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三省長白山鏡泊湖通化
★☆東北三省長白山鏡泊湖通化 9 天☆★
【無購物】
無購物】
參考航班：
參考航班：
日期

航段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瀋陽
大連/桃園

CZ3012
CZ3013

1910
1630

2155
1930

★行程亮點
大連－星海灣廣場、虎雕公園。
丹東－鴨綠江遊船、遠觀斷橋、中朝邊境好風光、高句麗古都遺址。
長白山－王皇山公園、長白山風景區、天池、長白瀑布、地下森林、長白溫泉裙帶、美
人松。
鏡泊湖－鏡泊湖風景區、吊水樓瀑布。
哈爾濱－史達林公園、防洪紀念塔、聖索菲亞教堂廣場、太陽島＋電瓶車＋室內冰燈、
中俄民貿商城。
長春－偽皇宮、偽滿八大部、文化廣場。
瀋陽－故宮、少帥府、滿清古街。
吉林－隕石博物館。
★行程風味
大連－海鮮餐 60
敦化－鹿宴風味 60
哈爾濱－大銅火鍋 60

丹東－朝鮮風味 60 長白山－山珍宴 60
瀋陽－藥膳風味 60、老邊餃子宴 60
吉林－小滿漢風味 60

【行程安排】
行程安排】
第一天 臺北
臺北瀋陽【
瀋陽【中街】
中街】

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著名的城市—瀋陽。
【中街】是皇太極時
期就存在的一條街，17 世紀中期，第一批闖關東的關內人，就帶著中原文化在這裏形成了一條
商業街。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瀋陽老邊餃子 RMB60
RMB60

住宿：
住宿：★★★★★德郡豪生大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瀋陽【
瀋陽【張氏帥府、
張氏帥府、故宮、
故宮、滿清古街】
滿清古街】長春

酒店早餐後，前往參觀張學良故居【張氏帥府】
，又稱〝少帥府〞
，
是原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的官邸，1988 年更成立了『張學
良舊居陳列館』，保留文物重點以供參觀。之後前往見證滿清盛衰的
【故宮】，是滿清在入關前所建造的皇宮，黃色琉璃瓦所建構的宮殿
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壯麗輝煌，而在當時不僅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進
攻中原的根據地，且當年年僅 6 歲的順治皇帝，由其叔父多爾袞輔
政時，也是在此登基，之後才遷都北京，可說極具歷史價值，更
是中國現今僅次於北京故宮最完整的建築，在故宮大門前面的【滿清古街】
，其建築大都依清朝
建築風格而建，可以說是古味十足，而街上的古玩城，販售著一些小玩意、字畫、古玩....
等。隨後專車前往長春。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瀋陽吊爐餅烤鴨 RMB50
RMB50
住宿：
住宿：★★★★★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

藥膳風味 RMB60
RMB60

第三天 長春【
長春【偽皇宮、
偽皇宮、偽滿八大部、
滿八大部、文化廣場、】
文化廣場、】
、】吉林【
吉林【隕石博物館、
隕石博物館、北山公園、
北山公園、世
紀廣場】
】哈爾濱
紀廣場
酒店早餐後，前住參觀【
【偽皇宮】
偽皇宮】：是清末代皇帝愛新覺羅第三
次”登基”時，成為偽滿州國傀儡皇帝的宮殿。隨後路經【
【偽滿八
大部】
大部】位於市區新民大街，始建於 1938 年，當時是偽滿洲帝國的統
治中心，由偽滿新皇宮舊址（地質宮）
，偽滿政務院（白求恩醫大基
礎部）
，司法部（醫大校部）
，交通部（醫大衛生系）
，治安部（醫大
一院）
，興農部（師大附中）
，文教部（師大附小）
，民生部（省石化
設計院），外交部（省社會科學院），綜合法衛（空軍 461 醫院）等
一組日本宮廷式原貌風格的建築群組成。隨後前往遊覽【文化廣場】
文化廣場】
原名地質宮廣場坐落於長春市中心,總面積約 20.5 公頃，歷史上曾
是偽滿州國的國都廣場。隨後前往吉林，抵後前往參觀【
【隕石博物館】
隕石博物館】，吉林隕石雨標本陳列于
吉林市隕石博物館內展覽大廳，這也是中國唯一的隕石博物館。1976 年 3 月 18 日 15 時 2 分 36
秒，天外來客隕石雨降落在吉林市西北郊區和永吉縣，其中最大的 1 號隕石重 1770 公斤，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塊石隕石，吉林隕石雨散落面積之大、重量之巨、數量之多、收集之豐，均
【北山公園】
為世界罕見。參觀北山古廟群：坐落在【
北山公園】海拔 255 米的東峰上，廟宇從峰腰一直延
續到山頂，建築風格別致，是一片有近 300 年歷史的古寺廟群。北山廟宇呈佛、道、儒三教雜
糅，民間諸神同堂供奉的格局，寺廟中充滿了濃鬱的俚俗煙火氣息，集中反映了清末民初東北
地區的民俗風情。隨後前往【
【世紀廣場】
，由博物館建築群、旱噴泉、國旗平臺、“世紀之舟”
世紀廣場】
巨塔、音樂噴泉、望江平臺等部分組成。是吉林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的風景園林。驅車前往東
方莫斯科之稱的哈爾濱。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三套碗風味 RMB5
RMB50
住宿：
住宿：★★★★★華旗大酒店或同級
★★★★★華旗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

小滿漢風味 RMB60
RMB60

第四天 哈爾濱
哈爾濱【太陽島風景區(
太陽島風景區(電瓶車／
電瓶車／室內冰燈)
室內冰燈)、史達林公園、
史達林公園、防洪紀念碑、
防洪紀念碑、中央
大街、
大街、中俄民貿商城、
中俄民貿商城、索菲亞教堂廣場】
索菲亞教堂廣場】牡丹江

酒店早餐後，參觀造型典雅的【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此教堂建於清光緒 33 年，曾是遠東地後
最大的東正教教堂，外觀宏偉，巍峨寬敞，是典型的拜占庭式建築。而後參觀【
【太陽島風景區】
太陽島風景區】，
太陽島風景區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北岸，與史達林公園隔江相望的太陽島，是聞名中外的旅
遊區，總面積達 38 平方公里。具有質樸、粗獷的北方原野風光特色，是城市居民進行野遊、野
浴、野餐的極好樂園；後參觀景區內安排的【
【室內冰燈】
【史達林公園】
室內冰燈】欣賞。繼前往【
史達林公園】，是哈爾
濱濱江公園的代表，園內植花草，花木扶疏，並有各類藝術雕塑點綴其中。之後參觀建於 1958
年因防洪勝利而建的【
【防洪紀念碑】
防洪紀念碑】，塔底上部下有一個刻著 1998 年洪水高度的標示板，時時
提醒著市民不要忘記抗洪的重要。前往遊覽可媲美法國香謝大道且為東北最繁華商業中心的【中
央大街】
央大街】這是一條全部由十三條街道組成，地上皆由花崗方石板鋪成，是條只能允許行人行走
車輛禁行的步行街，沿街多為俄式風格建築。後前往【
【中俄民貿商城】
中俄民貿商城】參觀，可在此購買俄羅
斯套娃、望遠鏡等…。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哈爾濱飛龍宴 RMB5
RMB50
住宿：
住宿：★★★★金鼎大酒店或同級
★★★★金鼎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

大銅火鍋 RMB6
RMB60

第五天 牡丹江【
牡丹江【江濱公園、
江濱公園、八女投江紀念碑】
八女投江紀念碑】鏡泊湖【
鏡泊湖【鏡泊湖風景區(
鏡泊湖風景區(乘遊船／
乘遊船／電瓶
車(視天氣而定)
視天氣而定) 、吊水樓瀑布】
吊水樓瀑布】敦化
早餐後，爾後前往牡丹江。前往【
【江濱公園】
江濱公園】拍照留念，江濱公園位於牡丹江北岸，由江濱廣
場和沿江帶狀綠化帶兩大部分組成，是集紀念娛樂、觀賞、水上活動於一體的開放型公園，園
內綠化龍頭作用突出，植物造型、垂直綠化是城區的典範。公園內有【
【八女投江紀念碑】
八女投江紀念碑】。該群
雕 1988 年落成，高 13 米，長 8.8 米採用花崗岩石材雕鑿而成，”八女投江”四個大字由全國

政協主席鄧穎超生前書寫。牡丹江市江濱公園的八女投江群雕也被批准為
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前往位於牡丹江市甯安縣境內的【
【鏡泊湖風景
區】
，大約在一萬年以前，由於火山爆發熔岩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堰塞而成，
因湖面水準如鏡而得名，是中國重點風景名勝區之一。此地還流傳著紅羅
女寶鏡化湖的美麗傳說、群山環抱、山重水複、景色秀麗。夏季氣候宜人，
環境幽靜，空氣清新，是理想的避暑勝地。續前往鏡泊湖遊覽的中心－境
泊湖山莊，後參觀【
【吊水樓瀑布】
吊水樓瀑布】，瀑布每個角度的景觀不同，近看時會
感到其氣勢磅礡，順著景區規劃走下階梯，則可遠望瀑布，和近看又有大大不 同。隨後專車
前往敦化。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鏡泊湖魚宴 RMB50
RMB50
住宿：
住宿：★★★★敦佰國際酒店或同級
★★★★敦佰國際酒店或同級

晚餐

鹿宴風味 RMB60

第六天 敦化
敦化長白山【
長白山【長白山風景區(
長白山風景區(含環保車及倒站車)
含環保車及倒站車)、天池、
天池、長白瀑布、
長白瀑布、地下森
林、長白溫泉裙帶(
長白溫泉裙帶(泡湯自費 RMB120)、
RMB120)、美人松】
美人松】
酒店早餐後，專車前往【長白山風景區】
，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
長白山風景區】
曾有過三次噴發，由此形成了長白山獨特的地質地貌，使其自然景觀
極其絢麗多姿•長白山不僅風光美麗迷人，而且資源豐富，動植物種
類繁多，以天池為中心的長白山保護區為中國最大的自然保護區，具
有較高的科研、保護和旅遊價值。於 1980 年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
與生物圈」
，是中華乃至世界人民的一塊瑰寶。隨後前往【天池】
天池】遊覽，
其實在中國叫做「天池」的景點高達 15 座，其中長白山的這座是海拔
最高，也是面積最大的。長白山天池位於長白山的主峰之巔，池面南
北長 4400 公尺，東西寬 3370 公尺，平均水深 204 公尺，池水四周環
繞著許多奇怪的石柱，色澤異常詭麗，是一種不真實的藍，從湛藍到粉藍，偶爾，又像是土耳
其玉藍。續前往遊覽【
【長白山瀑布】
長白山瀑布】，走過長白山的人，都為那宏偉壯觀、奔騰不息的長白瀑布
所迷戀！那銀流似從天而降，落地如雷聲貫耳。長白瀑布位於天池北側，乘槎河盡頭。乘槎河
流到 1250 米後，飛流直瀉，便形成高達 68 米的長白瀑布。因係長白山名勝佳景，故名長白瀑
布。續前往參觀【
【地下森林】
地下森林】，地下森林又名谷底森林，這一火山口森林。距長白山冰場東約 5
公里，洞天瀑北側。谷壁高 50—60 米，樹分三層。穀底南北長 2500—3000 米，多針葉林。谷
底古松參天，巨石錯落，穀壁如削。為長白山海拔最低的名勝景區，繼前往【
【長白溫泉群】
長白溫泉群】地
區，長白山這裡出產的溫泉是非常富礦物質的，在白雲藍天下泡湯自有一番風味。繼前往參觀
【美人松】
美人松】，學名長白松，生長於長白山二道白河，因形若美女而得名，是長白山獨有的美麗的
自然景觀。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中式合菜 RMB50
RMB50
住宿：
住宿：★★★★長白山大廈或同級
★★★★長白山大廈或同級

晚餐

長白山山珍宴 RMB60
RMB60

第七天 長白山
長白山通化【
通化【玉皇山公園】
玉皇山公園】丹東

酒店早餐後，隨後專車前往通化，前往參觀【
【玉皇山公園】
玉皇山公園】，座落在通化市區內的山上，是
清光緒 17 年間修成的。新建成的園中園，2 米高的絳紅色的圍牆上，鑲嵌著扇形、圓形、方形
和梅花形等各式各樣別致小窗。玉皇山公園是伴隨著玉皇閣廟而興起的。廟中除了雕塑了玉皇
大帝，還有「關公」
、
「娘娘」
、
「張飛」的塑像，分佈在山間樹叢中的樓臺亭閣、壓水池、花窖、
動物園、人工湖，以及兒童樂園、99 項景觀迷離的大型迷宮等現代化娛樂設施。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中式合菜 RMB50
RMB50
住宿：
住宿：★★★★假日陽光大酒店或同級
★★★★假日陽光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

丹東朝鮮風味 RMB60
RMB60

第八天 丹東【
丹東【高句麗古都遺址、
高句麗古都遺址、好太王碑、
好太王碑、將軍墳、
將軍墳、五盔墓、
五盔墓、鴨綠江景區(
鴨綠江景區(含遊船)
含遊船)、登
斷橋、
斷橋、中朝邊境風光】
中朝邊境風光】大連

酒店早餐後，
【高句麗古都遺址】
高句麗古都遺址】是奴隸制國家高句麗王朝的遺跡，在吉林集安市周圍的平
原上，分佈了一萬多座高句麗時代的古墓，這就是聞名海內外的“洞溝古墓群”。“高句

麗”(“句”讀作“勾”) 高句麗建國於西元前 37 年，滅亡於西元 668 年，中經二十八代王，
歷時 705 年。在其勢力擴張的歷史演變中，疆域延伸到朝鮮半島，使高句麗在朝鮮半島歷史上
三國鼎立(新羅、百濟、高句麗)時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這段歷史，使高句麗歷史倍受中、
朝、韓、日等國的學術界關注。高句麗創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但中後期受中原文化影響，
儒、佛、道文化也很盛行。如今高句麗堅固的山城、雄偉的陵墓、輝煌的古墓壁畫，已經成為
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隨後專車前往丹東、續專車前往【
【鴨綠江公園】
鴨綠江公園】，乘船遊覽（鴨綠江
畔）
，在鴨綠江大橋北側臨江而建，水陸一體，獨具一格。公園內有望江亭等景點和四個遊船碼
【斷橋】
頭。乘船順流而下，游一江可賞兩國風光。並登上【
斷橋】，大橋於 1909 年 5 月動工，1911 年
10 月竣工，由當時的日本朝鮮總督府鐵道局所建，始為鐵路橋連接中朝兩國，十二孔，長 944.2
米，寬 11 米，從中方數第四孔為開閉梁，可旋轉 90 度，便往來船隻航行。1950 年 11 月-1951
年 2 月，大橋被美國轟炸機炸毀，僅存靠中國丹東一側，被重新維修開發利用，並改名為“斷
橋”。橋上面大炮和子彈的痕跡清晰可見，彷彿讓您回到了戰火硝煙的年代，並可到達【
【中朝
邊境】
邊境】遠眺北朝鮮的風光。
早餐

午餐

酒店內
中式合菜 RMB50
RMB50
住宿：
住宿：★★★★★金海大酒店或同級
★★★★★金海大酒店或同級

晚餐

海鮮風味 RMB60
MB60

第九天 大連【
大連【星海灣廣場、
星海灣廣場、虎雕廣場】
虎雕廣場】臺北

【大連】
，100 年前，俄國人開建了這個城市，給她
大連】舊稱『青泥窪』
起名『達裏尼』，意為遙遠的城市，一個遠離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
地方。70 年前，日本人占領了這個城市，把『達裏尼』音譯過來就
成了漢語的『大連』
。專車遊覽亞洲最大的城市廣場【
【星海灣廣場】
星海灣廣場】
星海廣場為紀念香港回歸中國而建之廣場，廣場上的漢白玉華表雕
有九條龍，寓意九州；廣場中心仿效北京天壇圜丘，由 999 塊四川
紅大理石鋪就，大理石上雕刻著天干地支、二十四節氣和十二生
肖；據說星海的華表是中國之最，和天安門那個華表也是長的雙胞
胎一樣，【虎雕廣場】
虎雕廣場】它由 500 塊花崗岩大理石精雕而成，重達 2,000 多噸。6 只形態各異的老
虎，頭向東方，迎風長嘯，虎虎生威。 虎雕廣場是由著名畫家、雕塑家韓美林設計。它是由全
國最大的花崗岩石雕——群虎雕塑的基礎上修建而成，它將怪石、奇石立於種植的花草樹木之
中，給人一種新穎奇特的視覺享受。
早餐

酒店內
住宿：
住宿：溫暖的家

午餐

晚餐

中式合菜 RMB50
RMB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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