泡子+騎駱駝】位於內蒙古赤峰克什克騰旗境內西南渾善達克沙地南緣。與河北

圍場縣的塞罕壩林場隔河相望，屬著名皇家獵場的一部分。在沙漠與草原接壤處，一

峰突起，曠世極天。康熙以二十萬大軍與噶爾丹大戰於此。烏蘭布統峰東北沙明如雪，

白樺、紅柳似翠如丹；峰西南烏蘭公河繞山而過；峰前有將軍泡子（清大將軍佟國綱

戰死於此而得名）廣約千畝；東至塞罕壩為著名的壩上草原。十二座連營、點將台亦

在其間。烏蘭布統草原度假村、將軍泡子度假村等旅遊景點。 

遠觀【喇嘛山】，此地因康熙歸請 365 個喇嘛在東大山(喇嘛山)致祭四十九天，超度

死於烏蘭布統之役的亡靈，康熙在位每年派熱河督統帶喇嘛到此山致祭，喇嘛山因此 

而得名。它是紅山軍馬場境內較高山峰，欣賞整個軍馬場視野較好的一個地方。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50       晚餐:烤全羊                          

酒店:  凌雲假日酒店                                                           
 
09/28 第 8 天  圍場                                                           

早餐後【御道口大峽谷】總面積 40 平方公里，小澲河從谷底由北向南流出，將峽谷分 

成兩個地緣兜，東面屬於燕山山脈餘脈，陡峭的高山生長著原始白樺林，西面屬於內

蒙高原的餘脈，在丘陵地上長滿了各種花草山榆，山杏和稀疏的白樺林，夏天開滿各

種花草，秋天之際，層林盡染，形成繽紛色彩爭奇鬥艷，吸引不少旅客趨之若鶩，來

此欣賞大自然傑作。 

【七星湖】它是塞罕壩森林公園重點旅遊風景區，來此可欣賞湖邊天然花海，亦可遊

白樺林景區，可北行怪樹坡看百年古樹，千姿百態、奇形怪狀，令人讚賞。 

【白樺林景區】，可北行怪樹坡看百年古樹，千姿百態、奇形怪狀，令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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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豐湖】承德泰豐湖位於塞罕壩機械林場總部西北方向約 15 公路處，這裡是一座人

工修建的﹑水庫。水面足有 100 多畝，呈“S”形，水質清澈，波光粼粼。水庫四周環繞

著松樹﹑杉樹﹑柳樹樺樹，林間草地上點綴著五顏六色的野花，使環境僻靜幽美。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凌雲假日酒店                                                           
 
09/29 第 9 天  圍場   承德 (小布達拉宮 )  司馬台                                                    

早餐後前往【東壩梁頂】東觀綠波湧動，碧浪波濤，南眺一覽眾山，清翠如黛，西望

綠色地毯，舖在草原上大小湖泊，像明亮珍珠散落各處，北看萬畝人工林與內蒙古相

連。前往月亮湖風景區之【百花坡】，此處綠茵草坡盛開各式花朵，尤其金蓮花更是

盛開，被稱為壩上一絕。 

承德的異國古蹟眾多，位於知名的避暑山莊以北的【小布達拉宮】，是一座背景文化

深遠的喇嘛廟，更是北京旅遊必參訪之景點。由於清朝大盛期間，國外少數民族進貢

皇朝者眾，之後在康熙到乾隆年間，陸續在避暑山莊週遭建造十二座喇嘛廟，其中八

座俗稱「外八廟」。而小布達拉宮是這八座喇嘛廟中最大最宏偉的，於乾隆年間，仿

造西藏拉薩市布達拉宮所建的傳統藏式寺廟，是乾隆皇帝用於接見少數民族首領的場

所，親手題字命名為「普陀宗乘之廟」，而「普陀宗乘」就是布達拉的漢語，所以這

座廟名又叫「小布達拉宮」。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中式合菜¥50                          

酒店:  五星司馬台水鎮大酒店                                                                      
 
09/30 第 10 天  司馬台長城 （含纜車上下）  香港    高雄                                    

【司馬台長城】被長城研究專家羅哲文教授譽

稱為：『長城是中國的建築之最，而司馬台長

城是中國的長城之最』。『因而被定為世界人

類優秀文化遺產』。 城牆依險峻山勢而築，

並以奇、特、險著稱於世。司馬台水庫將該長

城分為東西兩段。東段有美人樓 16 座，西段

有英雄骨灰樓 18 座。 

隨後前往北京，搭機經香港轉機回高雄。期待再相逢……… 

餐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50       晚餐:機上簡餐                         

酒店:  甜蜜的家                                                             
  
◎出發日期:2018 / 09 / 21 星期四    返國日期: 2018 / 09 / 30 星期六 

◎刷卡價: : NT$ 63,000 元 (不含證照費用)   

內含: 

1.  司機、導遊、領隊、行李小費     

2.  刷卡不加價，付現金減 1300         

3.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無車購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bishushanzhuang.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baidu.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index.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bishushanzhuang.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baidu.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baidu.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baid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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