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帝國-內外蒙古精華 13 日遊

行程特色：
◎ 親臨成吉斯汗蒙古帝國，*藍天之國* 一望無際的藍天與牛、羊、馬成群的大草原。
◎ 全程精選內蒙古與外蒙古重要城市、國家公園與歷史景點。
◎ 精心安排參觀外蒙古*特日勒吉國家公園*。
◎ 安排參觀 13 世紀蒙古帝國故都*哈勒和林*。
◎ 獨家安排外蒙古*13 世紀蒙古風情園*，親身體驗蒙古大帝國遊牧民族生活。
◎ 體驗蒙古大帝國遊牧民族生活環境：蒙古包、奶茶、乳酪。
◎ 全程飯店內享用自助或西式早餐，蒙古包旅遊度假村內享用西式早餐。
◎ 外蒙古風味饗宴：*蒙古烤肉風味餐*石頭烤羊肉*手把肉風味餐*韓式風味餐*。
◎ 內蒙古風味饗宴：*燒賣風味餐*蒙式奶茶風味餐*蓧面風味餐*蒙式肥羊火鍋*。
◎ 外蒙古安排觀賞傳統歌舞表演及軟骨功。
◎ *庫布其沙漠*響沙灣，安排乘索道、騎駱駝、鄂爾多斯蒙古族婚禮舞蹈表演。
◎ 外蒙古住宿旅遊度假村蒙古包二晚，體驗草原民族的生活風情。
◎ 全程專業華語導遊解說，以及臺灣領隊親切貼心服務。
◎ 每人每天供應二瓶礦泉水。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01 天

台 北

北 京

中國國際航空

CA 186

13:00

16:40

第 01 天

北 京

包 頭

中國國際航空

CA1107

20:10

21:40

第 12 天

烏蘭巴托

北 京

中國國際航空

CA 902

11:50

13:55

第 13 天

北 京

台

中國國際航空

CA 185

08:35

11:45

北

Day01 台北 CA 186 1300/1640 /北京 CA1107 2010/2140 /包頭
今日于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後，搭機飛往北京，辦理入境手續後轉搭國內班機飛往包頭。抵達後前往入
住酒店。※內蒙古自治區北面鄰接蒙古和俄羅斯，成立於 1947 年 5 月 1 日，是中國建立最早的自治
區，簡稱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時的面積較小，後將綏遠、察哈爾蒙古族聚居區劃入，現轄 8 盟、4 地
級市，13 縣級市、17 縣、51 旗、3 自治旗；總面積 110 多萬平方公里，從東北向西南伸展，人口
2207 萬，民族有蒙古、漢、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回、滿、朝鮮等族。

早餐

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中式合菜 50

住宿
包頭万號大酒店（五星級酒店）或 同級

Day02 包頭-庫布其沙漠響沙灣（含：觀賞鄂爾多斯婚宴秀、騎駱駝、小
火車、沙漠衝浪車）-鄂爾多斯
早餐後前往中國三大響沙之一的【庫布其沙漠響沙灣】
（含索道）
，這裏沙丘面水向陽，每當天氣晴好，
沙粒乾燥時摩擦會發出隆隆巨響，這種特殊的現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原因。沙漠活動更是樂趣無
窮：滑沙體驗響沙的樂趣；騎駱駝體驗塞北的大漠駝鈴。隨後前往內蒙鄂爾多斯。晚餐享用蒙式肥羊
火鍋風味。

早餐 酒店內

住宿

午餐 中式自助餐 80
晚餐 中式合菜 50

鄂尔多斯博源豪生酒店（五星級酒店）或 同級

Day03 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美岱召-呼和浩特
早餐後前往內蒙鄂爾多斯區的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
，蒙古語為“聖主的陵園”，為 1956 年建成，
主體建築由三座大型聯體蒙古包組成，現存有成吉思汗的銀棺靈柩及他三位夫人的棺崞以及成吉思汗
生前用過的物品，現為國家 4A 級旅遊景點，抵後觀賞大型壁畫，瞭解草原英雄的生平。隨後前往參
觀【美岱召】是一座廟與城相互結合的建築，高高的城牆，雄偉的佛殿與三娘子的廟結合的十分巧妙。

後前往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晚餐

中式合菜 40
蒙式肥羊火鍋風味餐 60

住宿
呼和浩特锦江国际大酒店（五星級酒店）或 同級

Day04 呼和浩特-黃河大峽谷(含遊船到老牛灣)-昭君陵-呼和浩特
享用早餐後專車參觀【昭君陵】
，它是漢代王昭君的陵墓，墓丘高達 33 米。漢元帝時（西元前 33 年），
漢朝宮女王昭君自願下嫁當時北方匈奴族的首領-「呼韓邪單于」
，自她出塞和親後，漢匈之間友好相
處達 60 年之久。傳說，每到深秋時節，北方草木皆枯，唯獨昭君墓上草青如茵，故稱「青塚」
，被譽
為呼和浩特八景之一。後前往【黃河大峽谷】，黃河從這裏入晉，在此與明代長城交會，晉陝蒙大峽
谷以這裏為開端，黃土高原滄桑的地貌特徵在這裡形成。同時也可看到大河奔流的壯麗景觀。抵達後
搭船遊覽峽谷，從老牛灣至包子塔，兩岸絕壁千仞，絕壁懸崖，河道曲折多變，婉轉迤邐。黃河在"
包子塔"回頭，折轉了一個近乎 360°的圓灣，將其圍成一個半島，這段黃河堪稱天下黃河第一灣，
鳥瞰水路，宛然太極八卦圖形，有人形象地稱之為“乾坤灣”，為整段峽谷最攝人魂魄之處。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燒麥風味餐 50

住宿
呼和浩特锦江国际大酒店（五星級酒店）或 同級

Day05 呼和浩特(內蒙古博物館、大召)-恐龍大道-二連浩特
【內蒙古博物館】
，1957 年建館，是內蒙古自治區一級的綜合性博物館，在博物館主樓頂端，雕塑有
一匹淩空飛馳的白色駿馬，象徵著內蒙古自治區的騰飛與吉祥；博物館的陳列面積為 3500 平方公尺，
館內展示文物非常豐富。二、三樓展示匈奴、東胡、烏桓、鮮卑、突厥、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等
民族文物；一樓展示巨象、恐龍.等古生物化石標本及蒙古自治區各種飛禽、動物、礦石等標本。另
外還有航天館，展示中國的太空發展。【大昭】。大昭漢名「無量寺」，因寺內供奉有一尊高 2.5 米的
純銀佛像 ，故又有「銀佛寺」之稱。大召的宗教文物眾多，其中銀佛、龍雕、壁畫被譽為「大昭三
絕」。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蒙古奶茶風味餐 60

住宿
二連浩特國都酒店(待評四星級酒店）或 同級

Day06 二連浩特+++#681 國際列車 17:10 / 10:30+1+++烏蘭巴托
14：30 時在【二連浩特】火車站集合，15：30 時上車開始辦理出境手續，17：10 時乘 681 次國際
列車赴藍天之國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 Ulann-Battar。烏蘭巴托蒙古語為紅色英雄之意，舊名為庫
倫。城市交會著遊牧與都會不同的生活型態，建城於 1639 年，位於海拔 1351 公尺高的土拉河谷。
南北兩岸是綿延起伏的群山，山上的蒼松翠柏終年常綠，山下河水流過，兩岸垂柳如詩如畫。碧綠的
草原與 4 座高低起伏的山巒環繞著烏蘭巴托的四周，藍色的土拉河中穿其間緩緩鳴唱著潺潺水聲，構
成一幅最自然的山水畫。因為長時間在共產蘇聯的控制之下，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蘇聯附庸國，因此
當您抵達成吉思汗機場的第一瞬間，抵達後搭車前往酒店的途中，您會發覺烏蘭巴托的主體建築、棋
盤式的街道佈置方式、飲食習慣、生活形態等等，無所不在地深深融合了蘇聯及俄羅斯文化。烏蘭巴
托同時聚集了全蒙古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整個蒙古的政經、文化、商業中心。穿梭在城市高樓水
泥及傳統蒙古包混亂的交錯時光中，開始探訪成吉思汗的故鄉，世界旅遊環境中的藍天之國，草原之
都„„。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蒙式西餐 RMB70

住宿
火車（2 人一室）

Day07

烏蘭巴托（蘇和巴托廣場、議會大廈、民族歷史博物館、甘丹寺、
釋迦牟尼公園、蘇軍紀念塔、蒙古傳統歌舞表演）

10：30 時抵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
，午餐後展開市區遊覽——參觀位於烏蘭巴托市中心的【蘇和
巴托廣場】、
【議會大廈】，廣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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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在馬背上舉手召喚的英姿，然後參觀關於蒙古歷史
演變的博物館【民族歷史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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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參觀蒙古最大的寺廟【甘丹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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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參觀【釋迦牟尼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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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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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紀念塔】
，從這裡可以眺望烏蘭巴托全景，最
後觀賞【蒙古傳統歌舞專場表演】，其中有民間歌舞、宮廷舞和宗教舞，還有雜技等表演。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中式合菜 RMB80

晚餐

蒙古自助烤肉餐 RMB90

住宿
華美達酒店（RAMADA HOTEL）

Day08 烏蘭巴托—巴彥戈壁（自費騎駱駝、戈壁沙漠風景）—哈勒和
林（哈勒和林博物館）
早餐後乘車赴距烏蘭巴托以西 270 公里的旅遊度假村【巴彥戈壁】
，在這裡能觀賞到蒙古三種不同的
自然風景——紅色的山峰、黃色的沙漠、綠色的草原，還有蒙古包和羊群。據《蒙古秘史》記載這一
帶草原曾經是成吉思汗放馬的地方，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時，在呼根汗山附近的納胡弓、
薩里川一帶英勇奮戰，以少勝多，打敗了強大的奈曼部落的軍隊，午餐後參觀【戈壁沙漠風景】，還

安排您【騎駱駝體驗】
（自費）
，對於沙漠，幻想最多的應該是有著“沙漠之舟”的駱駝了，當您騎在
駝背上，駱駝顯得是那麼的熱情，沒等領駝人下令就興奮地站了起來，此時的您頓時感覺騎在駝背上
比騎在馬背上高大多了，之後繼續乘車赴距巴彥戈壁以西 95 公里處的 13 世紀蒙古帝國首都遺址【哈
勒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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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發達的國際大都市，抵
達後參觀【哈勒和林博物館】，建於 2010 年，裡面展示著烏日渾盆地和哈勒和林遺址挖掘出的歷史
珍貴文物，晚餐享用蒙古最古老的風味餐之一【蒙古石頭烤羊肉】，做法很獨特，非常鮮嫩、可口，
既有燒烤的味道，也有燉煮的氣息，當地居民認為，石頭烤羊肉是成吉斯汗西征時因應戰時述戰述決
的飲食文化所產生的烹飪方法，沒想到成為蒙古著名的食品!也成為古代蒙古大汗和王公貴族享用的
宮廷佳餚。讓我們嘗一下不同的羊肉烹調文化吧!夜晚住宿傳統蒙古包，可以浪漫的和至親好友一同
欣賞漫天的星空，做一個甜蜜的草原夢，體驗原汁原味的蒙古遊牧生活。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蒙式西餐 RMB 80
晚餐 蒙古石頭烤羊肉 RMB90

住宿
Munkhtenger tourist camp 豪華蒙古包+
獨立衛生間

Day09 哈勒和林（額爾德尼昭廟、108 座佛塔、哈勒和林遺址） — 烏蘭
巴托（柏格達汗冬宮）

早餐後晨觀草原日出，自由散步，早餐後參觀蒙古最古老、最大的喇嘛教寺廟【額爾德尼召廟】，這
座寺廟是蒙古第一座喇嘛廟，建造於 1586 年，寺院內保存著 15-17 世紀的繪畫、裝飾品、刺繡品以
及大量的珍貴手稿、木板書籍、碑刻等珍貴文物，面積為 0.16 平方公里，四周築有高大的土牆作為
寺牆，上面建有白色的【108 座佛塔】，在這裡除了額爾德尼召廟以外還可以看到【萬福宮遺址】和
巨大的【烏龜石】,以及遠近馳名的熱門景點,【男根石和陰穴坡】，最後乘車返回【烏蘭巴托】（390
公里），抵達後參觀漢藏式殿宇建築，是蒙古末代宗教領袖吉布尊丹巴活佛的豪華住宅【柏格達汗冬

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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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蒙式西餐 RMB80

晚餐

蒙古火鍋餐 RMB90

Day10

住宿
華美達酒店（RAMADA HOTEL）

烏蘭巴托 — 13 世紀風情園（13 世紀露天博物館） — 孫金寶力
德格（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

早餐後乘車赴位於中央省額日德尼特蘇木的【13 世紀風情園】（110 公里），建在草原上的一處露天
風情園，這裡可以參觀遊牧部落、蒙古軍營、薩滿教堂、經書宮、工匠營等各種個性化的演示博物館，
還可以穿著古代蒙古服飾，照相、攝像留念，13 世紀風情園生動地展現蒙古大帝國時期蒙古人的遊
牧生活和風俗文化，讓你感受到回歸遙遠的 13 世紀的感覺，之後乘車赴【孫金寶力德格】
（50 公里），
參觀【成吉思汗雕像博物館】，此雕像長度為 40 米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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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可汗蒙餐（門票含午餐）

晚餐

特色手把肉 RMB90

Day11

住宿
Terelj Lodge tourist camp 豪華蒙古包+獨
立衛生間

特日勒吉（三友洞、烏龜石、自費騎馬）— 烏蘭巴托 （國家大
商場、“戈壁”羊絨衫專賣店）

早餐後乘車赴肯特山脈中的一處自然保護區【特日勒吉國家公園】（30 公里），這裡山巒起伏，懸崖
峭壁，蒼松翠柏，河流清澈，如人間仙境一般，途中參觀【三友洞、烏龜石】等自然景觀，還安排【草
原上騎馬】
（自費）
，當您騎著駿馬，賓士于草原與山林之間，您就是“貴族”，您就是“王爺”，您
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心曠神怡，逍遙自在的感覺，您在這裡真正體會到遊牧人悠閒自得的生活。最後
乘車反回【烏蘭巴托】（80 公里），抵達後參觀烏蘭巴托市商業街——【國家大商場】、
【“戈壁”羊
絨衫專賣店】，在這裡您可以購買到羊絨衫、皮製品、蒙古地毯、歐洲巧克力、俄羅斯魚子醬、韓國
和日本的化妝品等。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蒙式西餐 RMB80

晚餐

韓式風味餐 RMB80

住宿
華美達酒店（RAMADA HOTEL）

Day12

烏蘭巴托 CA 902

1150/1355 /北京

早上前往機場搭機赴北京，抵達北京後專車前往市區前門大街逛街購物，今晚安排北京烤鴨風味餐，
餐後前往酒店休息！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

烤鴨風味餐

Day13

住宿
機場過境酒店

北京 CA 185

0835/1145 /台北

今日早上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難忘的蒙古帝國 13 天之旅。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2019 年：8/17

出發日期
現金優惠價

8/31

$89900 元

訂金:20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200 萬旅行業

費用包含

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
送(限桃園以北；超過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 $500 元)。

費用不含

護照工本費、台胞證、床頭、禮貌性質小費等、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
銷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