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然東北﹏長白山天池、鏡泊湖、伏爾加莊園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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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安排： 
瀋  陽－故宮、滿清一條街、張氏少帥府、趙四小姐樓、中街步行街、老龍口酒廠博物館 
長白山－長白山北景區（含環保車）、綠淵潭、天池（含倒站車）、長白瀑布、聚龍溫泉群（
贈送水煮雞蛋每人一支）、途觀美人松及白樺林 
鏡泊湖－鏡泊湖大峽穀、朝鮮民族村、紅箭門、東夏烽火臺、四季不凍高升井、許願泉 
伏爾加－伏爾加莊園、聖尼古拉教堂、巴普洛夫城堡、米莎精品商店、俄羅斯表演（週一停演）
哈爾濱－啤酒博物館（品鮮釀啤酒一杯）、聖索菲亞教堂廣場、防洪紀念塔、斯達林公園、中
央大街（贈送馬迭爾冰棒每人一支） 
吉  林－北山公園、滿族博物館（週一閉館）、世紀廣場、車游松江中路、天主教堂外觀 
 
●餐    食： 
中式合菜 R40、農家宴風味 R40、楊麻子大餅 R40、韓式烤肉風味 R50、山珍宴風味 R40、魚
宴風味 R40、酒店內合菜 R50、醬骨風味 R50、俄羅斯西餐 R128、餃子宴風味 R40、原味齋
烤鴨 R50 
 
●豪華住宿：  
瀋  陽－准★★★★★龍之夢瑞峰酒店或同級 
通  化－准★★★★★長白山南麓酒店或同級 
長白山－准★★★★★金水鶴酒店或長白天地或同級 
牡丹江－准★★★★★儷萊酒店或同級 
伏爾加－准★★★★伏爾加莊園酒店或同級 
吉  林－准★★★★★維也納酒店或同級 
 
●購 物 站： 
全程無購物站（可車購大棗、木耳、藍莓） 
※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無
壓力，自由選購。 
 
●無自費： 
 



●貼心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酒店介紹： 
【龍之夢瑞峰酒店】瀋陽龍之夢大酒店位於瀋陽東部經濟區核心地帶，緊鄰眾多線路雲集的龍
之夢公交樞紐和地鐵一號線滂江街地鐵站， 酒店絕佳的商業地理位置，將為您的出行提供最
便利的選擇和最快捷的服務。 瀋陽龍之夢大酒店擁有各類豪華客房 323 間，經過著名設計師
以落地窗設計，攬窗遠眺，盡享城市美景。 

   
【金水鶴酒店】長白山金水鶴溫泉國際酒店距離著名的長白山北景區山門僅 30 公里，自駕出
行半小時左右即可到達北景區。長白山北坡酒店預定應時下之所需，開創性地將自然、文化
、溫泉以及奢享與酒店服務融為一體，並注入地域風格，呈現了屬於長白山的人文魅力與國
際性的酒店風範。這裡就像一個天人合一的美好家園，傳承著精緻而獨特的酒店文化。 

   

 

◎參考航班： (以下航班，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程別 出發地 到達地 班機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去程 桃園 瀋陽 ZH-9078 17：20 20：35 

回程 瀋陽 桃園 ZH-9077 12：40 16：15 

 
第 1 天 桃園//瀋陽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由我們為您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瀋陽】。 
 
餐食 /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XX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准★★★★★龍之夢瑞峰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瀋陽【故宮、滿清一條街、張氏少帥府、趙四小姐樓、中街步行街】/3.5H 通化 

【瀋陽故宮】是遼寧六大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始建於後金天命十年(西元 1625 年)，建成於崇德

http://www.cbs-jsh.com/
http://www.cbs-jsh.com/Room_reservation.asp


元年（西元 1636 年）後經康熙及乾隆皇帝擴建始有現今規模，在舊城中央的故宮是清初努爾哈

赤和皇太極的皇宮，清入關後爲康、乾、嘉、道等帝王東巡行宮。整個皇宮樓閣聳立，殿宇巍

然，雕梁畫棟，富麗堂皇，是現存僅次於北京故宮、最完整的皇宮建築。清朝遷都北京後，改

為《陪都宮殿》，現為《瀋陽故宮博物院》。 

【滿清一條街】大都依清朝建築風味而建，再加上古色古香故宮，走在這裡可說是古味十足。這

條街上除了餐館、民生用品店外，最主要的是街上的「古玩城」，來這的旅客大部份是來看玉、

銅器、瑪瑙、羽毛畫等物品，來這裡請謹記，即使店內標示不二價也請您一定要殺價。如果想

買一些輕巧又有特色的紀念品，建議讀者可選擇滿族小包包、小泥人……等小玩意，贈人自用兩

相宜。 

【張氏帥府】張學良故居又稱〝少帥府〞，是原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官邸，1988 年更

成立了『張學良舊居陳列館』，保留文物重點以供參觀。 

【趙四小姐樓】少帥與趙四小姐的經典愛情故事就發生在這裏，帥府後面的趙四小姐樓的小小

陽臺上這棟小樓記錄了這位不凡的女性多少綿綿情意。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40   晚餐：農家宴風味 R40 
住宿 /准★★★★★長白山南麓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通化/4H 長白山【長白山北景區（含環保車）、綠淵潭、天池（含倒站車）、長白瀑

布、聚龍溫泉群（贈送水煮雞蛋每人一支）、途觀美人松及白樺林】 

【長白山北景區（含環保車）】是一座休眠火山，據史料記載，從十六世紀以來曾有過三次噴

發。由於長白山獨特的地理構造，其景觀也綺麗迷人，30 多處景觀，處處秀麗誘人、馳名中

外，登上群峰之冠，可謂"一覽眾山小"，令人大開眼界，歎為觀止！ 



【綠淵潭】位於北坡景區長白山嶽樺林景觀帶內，有一簾瀑布自峭壁直瀉而下，匯成一汪碧潭。

綠淵潭掩映在高山嶽華林中碧綠如璞玉，潭內的遊魚穿梭其中，整個畫面清新生動。當綠淵潭

雲霧繚繞時，其翠色濃厚，仿若一塊碧玉點綴在山林怪石間，很是漂亮。 

【天池（含倒站車）】是中國最大最深的火山湖，天池湖面面積 10 平方公里，是一個巨大的天

然水庫，在周圍十六座山峰的環抱中，沉靜清澈的天池猶如一塊碧玉一般。 

【長白瀑布】長白瀑布位於天池北側，因系長白山名勝佳景，故名長白瀑布。水勢湍急，一眼

望去，像一架斜立的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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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雞蛋，頃刻即熟。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山珍宴風味 R40   晚餐：韓式烤肉風味 R50 
住宿 /准★★★★★金水鶴酒店或長白天地或同級 
 

第 4 天 長白山—4H 鏡泊湖【鏡泊湖大峽穀、朝鮮民族村、紅箭門、東夏烽火臺、四季不凍高

升井、許願泉】-1.5H 牡丹江 

【鏡泊湖大峽穀】位於鏡泊湖風景區的附近，也被稱為“中國野浴穀”，這是三萬年前新生代

火山熔岩流形成的、非常獨特的堰塞峽谷景觀。金秋之時，鏡泊大峽穀被五花山色、群山峻嶺

環抱著，這片金燦燦的山坳像海市蜃一樣的夢幻。景區內自然景觀奇絕，奇岩怪石夾峙的河谷，

溪水澈流，時而鑽入岩下，時而噴湧而出。這裡有落花流水的花溪池，碧波盪漾的映山湖，雄

渾磅薄的小三峽。在這裡水的溫柔秀麗，山的偉岸壯觀、石的奇異寧靜組合成了一幅景色清幽

的畫卷。主要景觀：許願泉、四季不凍高升井、紅箭門、東夏烽火臺、朝鮮民族村等。 

【朝鮮民族村】建築主體充分體現了朝鮮族的傳統習俗和風格，使朝鮮族文化、長白山文化、

鴨綠江文化與鄉村環境、田園風光和城鎮生活有機結合；在產業發展上，長白朝鮮族民俗村以

旅遊開發為主、生態特色農業為輔。 

【紅箭門】：朝鮮族的圖騰之一，本來是朝鮮族，豎立在廟宇宮殿等處的大門橫梁有鑲

嵌著三隻紅箭的盾牌故稱「紅箭門」。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魚宴風味 R40      晚餐：酒店內合菜 R50 
住宿 /准★★★★★儷萊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牡丹江/4H 伏爾加【伏爾加莊園、聖尼古拉教堂、巴普洛夫城堡、米莎精品商店、俄

羅斯表演（週一停演）】 

【伏爾加莊園】距離哈爾濱市乘車只需 30 分鐘，交通十分便利。莊園的特色是以 1:1 的比例

復建了數十座俄式的經典建築群，多以俄羅斯十七、十八世紀古建築為設計藍圖，部份因文革

被銷毀的老建築，在這裡得以重生，更形成一個滿載俄國風的主題園區 ，讓遊人感受陣陣的

異國風。伊維爾祈禱所、聖水井、小白樺、別墅、巴甫洛夫城堡、巴尼亞俄式洗浴、凡塔吉亞

俱樂部、柏格得力酒堡、童話園、米尼阿久爾餐廳、小夜鶯咖啡廳等 20 多個經典的俄式建築，

遊客可盡情進行遊覽拍照，是理想的養生休假勝地。 

【聖尼古拉大教堂】復建的聖尼古拉教堂曾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見證了百年的城市變遷。

大教堂於 1900 年 12 月竣工，被譽為「遠東第一東正教堂」，哈爾濱人稱之為「喇嘛台」。

主體為八面體圓形建築，四周被迴廊和幾處突出的半圓形祭壇環繞，主入口上方建有高聳的

鐘樓，南北兩側均略凸成為次要入口。這座教堂的建築比例均稱，布局錯落有致，造型和諧

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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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里曾走出過二

位沙皇，後期歷經滄桑，做過學校、醫院、警察局等，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堡之一。

剛柔並濟，紅磚色的外觀，古樸神秘，其內部正在展出俄羅斯油畫和工藝美術品，遊客在這

裡可以盡情領略俄羅斯藝術的魅力。 

【俄羅斯表演】俄羅斯民族能歌善舞，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民族歌舞藝術，其鮮明的民族特色和

高超的技巧在世界歌舞史上大放異彩。伏爾加藝術團由俄羅斯專業演員組成，每季更換一次

節目單。根據每不同節慶活動還會為遊客準備俄羅斯歌舞巡遊、聯歡晚會等娛樂活動。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醬骨風味 R50           晚餐：俄羅斯西餐

R128 

住宿 /准★★★★伏爾加莊園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伏爾加/1H 哈爾濱【啤酒博物館（品鮮釀啤酒一杯）、聖索菲亞教堂廣場、防洪紀念塔、

斯達林公園、中央大街（贈送馬迭爾冰棒每人一支）】/4H 吉林 

【啤酒博物館（品鮮釀啤酒一杯）】：始於 1900 年的哈爾濱啤酒是中國最早的啤酒，百餘年來



釀造了這個城市獨特的味道。哈爾濱啤酒博物館也是目前國內較大的啤酒博物館，館內集復古

還原、多感體驗、圖文等多種展示方法，直觀再現哈爾濱啤酒的百年進程，讓您零距離多角度

體驗哈爾濱啤酒對品質的一貫堅持，並可空中參觀酒廠生產流程，見證如何釀造一杯好啤酒。

更有許多特色的互動體驗 ， 多媒體互動體驗，運用創新高科技和多媒體互動裝置，生動還原

啤酒歷史，趣味展現啤酒文化，傳遞獨特啤酒享受。工廠步道，即能體驗到動感的多媒體畫面

也能看到亞洲較大的啤酒釀造工廠的全貌。動感影院，在視覺和身體體驗上給觀眾帶來全新的

娛樂效果，猶如身臨其境，緊張刺激。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是遠東區最大的東正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築的典型代表，氣勢恢弘，精

美絕倫；教堂的牆體全部採用清水紅磚，上冠巨大飽滿的洋蔥頭穹 

頂，統率著四翼大小不同的帳蓬頂，形成主從式的佈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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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紀念塔】防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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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紀念 

【斯達林公園】沿著松花江而建的寬敞的人行步道，一整排高大松樹，茂盛的枝葉，將整個公

園點綴的非常悠閒。後而驅車前往長春。 

【中央大街】前往充滿異國風味的哈爾濱第一街兩旁林立的商店，吸引了來往的行人，成為哈

爾濱最主要的商業街。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餃子宴風味 R40      晚餐：三套碗風味 R50 
住宿 /准★★★★★維也納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吉林【北山公園、滿族博物館（週一閉館）、世紀廣場、車游松江中路、天主教堂外觀】

/4.5H 瀋陽 
【北山公園】位於吉林省吉林市西北，始建於 1924 年，是吉林市重要的旅遊勝地，地處市中 
心。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林。占地萬平方米，以山地景觀為主，主峰海拔 270 米。園 
內峰巒疊翠，亭臺樓閣遍佈，一座臥波橋把一池湖水分為東西兩部分，夏季湖中荷花盛開，微 
風起時，花香四溢。北山公園山上有建於清朝年間的古寺廟群，佛、道、儒三教雜糅相處，獨 
具特色。公園內建有諸多的亭、橋、廊、榭，點綴於林木蔥鬱、景象幽深的山間。昔日“吉林 
八景”中，北山以“北山雙塔”、“藥寺晚鐘”、“德碑夕照”而著稱。 
【滿族博物館】坐落在吉林市船營區德勝街 47 號原王百川大院內。王百川為字，名王富海， 



曾任吉林、長春永衡官銀錢號經理、總經理，吉林大興公司董事長，是民國末年和偽滿時期樂 
善好施的吉林大富紳之一，相傳偽滿時期修建吉林大橋曾捐钜款。這座居宅是 1932 年修建的， 
為二進院落，共有房屋二十三間，采南北中軸線佈局，組成當年也是以後吉林地區規模最大的 
四合院建築群。先後將其列入市級和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幾經修葺，煥然一新。 
【世紀廣場】位於吉林市博物館和松花江南岸之間。是吉林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的風景園林。 
博物館建築群是廣場南部觀賞性很強的背景裝飾景觀。音樂噴泉廣場由每座長 50 米、寬 18

米 
的三座大型音樂噴泉組成。國旗平臺由東西排列的 12 面彩旗作為襯托，形成一個 7000 多平

方 
米的場地，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舉行大型活動的理想去處。“世紀之舟”巨塔高 50 米，頂 
端設有觀禮平臺，可鳥瞰“江城”秀色。望江平臺臨江而建，是觀賞松花江和兩岸風光的好去 
處。 

【松江中路沿途風光】是吉林市一條主要景觀道路。廣場外的江面上，還建造一處彩色噴泉，

噴射的水柱高達 100 米，並襯有燈光水幕，伴隨音樂噴發在空中，在陽光的照身下形成彩虹，

蔚為壯觀。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楊麻子大餅 R40    晚餐：原味齋烤鴨
R50 
住宿 /准★★★★★龍之夢瑞峰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瀋陽【老龍口酒廠博物館】//桃園 

【老龍口酒廠博物館】瀋陽老龍口酒博物館現為國家 AAA 級旅遊景區、全國工業旅遊示範點、

遼寧省及瀋陽市科普教育基地。博物館以其鮮明的主題和獨特的酒文化魅力，向觀眾展示中華

民族傳統酒文化、中國傳統釀酒的工藝流程和老龍口三百餘年釀酒發展歷史過程，是一座集欣

賞性、宣傳性和教育性於一體的知識殿堂，是傳播中國酒文化的重要視窗。 

 

住宿 / 溫暖的家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XXX 

 

◎所有內陸之海陸交通、食宿及遊覽，均由公營旅遊單位負責安排，鑒於目前仍有國家制度限

制，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飯店、交通工具若臨時更改，一切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

，造不便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