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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里

呼倫湖

1206年，由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落，建立了

蒙古汗國，號成吉思汗。經過幾代統治者成吉

思汗、窩闊台、忽必烈等的努力，這個草原上

的馬背上的擅戰民族，征服了歐、亞大部分的

土地，大約將近150年的歷史。這裡夏季日照

充足，空氣清晰，故有『藍天之國』的美譽。

領略了蒙古國的風光後，行程以呼和浩特為起

點，經過了內蒙古自治區最重要的三座城市，

不但能夠繼續回味幾千年來的源遠流長的蒙古

族文化，還能夠感受的日新月異的城市變化。

特色安排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精選行程:

• 特日勒吉國家公園Terelj National Park: 這裡山

巒起伏，懸崖峭壁，蒼松柏翠，河流清澈，

宛如人間仙境。

• 響沙灣Whistling Dune Bay: 會唱歌的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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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吉思汗陵Genghis Khan’s Mausoleum: 蒙古

帝國第一代大漢的衣冠塚。

• 大召寺Dazhao Temple:2000年被UNESCO列為

世界文化遺。

• 呼倫貝爾草原景區Hulun Buir Prairie: 世界著

名的天然牧場，有”牧草王國”之稱。

• 呼倫湖Hulun Lake: 2002年被UNESCO列入世

界生物圈保護區。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5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保

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 蒙古包入住商務豪華蒙古包。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嚐其

餐飲文化。

	�蒙古石頭烤羊肉

	�西貝特色筱麵包

	�老牛灣農家黃河魚

	�草原烤全羊

	�山野菜特色

	�俄羅斯民間風味及歌
舞秀

	�手把肉+野韭花醬

	�呼倫湖全魚宴

	�特色涮羊肉

特優待遇: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北京Beijing, 中國China
今日航班抵達北京，隨後前往酒店休息。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	北京臨空皇冠假日Crowne Plaza Beijing Interna-
tional Airport或同等級酒店

第2天 北京Beijing 烏蘭巴托Ulaanbaatar， 
蒙古Mongolia

▲	成吉思汗廣場Genghis Khan Square：位於烏蘭巴托市中

心，廣場中央聳立著蒙古革命英雄蘇和巴托紀念碑，碑上

用舊蒙文刻著蘇和巴托關於團結的一段名言,	頂部的雕塑

是蘇和巴託在馬背上舉手召喚的英姿。

▲	議會大廈坐落於廣場北邊，是廣場最鮮明的特色。

▲	釋迦牟尼公園Shakyamuni Park: 此公園建於2005年，蒙古佛

教界最有威望的古日達瓦仁布齊	

(Gurudava Rinbuch)大師帶頭捐款而建造，佛祖釋迦牟尼立

像高23米，下面有小型宗教博物館。

▲	蘇軍紀念塔Soviet Monument: 位於烏蘭巴托南郊的齋桑山上

為紀念1939年卡爾客河戰役中犧牲的蘇軍烈士而所建的。

【早餐】酒店便當早餐【午餐】蒙式西餐	

【晚餐】蒙式西餐

【住宿】烏蘭巴托藍天大酒店Blue Sky Hotel & Tower或同等

級酒店

第3天 烏蘭巴托Ulaanbaatar  特日勒吉Terelj  
 烏蘭巴托Ulaanbaatar

	� 特日勒吉國家公園Terelj National Park: 位於肯特山脈的一

處自然保護區，旅遊資源非常豐富，這裏有巍峨的群山、

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在途中參觀【三友洞】、【烏

龜石】等自然景觀。

	� 特別安排到牧民家做客，感受主人的熱情接待，品嘗豐盛的

奶食和上等馬奶酒，及香噴噴的蒙古奶茶。晚餐，品嘗古代

蒙古大汗和王公貴族享用的宮廷佳餚-蒙古石頭烤羊肉。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蒙式西餐	

【晚餐】蒙古石頭烤羊肉

【住宿】烏蘭巴托藍天大酒店Blue Sky Hotel & Tower或同等

級酒店

Ulaanbaatar – (30km) – Terelj – (30km) – Ulaanbaatar

 第4天 烏蘭巴托Ulaanbaatar 二連浩特Eren-
hot, 中國China

	� 博格達汗冬宮Bogd Khan Palace Museum: 是一座漢藏式殿

宇建築，蒙古末代宗教領袖吉布尊丹巴活佛的豪華住宅，

裡面陳列著蒙古王公貴族的華麗服飾及生活用品，各國國

王貴族送給活佛的珍貴禮品。

	� 民族歷史博物館National History Museum: 關於蒙古歷史演

變的博物館，裡面陳列著從蒙古出土的歷史文物、蒙古各

部落的服飾及日常用品等。

	� 甘丹寺Ganden Monastery: 蒙古最大的寺廟，寺內最引人

矚目的是章冉澤大佛，此佛高28米，全身鍍金，鑲嵌大量

寶石，氣勢雄偉，富麗堂皇，是蒙古的國寶。

	� 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Genghis Khan Statue Complex: 雕像

長度為40米，面積為212公頃，從雕像的馬鬃部位可以俯

瞰外面的景象。馬尾圓柱形的建築室共有36枚柱子，代表

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36位可汗。

	� 晚餐後搭乘國際列車前往中國內蒙古的二連浩特市，夜宿

列車上。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蒙式西餐【晚餐】蒙式西餐

【住宿】列車豪華軟臥(兩人一室)
Ulaanbaatar – (by train) – Erenhot

第5天 二連浩特Erenhot 呼和浩特Hohhot
	� 恐龍化石埋藏館Dinosaur Museum of Erenhot: 二連浩特是

世界聞名的“ 恐龍之鄉”，是我國最早載入國際生物史冊的

恐龍化石產地，館內陳列的霸王龍、似鳥龍、鴨嘴龍、巨

盜龍等化石及恐龍蛋化石。

▲	國門Erlian Nation Gate: 雄偉壯觀的國門，莊嚴肅穆的界碑，

造型別緻的聯檢通道，綠色神秘的邊關哨卡，形成了祖國“

北大門”特有的邊境風景線。

	� 國門旅遊景區Erlian Nation Gate Scienc Resort: 位於二連浩

特市北軍事區，是一個及旅遊觀光、軍旅體驗、愛國主義

教育為一體的綜合型景區。景區分為入口迎賓區、沿途引

景區、火車紀念廣場區、國門參觀區、軍犬訓練參觀區和

界碑參觀區六部分。

【早餐】列車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西貝特色筱麵	

【住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Shangri-La Hotel Hohhot或同等級酒店

Erenhot – (by air) – Hohhot

第6天 呼和浩特Hohhot  響沙灣Whistling 
Dune Bay  鄂爾多斯Ordos

	� 達拉特旗銀肯響沙灣沙漠度假區Whistling Dune Bay 
Tourist Scienc Spot: 響沙灣在蒙語中被稱為“ 布熱芒哈”

，意思是“帶喇叭的沙丘”。達拉特境內的庫布齊沙漠最東

端，沙坡高當	人從沙頂往下滑，越接近沙丘下麵的河床

時，便會聽到飛機轟鳴般的響聲，響沙灣因此而得名。

在響沙灣度假區內搭乘衝浪車至悅沙島，參觀悅沙島休閒沙

漠藝術宮、欣賞鄂爾多斯婚禮表演秀、健身操、沙雕城堡、

彩虹劇場動物表演、沙漠海灘休閒區、騎駱駝，乘坐觀光火

車，滑沙等項目。

貼心提示:請做好防曬防沙工作，需要帶口罩、眼鏡、帽

子。並保管好相機、手機、錢包之類貴重物品，如掉在

沙漠裏面，很難找到。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景區中式合餐	

【晚餐】 晶晶宴會

【住宿】鄂爾多斯皇冠假日大酒店Crowne Plaza Ordos或同

等級酒店

Hohhot – (185km) – Whistling Dune Bay – (90km) – Ordos



第7天 鄂爾多斯Ordos  准格爾旗Jungar Qi 
	�成吉思汗陵Genghis Khan’s Mausoleum: 中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成吉思汗陵整座陵

園佔地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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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鬼城康巴斯Kangbashi City: 充斥著辦公大樓、行政中心、

博物館、最初為100萬人生活而設計的這地方幾乎沒有人居

住。只有幾輛汽車駛過公路，白天有些政府辦公室開門辦

公。偶出現的行人，看起來就像幻覺，拖著沉重的腳步沿

著人行道走著，彷彿恐怖電影中大災難過後一名孤獨的倖

存者。	

	� 伊旗郡王府Yiqi Junwang Mansion: 位於伊金霍洛旗阿勒騰席

熱鎮王府路王府巷西側，郡王府是伊金霍洛旗旗府所在地

阿勒騰席熱鎮上的一所古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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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整個內蒙古西部地區最完整的一座王爺府。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准格爾旗薩瓦納酒店Sawana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Ordos – (200km) – Jungar Qi

第8天 准格爾旗Jungar Qi  黃河大峽谷Yel-
low River Canyon  呼和浩特Hohhot  

	� 黃河大峽谷Yellow River Canyon Tourist Area: 彷彿一條遊

龍，穿行於內蒙古、山西省交界的丘陵地區，歷盡億萬

年滄桑變遷，神工鬼斧，造就了中國北方獨一無二的奇特

自然景觀。參觀▲北宋時間古棧道、▲古砲臺、▲將軍

石、▲真武廟、▲古烽火臺。	

	� 下城灣碼頭Lower Town Bay: 一座有著2000年歷史的古

鎮，歷史上曾是北宋、遼、西夏三國交界的關鍵地區，連

年徵戰不斷，大小戰爭不計其數，留下許多軍事遺跡，通

商貿易的棧口，曾經輝煌一時，是古兵家必爭之地。

	� 搭乘遊船遊覽黃河大峽谷，沿途欣賞兩岸風光美景。彷彿

在畫中駛過，白雲在水中浮動，山重水複，柳暗花明，留

連忘返。

▲	黃河太極灣Tai Chi bay: 奔騰不息的黃河，彙聚百川。當它

一路咆哮來到大峽穀這個地方時，面對懸崖，突然掉頭向

西，然後折向東南，回到與第一次拐彎成直線的地方，在

將要穿透山崖時，調過頭來，滾滾向南，形成了的”S”形奇

特大灣，這個灣就是太極灣。

	� 老牛灣Old Cattle Bay: 位於內蒙古和山西省的交界處。當

地有民謠唱道：“九曲黃河十八彎，神牛開河到邊關，明

燈一亮受驚嚇，轉身犁出個老牛灣。

(若季節、氣候等因素影響黃河大峽谷的行程，將改為去

包頭觀光賽罕塔拉生態園、五當召、兵器城等。)

包頭市區觀光：

	� 賽罕塔拉生態園Sai Khan Tara Ecological Park:包頭在蒙語

包克圖意思就是有鹿的地方“賽汗塔拉”城市第一的草園風

光，園區內還建有跑馬場、射箭場、摔跤場，火台，及相

鄰相伴的牛、馬、駱駝、羊、鹿，放牧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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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

可以近距離接觸鹿群餵養飼料。

	� 五當召Wudang Zhao Monastery: 藏式喇嘛廟，內蒙古地

區“藏傳佛教寺廟的大學”、有塞外小布達拉宮之美譽，是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寺以來她一直是蒙古佛教徒朝

拜的佛教聖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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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喇嘛教的四大名寺之一。

	� 兵器城Northern Weapon City: 位於內蒙古包頭市，以“傳

播軍工文化”為主題的軍事特色旅遊景區，展示出中國生

產及引進的裝甲車、火砲、戰鬥機和導彈等武器。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老牛灣景區農家黃河魚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	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 Hohhot 
 或同等級酒店	

	 包頭香格里拉大酒店Shangri-La Hotel Baotou或同級

Jungar Qi – (90km) – Yellow River Canyon – (180km) – Hohhot

第9天 呼和浩特Hohhot 海拉爾Hailar  
	� 大召寺Dazhao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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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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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塞上老街Saishang Old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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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往來非常熱鬧。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燒麥+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宿】海拉爾嘉世豪酒店Jiashihao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第10天 海拉爾Hailar  莫日格勒河Mo Ri 
River Spengler  額爾古納Ergun   
室韋俄羅斯民族鄉Shiwei Russia 
Nationality Township

	�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海拉爾紀念園World Antifascist War 
Haila’er Memorial Park: 侵華日軍要塞北山遺址，日本關東
軍為進攻蘇聯繫擴大侵略戰爭中國東北邊境設立的17處要
塞中最大的兩處之一。

	� 呼倫貝爾草原景區Hulun Buir Prairie: 抵達後接受蒙古族最
高的歡迎儀式一一下馬酒，接受最原生態的草原風光帶給
我們的震撼，讓您充分感受蒙古民族的熱情好客和民俗
風情。到最高的山崗上感受千百年來一直延續的宗教活
動——祭拜敖包，祈求平安無事、旅途順利。藍天白雲、綠
草花海、河流牛羊、蒙古包、炊煙，悠揚的馬頭琴聲醉了
草原，醉瞭如詩如歌的旅程。途中訪問牧戶，瞭解真正的

牧民的生活。

	� 莫日格勒河Morigele River: “ 天下第一曲水”，由湧泉匯聚



行程開始日期
Tour Start Date

不含機票團費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6/08/2018(額滿) $3,700 $900

06/25/2018 $3,700 $900

07/27/2018 $4,400 $1,200

報價包含 BeijingUlaanbaatar • ErenhotHohhot •  
HohhotHailar • HailarBeijing 的機票

而成，百轉千迴，猶如草原上飄落的柔軟綢帶，悠然飄落

在碧綠如玉平坦無垠的大草原上，東行西走，南奔北進，

其曲折程度用九曲十八彎形容是遠遠不夠的，是呼倫貝爾

草原上的一大奇觀。

▲ 俄羅斯雕花木刻房Russian Carve Patterns Wooden House: 濃
厚的異國俄羅斯民俗風情，遠觀隔河相望俄羅斯小村莊，

對面的一切盡收眼底。晚上品嘗俄羅斯民間風味餐，同時

欣賞純正的俄羅斯民間手風琴歌舞表演。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烤全羊特色餐

【晚餐】俄羅斯民間風味餐及歌舞秀

【住宿】室韋蓮娜木刻楞Shiwi Lianna Wooden House或同等

級酒店

Hailar – (38km) – Mo Ri River Spengler – (130km) – Ergun – (150km) – Shiwei Russia 
Nationality Township

第11天 室韋俄羅斯民族鄉Shiwei Russia Na-
tionality Township  額爾古納濕地
Ergun Wetland  黑山頭Heishantou

	� 白樺林景區Birch Forest:呼倫貝爾地區唯一一塊純生白樺林自

然景區，登上高空棧道，近距離欣賞白樺樹的美景，享受

在白樺樹上空行走和被包圍的意境。

	� 額爾古納濕地Ergun Wetland: 亞洲最美的濕地，這裡河

流、湖泊、植被的顏色隨四級而變，風光有巧工難繪之

妙，天然景色有關賞不盡之美，這裡可以回歸自然，享受

自然，形成人與自然的完美融合。

夜晚在中俄邊境廣闊的草原上放飛孔明燈，放發希望和美好

心願，看草原上的星星點點，感受草原的靜謐與安詳，住進

溫暖的蒙古包裹，做一個甜蜜的草原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山野菜特色餐

【晚餐】手把肉+野韭花醬

【住宿】黑山頭蒙古包Mangolian Yurt Tribal
Shiwei Russia Nationality Township -(170km)- Moer Daoga National Park -(60km)- Heishantou

第12天 黑山頭Heishantou  滿洲里 
Manzhouli

早餐後乘車赴★黑山頭口岸，界河觀光，觀一河分兩岸，一

水分兩國的景色，界河兩岸草原，森林，濕地景觀，風光旖

旎，景色宜人，華俄後裔居室古樸，生活習俗獨特。

下午赴中國最大的陸路口岸、魅力名城—滿洲裡，欣賞異國

情調的建築，體驗異國情調的生活。

	� 猛獁公園Mammoth Park: 以扎賚諾爾“ 猛獁故鄉”文化為主題的

國家級景區，集觀光休閒、運動娛樂、民俗文化展示、環境保護等

多功能為一體，展示出扎賚諾爾地域、民族和歷史文化特徵。

	� 扎賚諾爾博物館Zhalainuoer Museum: 位於滿洲里扎賚諾

爾新城區，展示歷史文化和自然資源的博物館，有紮賚諾

爾歷史文化廳、呼倫湖生態濕地廳及扎賚諾爾煤炭廳三個

展廳。

晚餐欣賞由金髮碧眼的俄羅斯姑娘表演的純正的俄羅斯歌舞

並品嘗可口俄式西餐。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中式合菜【晚餐】俄式西餐

【住宿】滿洲里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 Manzhouli或
同等級酒店

Heishantou-(170km)- Manzhouli

第13天 滿洲里Manzhouli  海拉爾Hailar
	� 滿洲里國門景區Manzhouli Gate: 位於中俄邊境的乳白色建

築，國門總長105米，上面懸掛的國徽閃著金光，以莊嚴

肅穆的形象屹立於祖國邊疆。登上國門俯瞰俄•後貝加爾

斯克小鎮。沿途欣賞城市市容、觀賞世界最大的以俄羅斯

傳統工藝品為主題的【套娃廣場】，體現了滿洲里中俄蒙

三國交界地域特色和三國風情交融的特點。

	� 呼倫湖Hulun Lake: 內蒙古第一大湖、中國第四大淡水湖，

方圓八百里，碧波蕩漾，像一顆晶瑩碩大的明珠鑲嵌在草

原上。2002年被UNESCO列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呼倫湖特色全魚宴	

【晚餐】涮羊肉特色

【住宿】海拉爾嘉世豪Jiashihao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Manzhouli- (190km)-Hailar

第14天 海拉爾Hailar 北京Beijing 美國USA
早餐後09:40乘航班CA1132次航班前往北京，約12:05抵達北

京，後轉乘航班返回美國，結束神秘蒙古國，響沙灣，成吉

思汗陵園，呼倫貝爾草原之旅。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
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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