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大漠風情+
外蒙古大漠風情+北京 9 日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蒙古領土面積為 156.65 萬平方公里，是亞洲中部的內陸國家，地處蒙古高原。北與俄羅斯為鄰，東、
南、西三面與中國有長達 4670 公里的邊界線。西部、北部和中部多為山地，東部為丘陵和平原，有
一馬平川的天然牧場，南部是戈壁沙漠。山地間多溪流、湖泊，主要河流為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爾渾
河。境內有大小湖泊 3000 多個，總面積達 1.5 萬餘平方公里。屬典型的大陸型氣候。冬季最低氣溫
可至-40℃，夏季最高氣溫達 35℃。蒙古是一個地廣人稀的草原之國，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1.5
人。人口以喀爾喀蒙古族為主，約佔全國人口的 80%，此外還有哈薩克族、杜爾伯特、巴雅特、布裡
亞特等 15 個少數民族等。過去大約 40%的人口居住在鄉下，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城市居民佔總人口的
80%，其中生活在烏蘭巴托的居民佔全國居民總數的 1/4。農業人口主要由飼養牲畜的遊牧民組成。語
言主要為喀爾喀蒙古語。居民主要信奉喇嘛教，喇嘛教為國教。還有一些居民信奉土著黃教和伊斯蘭
教。
烏蘭巴托 3 晚 5 星酒店雙人間住宿，2 晚度假村豪華蒙古包(獨立衛浴)，行程注明餐食，景點門票，
遊覽，中文導遊，45 座空調車接送，歌舞表演，遊牧部落秀，搭建蒙古包，學做蒙古傳統餐食，特勒
吉國家公園騎馬 1 小時等。
精選飯店：
精選飯店：
烏蘭巴托：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飯店官網：www.bestwesternmongolia.mn
★Tripadvisor 排名第 3 (共 61 家)的烏蘭巴托飯店
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酒店位於烏蘭巴托，距離國家政府大樓(State Government
House)和蘇赫巴托爾廣場(Sukhbaatar Square)均只有 2 分鐘的步行路程，提供覆蓋各處的免費 Wi Fi，並擁有許多休閒設施，包括健身中心和礦泉浴場。Best Western Tuushin 酒店距離蒙古歷史國
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有 4 分鐘的步行路程，與 Zanabazar Museum of
Fine Arts 藝 術 博 物 館 相 距 8 分 鐘 的 步 行 路 程 ， 距 離 成 吉 思 汗 國 際 機 場 (Chinggis Khaan
International Airport)有 14 公里。

特勒吉國家公園：Alungoo Ger Hotel
飯店官網：www.hoyorzagal.mn/alungoo/
★Tripadvisor 排名第 7 的特勒吉國家公園蒙古包渡假村
歡迎來到 Alungoo Ger 酒店，它融合了蒙古和西方的熱情好客，在舒適的蒙古包和原始風景的氛圍
中。Alungoo Ger 酒店由蒙古和中亞地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使用傳統便攜式的彎曲住宅結構組成，
酒店共 27 個蒙古傳統蒙古包，每間蒙古包都附帶有獨立衛浴設備。

布爾干省(巴彥戈壁)：Hoyor zagal tourist camp
飯店官網：www.hoyorzagal.mn/web/
★Tripadvisor 排名第 28(共 111 家)的特色住宿酒店
Hoyor zagal 營地位於 Unegt Tsohio 山區，距離 Bulgan 省 Rashaant soum 約 15 公里，距離 KharKhorum 高速公路 6 公里。自 1999 年成立以來，Hoyor zagal 一直為客人提供高質量的服務。Hoyor
Zagal 營地的地理位置與其他地區完全不同，獨一無二。

哈拉和林：Ikh Khorum Hotel
飯店官網：http://www.ikhkhorum.com/
★Tripadvisor 排名第 3 的特色住宿酒店
不論是商務還是休閒旅客，Ikh Khorum Hotel 都能讓您的哈拉和林之行變得更加美好而難忘。哈拉
和林位於幾步之遙的地方。所有極具特色的客房都配備有房內保險箱、空調和衣櫃/衣櫥，讓您感受
到更加貼心細緻的入住體驗。除此之外，配備有吹風機的浴室是您消除一天疲勞的好地方。

參考航班：
參考航班：蒙古國烏蘭巴托、
蒙古國烏蘭巴托、北京、
北京、台灣皆於同一時區，
灣皆於同一時區，並無時差
日期
航段
航班
桃園 TPE/北京
中國國際航空 CAPE/北京 PEK
CA-190
北京 PEK/
中國國際航空 CAEK/烏蘭巴托 ULN
CA-901
烏蘭巴托 ULN/北京
中國國際航空 CAULN/北京 PEK
CA-902
北京 PEK/桃園
中國國際航空 CAPEK/桃園 TPE
CA-185

起飛時間
18：25
08： 3 5
11： 5 0
08： 3 5

抵達時間
22： 1 0
10： 5 0
13： 5 5
11： 4 5

行程內容：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桃園/北京(
北京(飛行時間約 3 小時 40 分鐘)
分鐘)
今日早上於桃園機場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客機前往北京，抵達北京後，由航空公司安排前往飯店入住。
早餐
午餐
晚餐
X
X
機上餐食
住宿：
住宿：由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安排住宿

第二天 北京/
北京/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飛行時間約 2 小時 15 分鐘)
分鐘)→柏格德汗冬宮博物館→
柏格德汗冬宮博物館→烏蘭巴托
(傳統歌舞表演)
傳統歌舞表演)
早餐後，搭乘巴士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搭機至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
柏格多汗冬宮博物館】
【柏格多汗冬宮博物館
】
這是蒙古末代皇帝 —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八世居住過的四個宮
殿裡，唯一保留下來的住所。現已改成博物館。宮內建築呈現濃厚的
東方色彩，宮廟層層相連，樑上可以看到藏文、元朝使用的舊蒙文、
滿文和漢文等刻文，還有許多皇家用具及照片、服裝、動物標本等，
件件都是百年以上歷史珍寶呢！
貼心提醒您：博物館內禁止拍照。
【蒙古國家劇院歌舞團傳統歌舞表演】
蒙古國家劇院歌舞團傳統歌舞表演】TUMEN
要看蒙古傳統歌舞表演，就要帶您到國家劇院去看！而蒙古國國家歌
舞團是蒙古國規模最大、最專業的藝術團體，成立至今已有超過 65 年
的資歷。看過這蒙古頂級表演後，您定會驚豔不已！
早餐
午餐
晚餐
飯店內用
蒙古烤肉餐廳 15 USD/人
蒙古風味 Edelweiss hotel 15 USD/人
USD/人
USD/人
住宿：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或 同等級飯店

第三天 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
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成吉思汗騎馬不銹鋼像)
成吉思汗騎馬不銹鋼像)→十三世紀民族風
情園→
情園→特烈吉國家公園
【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
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成吉思汗騎馬不鏽鋼像)
成吉思汗騎馬不鏽鋼像)】
成吉思汗，又名鐵木真，據說他在這個地方發現了黃金馬鞭，從此
便開創了大蒙古國的偉大歷史。我們首先參觀塑像下面的博物館，
這裡的展覽品都是出自私人收藏家捐贈的；然後我們搭乘電梯來到
塑像馬頭上的觀景台，在此飽覽蒙古大草原的壯麗景色！
貼心提醒您：觀景台的面積不大，僅可容得 10 餘人。

【十三世紀民族風情園】
十三世紀民族風情園】
為何是十三世紀？因為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紀成立蒙古帝國，金戈鐵
馬震撼歐亞，成為歷史上最大版圖的大帝國，所以就是為了紀念這
輝煌的時刻！風情園裡由數個蒙古包營區組成，在此您將見識到草
原所有的美麗，盡情地體驗蒙古民族與部落的原始風情！
晚餐於 Alungoo 度假村內享用蒙古特色餐石頭烤肉。相傳，石板烤肉是當年成吉思汗西征時因應戰
事，欲速戰速決而發明的烹調方式！之後便成為古代蒙古大汗、王公貴族才享用得到的宮廷佳餚，
現在更是蒙古著名代表性料理！
早餐
午餐
晚餐
十三世紀民族風情園享用
Alungoo 度假村內享
飯店內用
蒙古風味餐 15 USD/人
蒙古特色餐石頭烤肉 22 USD/人
USD/人
USD/人
住宿：
住宿：Alungoo Ger Hotel 精品蒙古包度假村，
精品蒙古包度假村，每一個蒙古包都有獨立衛浴設備。
每一個蒙古包都有獨立衛浴設備。

第四天 特勒吉國家公園→
特勒吉國家公園→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喬金喇嘛博物館→
喬金喇嘛博物館→成吉思汗廣場→
成吉思汗廣場→蒙古國家博
物館
【體驗騎馬(1
體驗騎馬(1 小時)
小時)】
大漠草原的另一位主角，便是我們的駿馬了！您知道蒙古可是一個相
當古老的品種，而且血統更是珍貴。早在五千多年前，匈奴人已馴養
蒙古馬作為戰馬，後來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也騎著蒙古馬遠征歐洲，
滿清八旗的騎兵也以蒙古馬征服明朝。不用怕、不用怕，如此驍勇善
戰的蒙古馬，習性相當溫馴，牠們身體略矮，頭部偏大，是不是很可
愛！
貼心提醒您：著長褲騎馬，避免馬毛直接蹭到各位貴賓身上！
【特勒吉國家公園】
特勒吉國家公園】
此處連蒙古當地人到了週末都喜歡來這裏踏青。奇岩異石、山林景緻，
除了景色迷人，還有療癒的效果！一石一木彷彿具有靈性，相傳一塊
巨岩曾在某次的殺僧運動中，裂出一道石縫，因此救下了數百人！沿
途我們可以外觀三友洞。沒想到現今卻成為蒙古著名的料理呢！
【喬金喇嘛博物館】
喬金喇嘛博物館】
喬金喇嘛廟博物館這座廟宇位於城區中心，該寺廟完工於 1908 年，
曾被喬金喇嘛裏夫桑汗達夫，即蒙古國末代大汗、第八世哲布尊丹活
佛的哥哥占領，1938 年當時的共產黨政府將其改造成一座博物館，是
上世纪 30 年代佛教大清洗后幸存的不多佛教建筑之一。該廟藏有一
些佛教藝術珍品，其中包括了 17 世紀時的著名宗教改革家和藝術家
紮那巴紮爾的繪畫，還有薩滿教舞蹈面具、異域風情的青銅器、絲質
掛毯和其他藝術品等。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蘇赫巴托)
蘇赫巴托)廣場】
廣場】
蘇赫巴托廣場位在烏蘭巴托市中心，是烏蘭巴托地標和市中心 也是
全市最繁華的地方，以宣佈蒙古正式脫離中國統治的丹丁蘇赫巴托來
命名，蒙語意思為「鐵斧英雄」
，廣場上有他騎在馬背上的雕像。不過
官方名稱於 2013 年被改為成吉思汗廣場，以紀念在蒙古被認為是開
國成吉思汗。
【蒙古國家博物館】
蒙古國家博物館】
位於成吉思汗廣場旁，一共 3 層 56000 件展品，九個陳列展廳，第一
展廳：古代蒙古歷史，第二展廳：歷代古朝代歷史，第三展廳：傳統
民族服飾，第四展廳：蒙古帝國，第五展廳：蒙古傳統文化，第六展
廳：蒙古傳統經濟，第七展廳：滿清統治下的蒙古國/17-20 世紀初，
第八展廳：社會主義時期蒙古國，第九展廳：民主革新時期 1990 年
至今。
早餐
午餐
晚餐
飯店內用
蒙古風味餐 15 USD/人
The Bull 餐廳火鍋餐 15 USD/人
USD/人
USD/人
住宿：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或 同等級飯店

第五天 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 → 甘丹寺→
甘丹寺 → 布爾干省→
布爾干省 → 巴彥戈壁(
巴彥戈壁 ( 騎駱
駝)
【甘丹寺】
甘丹寺】
蒙古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位於烏蘭巴托市的西北區域，離市中心不
遠。由於受西藏的藏傳佛教影響，所以許多寺廟內還有一部分藏文，
藏傳佛教是蒙古最多人信奉的信仰，而甘丹寺則是蒙古最大的藏傳佛
寺，也是蒙古最大的寺廟，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章冉澤大佛，此佛高 28
公尺，全身鍍金，鑲嵌大量寶石，是蒙古的國寶。
【巴彥戈壁(
巴彥戈壁(騎駱駝)
騎駱駝)】
這片佔蒙古總面積的 30%的沙漠及草原，彷彿進入一漫無邊際的野生
動物園呢！這種大自然的曠野、放眼無垠的山丘，可是只有蒙古帝國
能隨時滿足您的呢！您有過在一大片沙丘上漫步的經驗嗎？來來
來！我們這就去出發去走走！
晚餐
早餐
午餐
Hoyor Zagal 度假村內
Hoyor Zagal 度假村內
飯店內用
西式套餐 15 USD/人
蒙古風味 15 USD/人
USD/人
USD/人
住宿：
住宿：Hoyor zagal tourist camp 精品蒙古包度假村，
精品蒙古包度假村，每一個蒙古包都有獨立衛浴設備。
每一個蒙古包都有獨立衛浴設備。

第六天 巴彥戈壁→
巴彥戈壁→前杭愛省→
前杭愛省→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額爾徳尼召→
額爾徳尼召→布爾干省→
布爾干省→巴彥戈壁
【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
13 世紀蒙古帝國首都遺址，西元 1220 年成為成吉思汗蒙古帝國的首
都，當時它是世界上陸地貿易發達的國際大城市，西元 1368 年毀於
明朝軍隊手裡。在這裡的【額爾徳尼召】開始建於 1586 年是用哈拉
和林遺址上的石頭築成的，是蒙古國第一個喇嘛教及佛教中心。

【額爾徳尼召】
額爾徳尼召】
最繁盛的時期，有 108 座房屋住有 1000 多名喇嘛僧侶。在 20 世紀 30
年代遭受嚴重破壞，現重新修建並向遊人開放。其周圍的【108 塔】
舉世聞名。哈勒和林是蒙古國最鼎盛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是歷史上的繁華重鎮。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的蒙古唯一人類文化
遺產保護專案。2002 年蒙德聯合考古隊對窩闊台可汗萬福宮遺址進
行了挖掘，出土了很多珍貴文物。如果有幸，您也許會撿到 13 世紀
的遺留文物。
午餐
早餐
飯店內用
蒙古風味餐 15 USD/人
USD/人
住宿：
住宿：Ikh Khorum Hotel 或 同等級飯店

晚餐
烤全羊 30 USD/人
USD/人

第七天 巴彥戈壁→
巴彥戈壁 → 蒙古遊牧秀→
蒙古遊牧秀 → 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 → 參觀羊絨毛
產品工廠
【蒙古遊牧秀度假村】
蒙古遊牧秀度假村】Nomadic
Nomadic tribe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草原遊牧民族平日的生活到底怎麼是過的！這裡
專門給遊客表演游牧民俗的文化、生活’習俗與放牧情況，以及您能
參觀製作奶酒和奶製品的過程。

【參觀羊絨毛產品工廠】
參觀羊絨毛產品工廠】
全世界第二大羊絨出產國就是蒙古國。您知道羊絨不同於羊毛；羊絨
是生長在山羊上，羊毛則是生長在綿羊上。由於羊絨比羊毛 更柔軟、
保暖性佳，因此被許多國際精品商挑選來做為素材。世面上一條品牌
羊絨圍巾、羊絨披肩總是價值不斐。來來來！我們這就去羊絨毛產品
工廠一探究竟！
晚餐
早餐
午餐
蒙古遊牧秀度假村內
飯店內用
Silk road 西餐廳晚餐 15 USD/人
USD/人
享用西式套餐 15 USD/人
USD/人
住宿：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或 同等級飯店

第八天 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北京(
北京(飛行時間約 2 小時 5 分鐘)
分鐘)→自由活動
【世貿天階】
世貿天階位於迎賓國道東大橋路的東側，緊鄰眾多頂級辦公大樓、國
際名品公寓，定位為“結合美食、娛樂、空間藝術、時尚資訊櫥窗的
休閒購物場所”，集合流行品牌、歐美時尚品牌、高級 Night Club、
特色主題餐廳、家居生活、Spa、美食廣場、品牌旗艦店等於一體。
【秀水市場】
秀水街，也稱秀水街服裝市場，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永安里附近的秀水
東街。原是北京市比較有名的商業街之一，改建之後的秀水街，已成
為一座商場，依然是北京著名的商業中心。主要經營中國傳統的絲綢
製品和精緻的手工藝品和進口商品。與雅寶路服裝市場齊名。

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
機上餐食
住宿：
住宿：由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安排住宿

晚餐
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每人發台幣 1000 元

第九天 北京/
北京/桃園(
桃園(飛行時間約 3 小時 10 分鐘)
分鐘)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收拾行李踏上回國之路，與心曠神怡的草原及繁華北京告別，結束一趟體驗豪情
熱血民族的行程，期待下次的旅行與您相見。
早餐
午餐
飯店內用
X
住宿：
住宿：溫暖的家

晚餐
X

正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allnew-tour.com
TEL；(02)2521-7277

FAX：(02)2568-2186

台北市民生東路一段 54 號 9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