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北雙點中朝邊界、船遊鏡泊湖、長白山、紅海灘7日 

★特色介紹： 

 
【伏爾加莊園】是俄羅斯古典建築的“大觀園”一點也不為過。園區內數十座精美別致的建築，都仿
製曾在哈爾濱市市民心中佔有特殊地位的著名的俄羅斯古典建築，其中大部分原建築因種種原因已經
不存在。 

【船遊鏡泊湖】是歷經五次火山爆發，由熔岩阻塞河流形成的高山堰塞湖，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山湖
泊。 

 

【吊水樓瀑布】這兒是鏡泊湖水瀉入牡丹江的出口，只有身臨此處，才知道當地稱為吊水樓，真是恰
如其分。 

 

【長白山坡天池】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曾有過三次噴發，由此形成了長白山獨特的地質地貌，天

池是火山噴發自然形成的我國最大的火山口湖，長白山的這座天池是海拔最高，也是面積最大的。 



 

【船遊鴨綠江】鴨綠江因為水的顏色而得名，感受鴨綠江邊境風光，那碧綠的江水，猶如雄鴨脖頸的

瑩綠，先人們便稱其為鴨綠江，與朝鮮碧潼、清水、義州、新義州隔江相望。 

 

 
 

【紅海灘國家風景廊道】織就紅海灘的是一棵棵纖弱的堿蓬草。也是惟一一種可以在鹽鹼土質上存活

的草。她每年 4 月長出地面，初為嫩紅，漸次轉深，10 月由紅變紫。於光陰荏苒中，釀造出一片片

火紅的生命邑澤。 

 



【瀋陽故宮】全國現存至今清朝最早的宮殿建築群，是滿清在入關前所建造的皇宮。 

 

 

◆不進購物站(車上推薦當地特產無壓力) 

◆無自費 
 

★ 備註： 

(此行程為特殊旅遊路線及季節性商品，住宿服務條件、景區狀況、餐食及路況無法與大城市相並
論，會因當時狀況調整，在此說明，敬請見諒)  

 

一．因東北地處內陸，且一年中有半年為白雪覆蓋，故東北餐食多為木耳、馬鈴薯及燉菜等易保存的
食材居多，菜色重覆性較高，菜色及用餐環境不如預期，敬請見諒。 

二．東北部份地區(長白山、敦化、鏡泊湖、牡丹江、通化等．．)城市建設不如大城市，城與城之間
車程時間及行程，故會因環境氣候等條件而不如預期，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三．團隊門票按團隊優惠價核算，故兒童及老年優惠門票無法再退。 

四．東北房間按照以上酒店雙標間，如有需求大床或加床按不同酒店另行報價，並無法保證一定有。 

五．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評比酒店星等時間長或酒店本身無申請評定星等之計畫，但其酒店之設
計、設施及服務，均按各星等之標準設立，倘遇此狀況，酒店會冠以『準』字為代表，例如：準５
星、準４星、準３星…等等。 

六．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
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
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七．大陸地區遊覽車均為冷（暖）氣巴士，但其遊覽車設計的座位間距較台灣窄，敬請見諒。 

八．團員自願放棄行程不退任何費用。 

九．團票不可退票/不可延期/小孩同大人價。 

 

★團費說明： 

團費包含：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團費不含： 不含小費,不含接送費,不含簽證費用 

 

★航班參考：(航班時間以說明會時間為主) 

天數 出發日期 抵達日期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08:10 11:40 TPE/HRB(哈爾濱) 長榮航空 BR768 

第 7 天 14:35 18:00 SHE(瀋陽)/TPE 立榮航空 B7109 



 

★行程內容：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哈爾濱(伏爾加莊園、船遊伏爾加河、普希金沙龍展、巴甫洛夫城堡、小白樺餐

廳、尼古拉教堂、俄式木屋) 

 

今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直飛哈爾濱，【哈爾濱】黑龍江省南部；氣候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

候，冬季嚴寒漫長，夏季涼爽短促，有「冰城」、「夏日勝地」之稱，是冰雪旅遊和避暑勝地。哈爾

濱的城市建築風格別具風韻，很多俄式，歐式建築遍布市區，被譽為「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

黎」。 

 

【伏爾加莊園】位於哈爾濱市香坊區，占地面積 60 萬平方公尺，距離哈爾濱市中心地帶 20 公里，從

哈爾濱到該景區乘車只需 30 分鐘。莊園以俄羅斯文化爲主題，集會議培訓、休閒娛樂、文化沙龍、

冰雪活動、戶外運動等功能爲一體的文化旅遊度假區。莊園地理環境優越，大體呈不規則多邊形，地

勢平坦，三面環水，有大片的人工林、人工湖和灘塗濕地，園內植被繁茂，與經典的俄式建築點綴相

映，蜿蜒曲折的阿什河流過整個景區，河水清幽，微風徐來，向您緩緩的展示一脈旖旎的異國風光。 

 

【船遊伏爾加河】乘船遊覽莊園別有一番情趣，天空碧藍如洗，綠樹掩映、花草層疊，各色建築點綴

其間，美輪美奐，讓人目不暇接。 

 

【普希金沙龍】按照 19 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建成，獨特的磚結構牆面、對比強烈的配色向人們展

示著它別具一格的魅力。土紅色的磚石壘砌成美麗的十字花形遍佈建築外觀，磚結構鏤空工藝也在這

座建築得以體現。在沙龍門口佇立著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銅雕，以此向明媚而略帶哀傷的俄羅斯

文學藝術致敬。 

 

【巴甫洛夫城堡】莊園最有吸引力的建築之一，也是新人們最期盼的婚禮場地。踏上幸福橋遠眺的那

一刻，人們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會落在這座雄渾美麗的城堡之上。巴甫洛夫城堡由俄羅斯著名設計師

弗‧弗‧布列恩於 1795-1797 年設計。它歷經滄桑，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堡，曾經做過醫院、

警察局、監獄等場所。現在這座城堡靜默的佇立在伏爾加河畔，每當傍晚的時候，夕陽的餘暉將城堡

籠罩在溫暖而昏黃的光芒之中，仿佛時間靜止，人們常常會不自覺的在此尋覓俄羅斯歷史的痕跡，一

切都顯得如斯靜謐美好。 

 

【小白樺餐廳】俄羅斯著名設計師拉別奇在參加巴黎國際展覽會時設計的作品，建築從四個方面看都

是正面，堪稱世界經典建築之一。它屬於 19 世紀俄羅斯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在建築的正面和其他細

部有大量的木雕刻。 

 

【尼古拉大教堂】是一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隨著 1898 年中東鐵路的修建，俄羅斯人進入哈爾濱，

東正教也隨之而來。聖尼古拉大教堂於 1899 年 10 月 13 日奠基，1900 年春動工，至 1900 年 12 月竣

工。教堂建成後被譽為《遠東第一東正教堂》，被哈爾濱人稱為《喇嘛台》。 

 

住宿：準五★瑞辰酒店或雅悅精品酒店或同級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東北醬骨風味 RMB40/人       晚餐 O：東北火鍋 RMB50/人 

 

★第 二 天   哈爾濱(聖索菲亞教堂廣場、哈爾濱大劇院外觀、防洪勝利紀念塔、史達林公園、中央大

街) —4H 牡丹江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位於哈爾濱市內，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築的典型代表。

1996 年 11 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巍峨壯美的聖索菲亞教堂，構成了哈爾濱獨具異國情

調的人文景觀和城市風情，同時，它又是沙俄入侵東北的歷史見証和研究哈爾濱市近代歷史的重要珍

跡。 

 



【哈爾濱大劇院外觀】2016 年被評為世界最美建築。位於哈爾濱市松北區文化中心島內，外部圍護

結構為鋼結構殼體，採用了異型雙曲面的外型設計，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  

 

【防洪勝利紀念塔】位於哈爾濱市道裏江岸中央大街終點廣場。1957 年，特大洪水威脅哈爾濱市，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洪水被戰勝了，於是 1958 年建立此塔，以誌紀念。 

 

【史達林公園】是松花江畔避暑遊覽地之一，與太陽島隔江相望。建於 1953 年，原名江畔公園。公

園以防洪勝利紀念塔為中心，以俄羅斯古典式建築風格、遍佈全園的五色草花壇，以及天鵝展翅、三

少年等十六組藝術雕塑而弛名。夏季，江水送爽，綠柳成蔭，臨江寬闊的天然浴場，是遊人的消暑勝

地；冬季，放眼觀賞北方冰雪世界，賞心悅目，奇妙無比。 

 

【中央大街】最繁華商業中心，享受北國自在的購物情趣，市內中央大街上充滿俄羅斯、法式建築物

風情，在此可讓您體驗北國人士之風土人情。 

 

住宿：準五★儷萊國際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春餅風味 RMB40/人           晚餐 O：特色醬骨風味 RMB40/人 

 

★第 三 天  牡丹江—2H 鏡泊湖含電瓶車(鏡泊湖遊船、遠眺毛公山、吊水樓瀑布)—5H 長白山 

 

【鏡泊湖】是歷經五次火山爆發，由熔岩阻塞河流形成的高山堰塞湖，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山湖泊。以

天然無飾的獨特風姿和峻奇神秘的景觀而聞名於世，是國家著名風景區和避暑勝地，鏡泊湖是一個充

滿詩情畫意的湖，民間有紅羅女等許多優美動人的傳說。它東有老爺嶺，西靠張廣才嶺，鏡泊湖就像

一面明鏡，鑲嵌在兩座山嶺之間。  

 

【吊水樓瀑布】這兒是鏡泊湖水瀉入牡丹江的出口，只有身臨此處，才知道當地稱為吊水樓，真是恰

如其分。此處有一道大壩，水從壩上往下沖，形成一個落差約 20 公尺，寬約 40 公尺的瀑布。瀑布下

的石塊受到沖擊，年深日久，淘挖磨蝕成圓柱形的深潭，深達數十米。周圍還有涼亭和鐵鏈圍欄，供

遊人站在瀑布上面岸邊觀瀑。 

 

 【遠眺毛公山】是毛澤東仰臥的形象，睡臥群山之間，遠遠望去其形狀恰似毛澤東的頭部跟身體。 

 

住宿：準五★金水鶴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鏡泊湖魚宴 RMB40/人         晚餐 O：山 珍宴 RMB50/人 

 

★第 四 天  長白山北坡風景區含環保車(長白山瀑布、大天池+到站車、溫泉群、送溫泉玉米+雞蛋)—

5H 通化 

 

【長白山風景區+含環保車】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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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天池+含到站車】遊覽，（視天氣而定），天池是火山

噴發自然形成的我國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三江之源。因它所處的位置高，

水面海拔達 2150 米，所以被稱為“天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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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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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池的另一邊是北朝鮮的領土，中韓的國界從天池中橫過，因此有很多南韓人來

此旅行，遠遠眺望天池另一邊他們，迄今無法跨越的國土。後欣賞【長白瀑布】，高達 60 餘米，很

壯觀，是松花江的一個源頭，是瀑布群中最為壯觀的一個，位於天池北側，系長白山名勝佳景。由於

落差大，在兩條玉龍般的水柱猛烈沖而下，濺起數十米高的霧氣茫茫的水花。【溫泉群】長白溫泉有

「神水之稱」，長白山溫泉屬於高熱溫泉，多數泉水溫度在攝氏 60 度以上，最熱泉眼可達 82 度。  

 

住宿：準四★曼福特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O：農家宴 RMB50/人 



 

★第 五天   通化—4H 丹東(虎山長城、一步跨、船遊鴨綠江、遠觀斷橋) 

 

【虎山長城】因兩個並排高聳山峰，狀似兩隻豎立的虎耳，亦稱虎耳山，虎山突起于鴨綠江邊，平地

孤聳，視野開闊，對岸朝鮮的田地、房屋一覽無餘。 

 

【一步跨】一步跨是中國距朝鮮最近的地方之一，因最近處一步就能跨到朝鮮而得名。在這裡遊人不

但能近距離的看到朝鮮人民生活、勞動以及工作的場面。 

 

【船遊鴨綠江】鴨綠江因為水的顏色而得名，感受鴨綠江邊境風光，那碧綠的江水，猶如雄鴨脖頸的

瑩綠，先人們便稱其為鴨綠江，景區位於鴨綠江中下游，與朝鮮碧潼、清水、義州、新義州隔江相

望，江水蜿蜒舒緩，兩岸峭壁嶙峋，林木鬱鬱蔥蔥，形成了絢麗多彩的自然景觀，古代城堡遺址，明

代萬裏長城遺址、近代戰爭遺跡，現代橋樑和大型水利工程，組成豐富的人文景觀，風景區分為六大

景區，即江口、大橋、虎山、太平灣、水豐、綠江景區，景觀資源非常豐富。 

 

【遠觀斷橋】斷橋是抗美援朝時期被美軍轟炸機炸斷，現在只剩下一半的橋身幾座橋墩，上面大炮和

子彈的痕跡清晰可見，彷彿讓您回到了那戰火硝煙的年代。 

 

住宿：準五★萬達嘉華酒店或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O：韓式烤肉 RMB50/人 

 

★第 六 天    丹東—4H 盤錦(紅海灘廊道國家風景區)—2.5H 瀋陽 

 

【紅海灘國家風景廊道】南起二界溝混江溝大橋、北至接官廳大橋與旅遊路介面，全長 18 公里。是

紅海灘面積最大的景區，在這裡你可以漫步於木棧道、看紅如熾焰的堿蓬草在海岸線上無限延伸，而

紅海灘遠處的油井在夕陽下更是一副迷人的畫卷。秋天來此還能看到金黃色的稻田與紅海灘相呼應，

以及成群的候鳥展翅於灘塗的深處。四月初紅海灘的堿蓬草為嫩紅色，之後顏色會逐漸轉深，至十月

將由紅變紫。 

 

織就紅海灘的是一棵棵纖弱的堿蓬草——即一種適宜在鹽鹼土質——也是惟一一種可以在鹽鹼土質上

存活的草。她每年 4 月長出地面，初為嫩紅，漸次轉深，10 月由紅變紫。她不要人撒種，無需人耕

耘，一簇簇，一蓬蓬，在鹽鹼鹵漬裡，年復一年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於光陰荏苒中，釀造出一片

片火紅的生命邑澤。 

 

★紅海灘觀賞日期為 5 月至 10 月，因天侯因素不同季節不同顏色，此為自然景點純欣賞～敬請見

諒。 

 

住宿：五★龍之夢酒店或綠城喜來登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河蟹風味 RMB80/人        晚餐 O：李連貴熏肉大餅 RMB80/人 

 

★第 七天      瀋陽(故宮、少帥府、趙四小姐樓、滿清一條街)/桃園機場 

 

【瀋陽故宮】全國現存至今清朝最早的宮殿建築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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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氏少帥府】位於沈河區朝陽街少帥府巷 48 號，是原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千古功臣張學良父子

的官邸和舊居。又稱“大帥府”、“少帥府”。始建於 1914 年（民國三年），1933 年建成。全部面

積達三萬六千多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占二萬七千平方米。分為東、中、西三座院落，以及部分院外

建築。內有儀門、會客廳、書房、花園、大青樓、小青樓。 



  

【趙四小姐樓】位於瀋陽張學良舊居“大帥府”東墻外，與帥府僅隔一條窄窄的衚同。小樓建築面積

四百多平方米，裝飾精美，華美秀氣。據說當初趙四小姐住進後，把自己的臥室設在樓上西北角，儘

管比其他房間陰冷一些，但可以抬眼望見帥府內“大青樓”裏張學良辦公室的燈光。 

 

【滿清一條街】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街上共有牌坊三百多個，整條的整體布局為紅色，保存了

清代的風俗習慣、滿族的建築風格，步行在此街上，儼然就像回到了清代。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吊爈餅烤鴨 RMB40/人            晚餐 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

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