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長白山、哈爾濱、瀋陽、大連 豐富八日遊
【大連－哈爾濱高鐵】
行程特色
✿ 精選東北三省四大名城：瀋陽、大連、哈爾濱、吉林，全方位感受東北的獨特文化。
✿ 包含各景區內之電瓶車以減少步行之苦：長白山風景區+環保車..太陽島風景區+電瓶車。

●【購物安排】●★不進購物站。●【自費安排】● ★全程無自費。
第一天 桃園哈爾濱(關東古巷)

參考航班: BR768 1030/1355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東北第一名城—哈爾濱。
【關東古巷】建築面積 9200 平方米的巷子整體以中華巴羅克式建築風格為主，還原“闖關東”
時期哈爾濱的市井面貌，讓遊人在品嘗美食、觀看表演、動手操作中全面體驗闖關東時期當地的
風土人情，真實感受關東生活。晚餐後入往酒店休息。
早：X
午:X
晚: 哈爾濱記憶餐廳 80
宿:哈爾濱松北萬達嘉華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哈爾濱-吉林（北山公園、隕石博物館、世紀廣場、松江中路）
早餐後前往【北山公園】，位於吉林市區西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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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隕石博物館】：吉林隕石雨標
本陳列於吉林市隕石博物館內展覽大廳，這也是中國唯一的隕石博物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一塊
石隕石，吉林隕石雨散落面積之大、重量之巨、數量之多、收集之豐，均為世界罕見。前往【世
紀廣場】由博物館建築群、旱噴泉、國旗平臺“世紀之舟”巨塔、音樂噴泉、望江平臺等部分組
成。【松江中路】是吉林市一條主要景觀道路，路上面鋪設彩色廣場磚和花崗岩石板，沿路外側
安裝了美觀有吉林特色的欄杆和園林燈。沿線設有大大小小 6 個廣場，被設計成下沉式，外呈園
弧狀，使岸線型式流暢秀美。白天，在高架路上漫步，可以貼近江水，景色壯闊，令人心曠神怡；
入夜，型式各異的 724 盞庭園燈、單罩燈、廣場燈、五球花燈，大放光明，一片璀璨。廣場外的
江面上，還建造一處彩色噴泉，噴泉的水柱高達 100 米，並襯有燈光水幕，伴隨音樂噴發在空中，
在陽光的照射下形成彩虹，蔚為壯觀。站在江堤上，既可以領略到吉林"外灘"的風貌，又可以觀
賞霧全景。松江中路為遊人和市民提供一個觀光休閑的好去處。
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合菜 50
晚:滋補鹿宴 60
宿:吉林紫光苑大酒店或 金茂翡翠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吉林-長白山(長白山風景區(含環保車、導站車)、大小天池、溫泉群(不含泡湯)
、地下森林、長白山瀑布）
早餐後前往【長白山】以其雄偉壯觀、博大神秘的原始風光和火山地貌以及神秘的天池之謎著稱
於世，是中國八大名山之一。後前往著名的【長白山景區】，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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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池】呈橢圓形，是火山噴發自然形成的火山口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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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以神秘
莫測之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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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森林】亦稱穀底林海，是一處
火山口森林，長白山谷底林海距長白山冰場東 5 公里，洞天瀑北側，穀底穀松參天、巨石錯落，
人稱穀底人家，為長白山海拔最低的勝景區。後前往遊覽【長白瀑布】，到過長白山的人，都為
那宏偉壯觀、奔騰不息的長白瀑布所迷戀！那銀流似從天而降，落地如雷聲貫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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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
布口有一巨石名曰“牛郎渡”，將瀑布分為兩股。兩條玉龍似的水柱勇猛的撲向突起的石灘，沖
向深深的谷地，濺起幾丈高的飛浪，猶如天女散花，水氣彌漫如霧，仿佛“銀河落下千堆雪，瀑
布飛流萬縷煙”。幾十裏外可聞咆哮聲，勢如萬馬奔騰，景象十分壯觀。遊人無不駐足仰望，感
慨萬千。
早：酒店早餐
午: 中式合菜 50
晚:長白山珍宴 60
宿:金水鶴國際酒店 或 長白山長白天地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長白山-長春（偽滿皇宮、偽滿八大部車遊、文化廣場外觀）
早餐後前往。【偽滿皇宮】，其位於長春市的東北角是清朝在偽滿州國時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愛新
覺羅，溥儀的宮殿。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決定成立偽滿洲國執政府，以~愛新覺羅溥儀
~為“執政”，定“都”長春改長春為“新京”，同年 2 月 18 日宣佈偽滿洲成立，至今保存完
好，這棟混合中國古典、日式、歐式風格的建築，也是滿清最後一任皇帝溥儀被囚禁 14 年的地
方，1931 年~1945 年，長春市淪為“偽滿洲國”首都，【文化廣場】原名地質宮廣場坐落於長春
市中心，總面積約 20.5 公頃，歷史上曾是偽滿州國的國都廣場，【偽八大部】當年日本重要的行
政機構。
早：飯店早餐
午:中式合菜 50
晚:人參雞風味 60
宿:益田福朋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五星)

第五天

長春-瀋陽(故宮、少帥府、趙四小姐樓、滿清一條街)

早餐後前往參觀清太祖、太宗所建的皇宮【瀋陽故宮】，瀋陽故宮始建於後金天命十年（西元 1625
年），建成於崇德元年（西元 1636 年）後經康熙乾隆擴建始有現規模，是中國現存僅次於北京故
宮的最完整建築。隨後前往棋盤山清城以滿清文化爲歷史底蘊，建造一個滿族民俗文化主題公
園，園內建築結構仿北京琉璃場，建築風格仿蘇州園林。續前往【少帥府】參觀．少帥府是清末
民初東北軍閥張作霖府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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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小樓可稱是中外建築
文化的合壁之作，既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描金彩繪，也有鮮明歐式建築特色的雕刻廊柱。之後
前往【滿清一條街】，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街上共有牌幌三百多個，整條的整體佈局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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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
在瀋陽最熱鬧的街中逛一逛自由購物。
早：飯店早餐
午: 中式合菜 50
晚:遼寧吊爐餅烤鴉 60
宿: 瀋陽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 綠城喜來登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瀋陽-(車程約 4H)-大連（中山廣場、人民廣場、百年城雕、北大橋、俄羅斯風情
街海產超市）
早餐後乘車前往海濱城市-大連，午餐後遊覽【中山廣場】初建於沙俄占領時期，當時稱尼古拉耶
夫廣場，是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字命名的。日本占領時期稱大廣場。解放後為紀念孫中山先
生，改名為中山廣場。中山廣場呈圓形，直徑 168 米，有十條大道從這裏通向四面八方。周圍建
築大多建於本世紀初，有羅馬式的、哥特式的、文藝複興風格等，歐味很濃。續前往【人民廣場】
是大連的行政中心，總面積 12.5 萬平方米，北面是大連人民政府，東西分別是公安局、法院、
檢察院。人民廣場南部是一座升旗臺和大型音樂噴泉。每當廣場四周傳出舒緩悠揚的世界名曲，
音樂噴泉 6 米高的水簾一瀉而下，在燈光的映襯下，宛如銀河落入廣場。 人民廣場周圍的燈叫
槐花燈，是仿槐樹花的形狀和顏色製作的，為大連獨有，因為大連是“東方槐城”。【百年城雕】
是由城雕廣場伸向大海的是一組 80 米長的浮雕鑄銅大腳印，象徵著大連百年所走過的滄桑歷
程，而大連百年的歷史是由大連人民創造的，也是人民走出來的；浮雕濃縮了歷史、展現了現
實、憧憬著未來。【北大橋】是紀念大連市與日本北九洲市結為友好城市而建，為近海臨山橫跨
山谷的旱橋，1987 年 5 月 1 日竣工。該橋橋型雄偉壯觀、新穎別緻，是大連南部海濱風景區的一
景。【老虎灘群雕】是大連標誌建築，由巨型白色花崗岩石組成，號稱「南有五羊(廣州)，北有
六虎」。【俄羅斯風情街】此為在百年前大連開埠第一街的基礎上翻建而成的異國風情街，由 20
棟俄式、歐式別墅組成，街上以俄羅斯建築為主，現為一條休閒步行街。專車前往機場返回溫暖
的家，全程在愉快的懷古幽情中結束、古蹟、美食、奇景之旅，帶給您全新的感受。
早：飯店早餐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海鮮宴風味 100
宿: 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準五星)

第七天 大連- 旅順(旅順軍港、西炮臺、東雞冠山北堡壘）-大連-哈爾濱
高鐵 G319（1440/1847）二等席（參考車次以實際出票為准）
早餐後前往大連【旅順軍港】軍港位於火車站外，遊客到此可飽覽海軍戰艦的威嚴風採。如今軍
港東側已闢為公園對外開放，園內的銅獅是旅順口的標志。前往【西砲臺】：始建於 1900 年，
是當時沙俄在位於旅順港近距西北 2000 米處，海拔最高的山上(海拔 197 米)，修建守護軍港後
路和控制西線海域的製高點。旅順【東雞冠山北堡壘】東雞冠山日俄戰爭遺址位於大連市旅順口
區城區東北部。1904 年，這裏是日俄戰爭旅順陸戰東部防線的重要戰場。主要有日俄戰爭陳列
館、東雞冠山北堡壘、二龍山堡壘、望臺炮臺等遺跡。這裏保存了較完整的日俄戰爭遺址，而且
全國唯一的日俄戰爭陳列館，館內採用講解、實物展示等多種形式，以豐富詳實的資料，深刻的
揭露了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午餐後乘高鐵返回哈爾濱。
早:酒店早餐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東北火鍋 60
宿:松北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五星)

第八天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主題樂園+棉衣、聖索菲亞教堂廣場、中俄民貿市場、中央大
街、史達林公園、防洪紀念塔） 桃園
參考航班: BR767 1500/1840
早餐後專車前往【冰雪大世界主題樂園】主題樂園占地面積 5000 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面積最
大，冰景數量最多，單體體量最大的室內冰雪主題樂園。樂園室內溫度常年保持在零下 5℃—零
下 8℃，館內冰燈採用天然冰和彩色冰雕琢制。今年“室內冰雪主題樂園”建造了時光穿梭機、
童話世界、冰雪藝術宮、許願廣場、冰凍花卉等 17 個景點，園區內還設有二層登高區，遊客能
夠在登高觀景平臺上一覽主題樂園的全貌。是松花江中的丘沙島，總面積 38 千坪方米，這裡碧
水環抱，林木茂密，有廣闊的叢林和草地，沿岸還有帶狀分佈的寬闊沙灘，是理想的避暑、日光
浴之處。前往【聖索菲亞教堂广场】是具有俄式風格的代表性建築，始建於清光緒 33 年(1907
年)，於 1932 年完成重建，現在教堂內部則改為哈爾濱建築藝術博物館，介紹哈爾濱從二 0 年代
中期到現在的建築發展和報導，巨細靡遺地見證了哈爾濱這個城市的發
展慨況。續前往【中俄民貿市場】，這裡早期是中俄民間貿易的大市場，
裡面的俄羅斯商品琳琅滿目。【中央大街】全長 1450 公尺的步行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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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
往沿著松花江而建的【史達林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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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往北端盡頭是象徵
哈爾濱精神的【防洪勝利紀念塔】，塔底上部下有一個刻著 1998 年洪水
高度的標示板，時時提醒著市民不要忘記抗洪的重要。結束這趟愉快的
旅程。

早:酒店早餐

午: 功夫水餃 50

晚:X

出發日期：10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團費:現金價 37500 元 刷卡價 38300 元

宿:溫暖的家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 5000 元

團費包含：1.機場來回接送 2.導遊司機小費 3.燃油稅 4.二百萬旅行業責任險含 10 萬意外醫療險
團費不含：1.新辦護照 1500 元 2.新辦台胞證 1800 元 3.私人水酒消費與行李床頭小費
新辦護照：身份證正本、二吋彩色白底大頭露耳露眉不能戴眼鏡半年內相片二張、舊護照、無舊護照，
未除役之男性須附退伍令正本 ＊(如果沒有辦過護照要先至戶籍地戶政辦理人別確認)
新辦台胞：身份証影本、二吋彩色白底大頭半年內照片一張、護照正本
★如要辦理護照與台胞證共要相片三張，現在送件相片都要求很嚴格★

大山旅行社

嘉義市和平路 283-1 號 2 樓

05-2288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