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蒙古大草原內蒙古大草原內蒙古大草原內蒙古大草原、、、、神奇響沙灣神奇響沙灣神奇響沙灣神奇響沙灣、、、、哈素海哈素海哈素海哈素海、、、、成吉思汗陵新景區成吉思汗陵新景區成吉思汗陵新景區成吉思汗陵新景區 8888 日遊日遊日遊日遊☆★☆★☆★☆★    

【【【【無購物無購物無購物無購物】】】】    
【【【【參考航班參考航班參考航班參考航班】】】】    

日期 行程 班次 起飛時刻 抵達時刻 
週2.5不出發 08/29.09/05.12 桃園-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 BR-728 10：55 14：40 

 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桃園 BR-727 15：50 19：20 

    

【【【【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行程安排】】】】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將軍衙署將軍衙署將軍衙署將軍衙署))))－－－－飯店飯店飯店飯店    
前往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蒙語是『青色城市』的意思。明朝時叫
歸化，清朝時另立新城叫綏遠，最後兩個合埋叫歸綏。位於內蒙古中南部，響陰山之南，靠近山西，
有河通去黃河。 
 
【【【【將軍衙署將軍衙署將軍衙署將軍衙署】】】】 
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區，建於乾隆四年（1739 年），清代曾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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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機構。現為內蒙古自治區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是中國現存兩處（新疆、內蒙古）邊陲將軍府之一。將軍衙
署依照清代一品封疆大吏衙署的規格打造，東西寬 115 公尺、南北長 137
公尺，佔地 16,355 平方公尺，整座宅院規劃有 130 多間屋廡，依著東、
中、西三條軸線而立。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XXXX    XXXX    西貝蓧面風味西貝蓧面風味西貝蓧面風味西貝蓧面風味 50505050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昭君墓昭君墓昭君墓昭君墓、、、、五塔寺五塔寺五塔寺五塔寺、、、、大召寺大召寺大召寺大召寺、、、、塞上老街塞上老街塞上老街塞上老街、、、、公主府公主府公主府公主府、、、、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汗廣場））））    

【【【【昭君墓昭君墓昭君墓昭君墓】】】】    
又稱“青塚”，是漢代明妃王昭君的陵墓，蒙古語稱特木爾烏爾琥，意為
“鐵壘”，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呼清公路 9 公里處的大黑河畔，是史
籍記載和民間傳說中漢朝明妃王昭君的墓地。始建於西元前的西漢時期，
距今已有 2000 餘年的悠久歷史，現為內蒙古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歷史上被文人譽為“青塚擁黛”，成為呼和浩特的八景之一！ 
 
【【【【五塔寺五塔寺五塔寺五塔寺】】】】    
原名金剛座舍利寶塔，因塔座上有五座方形舍利塔，故名為五塔寺。由塔
基、金剛座、塔頂三部分組成，塔始建于清雍正年間，高約 16 米，塔身
均以琉璃磚砌成，塔身下層是用三種文字刻寫的金剛經經文，上層則為數
以千計的鎏金小佛，刻工精巧，玲瓏秀麗。金剛座舍利寶塔的塔身上下佈
滿了佛教題材的雕刻，浮雕佛像就達 1560 尊，所有的雕繪充滿了強烈的
宗教色彩和氣氛，具有很深的象徵性和隱喻性。 
 
【【【【大召寺大召寺大召寺大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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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上老街塞上老街塞上老街塞上老街】】】】 
位於呼和浩特市大南街大召寺附近，是條具有明清建築風格的古街。其興
建于明萬曆年間的大召，門前西側有一條橫街，立了牌樓，名為塞上老街。 
全長 380 米，全部建築充分體現明清時期特點，被譽為老呼和浩特的舊影
濃縮。這些古式房子，有三十年左右歷史，很多都是土牆，合適做與舊城
相配的古玩、民俗、百貨、土產商店。有老銅匠開的鋪子，也有近年發展
起來的民族工藝品店。守著這達賴三世、五世駐蹕過，如今依然香火不斷
的寺院，自然遊人往來熱鬧非常。 
    
【【【【公主府公主府公主府公主府】】】】    
清公主府為清康熙帝第四女恪靖公主的府第。府中先後居住順治第四女靜
宜公主、多爾袞的曾外孫女和碩格格、康熙第六女夠恪靖公主。佔地 18000
平方米，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公主府，也是塞外也是保存最完整
的一處清代四合院群體建築。 
 

【【【【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汗廣場成吉思汗廣場】】】】    
2007 年 8 月 1 日上午，作為迎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 60 周年大慶獻禮工程
的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廣場和府興廣場正式竣工，同時成吉思汗銅像、蘇
勒德雕像落成。成吉思汗廣場位於呼和浩特市哲裡木路與呼倫北路之間，
總占地 126 畝，其中廣場用地 74.7 畝，商業用地 51.3 畝，總投資近 1 億
元。廣場內規劃有 16 米寬景觀路。廣場的標誌建築為成吉思汗“手握馬
鞭、指點江山”的騎馬銅像，總高 36 米，由青銅鑄成，坐西朝東，威武
莊嚴。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蒙式早餐圍桌式蒙式早餐圍桌式蒙式早餐圍桌式蒙式早餐圍桌式    麥香村稍麥風味麥香村稍麥風味麥香村稍麥風味麥香村稍麥風味 50505050RRRRMBMBMBMB    德莊自助火鍋風味德莊自助火鍋風味德莊自助火鍋風味德莊自助火鍋風味 78787878RMBRMBRMBRMB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呼和浩特錦江國際大酒店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    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美岱召美岱召美岱召美岱召】】】】－－－－薩拉齊薩拉齊薩拉齊薩拉齊【【【【哈素海哈素海哈素海哈素海（（（（含大遊船含大遊船含大遊船含大遊船））））、、、、北北北北方兵器城方兵器城方兵器城方兵器城】】】】－－－－鄂爾多鄂爾多鄂爾多鄂爾多
斯斯斯斯    
【【【【美岱召美岱召美岱召美岱召】】】】    
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名靈覺寺，後改壽靈寺。在土默特右旗美岱
召村。明隆慶年間，土默特蒙古部主阿勒坦汗受封順義王，在土默川上始
建城寺。萬曆三年建成的第一座城寺，朝廷賜名福化城。西藏邁達裡胡圖
克圖于萬曆三十四年來此傳教，所以又叫做邁達裡廟、邁大力廟或美岱
召。寺周圍築有圍牆，土築石塊包砌，平面呈長方形，總面積約 4000 平
方米。 
 
【【【【哈素海哈素海哈素海哈素海】】】】    
蒙古語哈拉烏素海的簡稱，意為黑水湖，是面積約 32 平方公里的天然湖
泊。距呼和浩特 70 公里。湖北為大青山，東、南、西三面被農田和牧場
所包圍。“塞外西湖”之稱。 水面面積 32 平方公里，水深 2 米左右，湖
底雜草叢生，水質肥沃，盛產草、鰱、鯉、鯽、等及河蝦蟹。湖內有一座
水庫和一個漁場，設置遊船供遊客飽覽湖光山色，並可在船上品嘗鮮魚。 
 
【【【【北方兵器城北方兵器城北方兵器城北方兵器城】】】】    
北方兵器城坐落在內蒙古北方重工集團公司廠區外側，我國重要的軍工企
業，目前我國主要的榴彈炮、迫擊炮、自行火炮、坦克炮的炮身、炮彈大
多在此製造。是一座以“綠色生態”為原則，以“傳播軍工文化、體現休
閒娛樂”為主題，是華北地區第一家以軍事為特色的旅遊景區。目前已列
入包頭市重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蒙式早餐圍桌式蒙式早餐圍桌式蒙式早餐圍桌式蒙式早餐圍桌式    哈素海全魚宴哈素海全魚宴哈素海全魚宴哈素海全魚宴 200200200200RMBRMBRMBRMB    鄂爾鄂爾鄂爾鄂爾多斯晶晶宴會城合菜風味多斯晶晶宴會城合菜風味多斯晶晶宴會城合菜風味多斯晶晶宴會城合菜風味 50505050RMBRMBRMBRMB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鄂爾多斯新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鄂爾多斯新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鄂爾多斯新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鄂爾多斯新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    鄂爾多斯鄂爾多斯鄂爾多斯鄂爾多斯－－－－成陵成陵成陵成陵【【【【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青銅器博物館青銅器博物館青銅器博物館青銅器博物館】】】】60KM5060KM5060KM5060KM50 分分分分鐘鐘鐘鐘－－－－達拉特旗達拉特旗達拉特旗達拉特旗    
【【【【成吉思汗陵新景區成吉思汗陵新景區成吉思汗陵新景區成吉思汗陵新景區】】】】    
新的成吉思汗陵旅遊景區，遊客可以遊覽體現成吉思汗聲勢浩大的鐵馬金
帳，可以漫步展現成吉思汗傑出政治思想和軍事智慧的亞歐廣場，參觀具
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蘊的蒙古歷史文化博物館，這裡有十項世界之最，您會
瞭解一代天驕的豐功偉績及蒙古族創造的輝煌歷史。 
 
【【【【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    

最荒涼的“鬼城”是內蒙古的康巴什。只用了 5 年時間就建成的康巴什，
設計初衷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展示的市中心鄂爾多斯是個相對富裕的採
煤中心，人口有 150 萬。作為可與成吉思汗的“恢弘皇城”媲美的公共建
設工程，康巴什充斥著辦公大樓、行政中心、博物館、劇院和運動場，更
不用說在成片土地上建起的中產階級式的複式公寓和別墅了。 
 
【【【【青銅文化廣場青銅文化廣場青銅文化廣場青銅文化廣場】】】】    

青銅器廣場位於東勝新區鄂托克西街南、廣場街北、迎賓路西、松山路東，
是鄂爾多斯東勝新區政治、文化、資訊的中心，是連接政府大樓及其前庭
廣場和城市公園的紐帶。歷史寫真與文化提升的有機結合、藝術激情與城
市功能的融合共生、生態技術與人文理想的有機結合、人類文明與自然天
地的相互唱和，充分展示了東勝新區的城市發展歷程。同時，廣場以青銅
群雕為主要表現方式，融藝術、商業、餐飲、娛樂等為一體，是市民最好
的休閑去處，遊客最佳的起始地點。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    達拉特旗達拉特旗達拉特旗達拉特旗－－－－響沙灣響沙灣響沙灣響沙灣 310KM4.5310KM4.5310KM4.5310KM4.5 小小小小時時時時（（（（含停車場到景區口電瓶車含停車場到景區口電瓶車含停車場到景區口電瓶車含停車場到景區口電瓶車、、、、鞋套鞋套鞋套鞋套、、、、纜車往纜車往纜車往纜車往
返返返返、、、、四輪傳動衝浪車四輪傳動衝浪車四輪傳動衝浪車四輪傳動衝浪車、、、、騎駱駝騎駱駝騎駱駝騎駱駝、、、、小火車小火車小火車小火車、、、、鄂爾多斯婚禮鄂爾多斯婚禮鄂爾多斯婚禮鄂爾多斯婚禮))))－－－－包頭包頭包頭包頭    
【【【【銀肯響沙灣銀肯響沙灣銀肯響沙灣銀肯響沙灣】】】】    
國家 AAAAA 級景區，居中國各響沙之首，被稱為“響沙之王” ，位於內
蒙古顎爾多斯達拉特旗境內，背依大漠龍頭庫布其沙漠，面臨罕臺大川，
又名銀肯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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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    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50505050RMBRMBRMBRMB    包頭黃河鯉魚風味包頭黃河鯉魚風味包頭黃河鯉魚風味包頭黃河鯉魚風味 50505050RMBRMBRMBRMB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包頭天龍大酒店或同級包頭天龍大酒店或同級包頭天龍大酒店或同級包頭天龍大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包頭包頭包頭包頭【【【【賽罕塔拉公園賽罕塔拉公園賽罕塔拉公園賽罕塔拉公園、、、、五當召五當召五當召五當召】－】－】－】－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賽罕塔拉公園賽罕塔拉公園賽罕塔拉公園賽罕塔拉公園】】】】    
成吉思汗草原生態園又名“賽汗塔拉”，蒙古語意為“美麗的草原”。位
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中部，總面積 770 公頃，其中林地 150 公頃，草地
380 公頃。草原有鋼城鋼城有草原是包頭市獨特的風景。該園位於包頭市
都市中心區，被老城區新城區和開發區所圍繞，是名副其實的城中草原。
園內水草肥美，鳥語花香，一眼望不到頭的綠色與藍天白雲相接。 
 
    
【【【【五當召五當召五當召五當召】】】】    
蒙古語“五當”意為“柳樹”，“召”為“廟宇”之意。原名巴達嘎爾
廟，藏語“巴達嘎爾”意為“白蓮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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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佛羅布桑加拉錯在此興建，逐步擴大始具今日規模。因召廟建在五當溝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    成陵中式合菜成陵中式合菜成陵中式合菜成陵中式合菜 50RMB50RMB50RMB50RMB    西北菜風味西北菜風味西北菜風味西北菜風味 50RMB50RMB50RMB50RMB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達旗東達錦園酒店或同級達旗東達錦園酒店或同級達旗東達錦園酒店或同級達旗東達錦園酒店或同級    



  

         

的一座叫做敖包山的山坡上，所以人們通稱其名五當召。五當召依地勢面南而建。它是一幢層層依
山壘砌的白色建築，群山環繞，為蒼松翠柏掩映，雄渾壯觀。它與西藏的布達拉宮、青海的塔爾寺
和甘肅的抗蔔楞寺齊名，是中國藏傳佛教的四大名寺之一和內蒙古自治區最大藏傳佛教寺院。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    中式合菜風味中式合菜風味中式合菜風味中式合菜風味 50505050RMBRMBRMBRMB    中式合菜風味中式合菜風味中式合菜風味中式合菜風味 50505050RMBRMBRMBRMB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蒙古歡迎儀式下馬酒蒙古歡迎儀式下馬酒蒙古歡迎儀式下馬酒蒙古歡迎儀式下馬酒、、、、觀賞賽馬觀賞賽馬觀賞賽馬觀賞賽馬++++摔跤表演摔跤表演摔跤表演摔跤表演，，，，含搭含搭含搭含搭
乘勒勒車訪問牧民家品嘗牧民自治奶食品乘勒勒車訪問牧民家品嘗牧民自治奶食品乘勒勒車訪問牧民家品嘗牧民自治奶食品乘勒勒車訪問牧民家品嘗牧民自治奶食品++++拜祭敖包山拜祭敖包山拜祭敖包山拜祭敖包山）－）－）－）－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    
希拉穆仁，蒙語意為“黃色的河”，位於呼和浩特市北 80 公里處，烏蘭
察布盟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境內，是內蒙古著名的草原旅遊點。希拉穆仁
草原是典型的高原草場，每當夏秋時節綠草如茵，鮮花遍地，一望無際的
景色，使人如癡如醉。這裡地形南高北低，平坦開闊“水草豐美，自古以
來便是天然的牧場。遊人可以漫遊大草原觀看摔跤及賽馬表演及騎馬訪問
牧民家、祭拜敖包山。後乘車返回呼和浩特市區。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    手扒肉風味手扒肉風味手扒肉風味手扒肉風味 50505050    蒙式晚餐蒙式晚餐蒙式晚餐蒙式晚餐++++至尊烤全羊風味至尊烤全羊風味至尊烤全羊風味至尊烤全羊風味 150150150150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呼和浩特錦江大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第八天：：：：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如意河廣場如意河廣場如意河廣場如意河廣場））））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    
內蒙古博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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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陳列展廳區、文物庫房區、觀眾服務區、業務科研區及多功能廳等各部
分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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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廣場如意廣場如意廣場如意廣場】】】】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東部的如意開發區，總占地 10 萬平方米，
建設總投資 2300 萬元，是如意區 2002 年修建的集休閒、娛樂、集會、觀
賞於一體的大型生態綜合廣場，也是呼和浩特目前最大的廣場之一。如意
廣場按照配置和功能劃分，可分為東、南、西、北四大特色板塊。如意廣
場已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各級接待重要客人的首選景觀，同時
也成為全市人民遊覽、休閒的主要人文景觀，成為呼和浩特市一道亮麗的
風景線。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酒店內    女神貴賓樓中式合菜女神貴賓樓中式合菜女神貴賓樓中式合菜女神貴賓樓中式合菜 50505050    XXXX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溫暖的家溫暖的家溫暖的家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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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