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06/13【內蒙古】賽汗塔拉生態園、紅格爾敖包-漠南傳奇秀、

草原詐馬宴、響沙灣騎駱駝、希拉穆仁草原 八日(無購物) 
NT:44,9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行李小費) 

 

★特別加贈★ 紅格爾敖包《漠南傳奇》大型實景秀 
◎報價為二人一室，指定單人房 需補單人房差。 

◎已為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票。 

◎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行程特色 

 
 

 



 

 



 

 
 

參考地圖 

 
 



 

參考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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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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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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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航空公司/航班 出發地點/抵達地點 出發時間/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01 天 長榮航空 BR728 桃園／呼和浩特 10:55 / 14:40 3 小時 45 分鐘 

第 08 天 長榮航空 BR727 呼和浩特／桃園 15:50 / 19:20 3 小時 30 分鐘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大召寺→塞上老街→伊斯蘭風情街→呼和浩

特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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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是蒙古語音譯，意為"青色的城"，是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

和金融中心。是國家森林城市、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市、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城、全國雙擁模範城和

中國經濟實力百強城市，被譽為"中國乳都"。  

【大召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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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格魯派。蒙語俗稱

「伊克召」意為「大寺廟」，其中「召」為藏語寺廟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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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年間，康熙皇帝親自來過大召寺，並因住在寺中，所以大召寺是康熙皇帝的家廟。大

召寺是明清時期內蒙古地區最早建立的喇嘛教寺廟。 

【塞上老街】塞上老街位於呼和浩特城的核心區域，緊挨大召寺，是每一個來呼和浩特旅遊的遊客的

必游之處。每一個古城都會有一條明清仿古特色街一樣，塞上老街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濃厚的蒙古遊牧

民族底蘊。對於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塞上老街不僅可以體驗呼和浩特的“召城”文化，更是淘買

各種古玩、工藝品和旅遊紀念品的最佳去處。 

【伊斯蘭風情街】位於回民區通道南路的伊斯蘭建築特色景觀街，全長 1150 米，這裡回族群眾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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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裡形成了

濃郁的伊斯蘭氛圍。在雨後的下午走上洗刷一新的伊斯蘭建築特色景觀街，街道兩側以疊澀拱券、穹

隆、彩色琉璃磚裝飾出來的高樓氣勢宏偉，渾厚飽滿的綠色或黃色的球形殿頂，高聳的柱式塔樓，以

沙漠黃為主的色調，讓人領略到濃郁的伊斯蘭風情。 

 

【車購特產】奶食品、羊絨圍巾、駱駝油、工藝品等。   註：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西貝蓧麵風味(RMB.80/人) 

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國際五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02 天  呼和浩特→(車程約 1.5HR)希拉穆仁草原(12 匹馬隊歡迎、蒙古歡迎試下馬酒、

蒙古族摔跤賽馬表演、蒙古育馬基地、擠馬奶熬奶茶、著蒙古袍拍照、篝火晚會) → 

★特別加贈★ 紅格爾敖包《漠南傳奇》大型實景秀  →夜宿草原蒙古包          
 

【希拉穆仁草原】為您安排希拉穆仁草原旅遊區最大最完整的蒙古人渡假村。抵達後，首先接受蒙古

族迎賓儀式獻哈達~下馬酒，這裡水草豐美、牛羊肥壯、文物古跡眾多、文化底深厚，著名的希拉穆仁

河橫貫草原。這裡是達茂旗對外開放的視窗，也是內蒙古最早建立的旅遊點。  

園區旅遊活動內容豐富，安排觀看蒙古族摔跤賽馬表演，晚間安排於草原上參加盛大的篝火晚會，入

夜後自由活動，在草原上難得三五好友齊聚把酒言歡；或沏一壺好茶細細品味，仰望著天空有那多到

數不盡的星星陪伴著，人生難得幾回！ 

 

另外您可以在此觀賞美麗的草原，看草原日落，充分的感受草原的自然景觀和濃郁的人文景觀、民俗

風情，真正投入草原的懷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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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裡沒有吹風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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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漠南傳奇】大型室外實景劇，由來自蒙古國的演員，以精湛的馬上技巧，和大批馬隊，所組成演繹

陣容，再現 800 年前在蒙古草原上的刀光劍影，金戈鐵馬。更讓人讚嘆的是，蒙古人與馬，馬與蒙古

人，人馬合一，渾然天成， 

【自費騎馬活動】希拉穆仁草原騎馬 RMB.280 元/安排兩個景點(祭祀敖包、牧民家訪)。 

「本行程中有自費騎馬的項目，為考量您的安全及旅程順遂，若您為 59 歲(含)以上之客人，或您患有

高血壓、心臟病或其他不適於刺激活動的疾病，請您切莫報名此自費項目；若您想參與類似活動，我

們將另安排馬車搭乘的自費行程，提供您報名參與，感謝您的配合。」 

註 1：由於園區點對點距離較廣，建議您自費搭乘草原騎馬前往，體驗另類騎馬風情。 

註 2：騎馬嚴格來說是屬於有危險性的活動，上下馬匹請貴賓遵照當地牧民的指導，切勿自行與馬匹互

動，倘若貴賓們想與馬兒拍照留念也盡可能的不要太靠近馬的頭部或者有太大的動作驚嚇馬兒，另

外；切勿站在馬的後方以防馬兒有突如其來的危險動作。 

 

早餐：酒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草原手把肉(RMB.60/人) 晚餐：詐馬宴(RMB.240/人) 

宿： 豪華金帳蒙古包 或 同級旅館 

 

第 03 天  希拉穆仁草原→草原欣賞日出→(車程約 3HR)哈素海(含快艇) →聖主廣場→呼

和敖包→(車程約 2HR)包頭 
今日特別安排早起，讓您可以在美麗的草原欣賞日出；再次充分的感受草原的自然景觀，真正投入草

原的懷抱之中。  

註 1：觀看日出需視當天天氣狀況，無法讓您百分之百欣賞到草原日出，請親愛的貴賓，抱著寬廣的心

情，欣賞不同的美景。 

註 2：草原蒙式早餐相對較簡陋，建議您可自行準備麵包、乾糧或罐頭...，豐富您的草原早晨。  

【哈素海(含快艇)】哈素海位於呼和浩特西 70 公里的土默特左旗境內，哈素為蒙古譯音。原名哈拉烏

素，意為青水湖，由青色湖水得名。由於順口原因，哈拉烏素簡稱為哈素海。 哈素海面積達 30 平方

公里，最大水深 3米，湖內水質肥沃，盛產鯉魚，草魚，鯽魚，蝦、螃蟹等。湖內蘆葦叢生、鳥飛魚

躍。岸邊涼亭水榭柳綠成蔭，碧水青山相映成輝，有"塞外西湖"之稱。 
【聖主廣場】在廣場中心設有一座聖主壇，正中刻著坐在寶椅上的成吉思汗。主壇高 40 米，基座上有

4條白色大柱，支撐著黃銅色的圓頂，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主壇基座上刻著 66 國政要對成吉思汗



 

的評價，四周飄揚著五顏六色的哈達，對聖主成吉思汗表示崇高的敬意。看著一條條哈達掛在聖主壇

四周隨風飄動，感覺嚴肅之外，更添一分蒙古風情。 

【呼和敖包】陰山南最大的蒙古祭祀敖包,建制為十三敖包。 

 

早餐：草原蒙式早餐 午餐：全魚宴(RMB.60/人)  晚餐：老包頭菜(RMB.80/人) 

宿：包頭青山賓館(準 5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04 天  包頭→五當召→趙長城遺址→賽汗塔拉生態園(餵鹿+含電瓶車) →(車程約 1HR)

達拉特旗 
【五當召】五當召，蒙古語五當意?柳樹；原名巴達嘎爾召，藏語巴達嘎爾意?白蓮花，召?廟宇之意。

始建於清康熙年間(西元 1662 年—1722)，乾隆十四年(西元 1749 年)重修，賜漢名廣覺寺。第一世活

佛羅布桑加拉錯以西藏扎什倫布寺?藍本興建，經過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年間的多次擴建，

逐步擴大始具今日規模。因召廟建在五當溝的一座叫做敖包山的山坡上，所以通稱其名五當召。  

【趙長城遺址】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長城，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保留比較好的一段在包頭至石

拐公路 10 公里處。趙長城橫亙於包頭市轄區的中部，位於固陽縣境內的大廟村，大約在趙武靈王二十

至二十六年(西元前 306-前 300 年)修築。它迤邐于陰山南麓的群峰丘陵之中，山南是狹長的土默川平

原，水草肥美，古代是兵家必爭之地。  

【賽汗塔拉生態園】園區內建有跑馬場、射箭場、摔跤場，火臺，及相鄰相伴的牛、馬、駱駝、羊、

鹿，放牧場，構遊人漫步院內可以近距離接觸園區內飼養的梅花鹿群，梅花鹿性格活潑溫順，行動輕

快敏捷，嗅覺、 聽覺發達，視覺較差，特別是人工飼養的鹿群遊人可以近距離接觸餵養飼料。 

 

早餐： 酒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山野農家菜(RMB.60/人) 晚餐：黃河魚風味(RMB.80/人) 

宿：達拉特旗錦園大酒店(准五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05 天 達拉特旗→(車程約 2HR)成吉思汗陵含電瓶車(舊陵) →(車程約 0.5HR)康巴什新城

→郡王府→(車程約 1HR)鄂爾多斯 
【成吉思汗陵含電瓶車(舊陵) 】是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成吉思汗陵整座陵園占地面積 5萬多

平方米，主體建築由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和與相連的廊房組成，陵園分正殿、寢宮、東殿、西殿、東

廊、西廊六個部分，整個陵園的造型，猶如展翅欲飛的雄鷹，極富濃厚的蒙古民族獨特的藝術風格。 

 

【康巴什新區】位於鄂爾多斯中南部，地處鄂爾多斯高原腹地，距東勝 25 公里、阿鎮 3公里，與東勝

區、伊金霍洛旗的阿鎮共同組成鄂爾多斯市城市核心區，是鄂爾多斯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中心、

科研教育中心和裝備製造基地、轎車製造業基地。  

【郡王府】是目前內蒙古西部地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王爺府。始建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原佔地面積不足 1000 平方米，房屋共 15 間，（公元 1928 年）第十五代扎薩克圖布升吉爾格勒

襲位後對王府開始翻新建設，共用八年時間建成現在規模。是鄂爾多斯七旗一區內現存唯一完整的王

爺府，是鄂爾多斯十大旅遊景區之一。 

 

早餐：酒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雜糧私房菜(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80/人) 

宿： 鄂爾多斯皇冠假日酒店(國際五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06 天 鄂爾多斯→(車程約 1HR)響沙灣(沙漠活動:含索道往返、衝浪車、滑沙一次、摩

托車、軌道自行車、過沙車、騎駱駝) →(車程約 1.5HR)薩拉齊 
早餐後，乘車前往位於內蒙古顎爾多斯達拉特旗境內的【響沙灣】，背依大漠龍頭庫布其沙漠，面臨

罕台大川，又名《銀肯響沙》，搭乘索道進入園區。在蒙語中被稱為《布熱芒哈》，意思是《帶喇叭

的沙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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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活動豐富多彩，貼心為您準備沙襪，讓您在沙漠活動可

以如魚得水。 

【安排體驗沙漠活動】沙漠活動:含索道往返、衝浪車、滑沙一次、摩托車、軌道自行車、過沙車、騎

駱駝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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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沙漠活動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調整內容，以景區實際活動內容為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謝謝 

溫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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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沙漠風味(RMB.6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80/人) 

宿：敕勒川國際大酒店(准五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07 天  薩拉齊→和碩公主府→蒙牛工業園區→成吉思汗廣場→昭君墓→呼和浩特 
【和碩公主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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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牛現代工業園區】良種奶牛繁育中心，已建成亞洲最大的霜淇淋生產線蒙牛的工業旅遊主要觀覽

遊，以遊覽為主要旅遊，其中蒙牛液態奶生產線對遊客最有吸引力，有專職導遊負責遊客的接待、講

解和管理工作，把複雜的雪糕、霜淇淋等生產過程使遊客在很短的時間內瞭解生產的全過程。  

【成吉思汗廣場】標誌性建築為成吉思汗：手握馬鞭、指點江山的騎馬鑄銅像，總高 36 米，由青銅鑄

成，坐西朝東，威武莊嚴，展示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非凡戰績、運籌帷幄、大治天下的豐功偉績。

威武莊嚴，展示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非凡戰績、運籌帷幄、大治天下的豐功偉績。  

【昭君墓】又稱“青塚”，蒙古語稱 “特木爾烏爾虎" ，意為“鐵壘”，是史籍記載和民間傳說中漢

朝明妃王昭君的墓地。王昭君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西元前 33 年，爲了漢匈兩族的團結友好，王

昭君請求出行，充當漢族的"和親使者"，出嫁塞北，逝後葬于此。1964 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

把昭君墳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註：若遇景區整修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景區暫時關閉，團體將以五塔寺代替，並現場退費每位 RMB30/

人，不便之處請見諒。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60/人)  晚餐： 自助涮羊肉吃到飽(RMB.80/人) 

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國際五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08 天  呼和浩特→將軍衙署→機場／桃園 
【將軍衙署】設於城內中心鼓樓西側。按一品封疆大吏規格建造，磚木構制，占地面積約三萬平方

米，共有一百三十二間房屋。清代曾有七十八位將軍在此任職，是管轄綏遠城駐防八旗、歸化城土默

特旗，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和節制宣化和大同綠旗兵事務的機構。衙署內有綏遠城將軍辦公復原陳

列展覽及綏遠城八旗駐防歷史概覽。 綏遠將軍衙署自建成之日起，一直是清政府統治綏遠地區的政治

軍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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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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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 蒙古燒麥(RMB.60/人)  晚餐：機上簡餐 

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