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倫貝爾大草原 

被稱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本世紀初發現呼倫貝爾地下石油資源。呼倫貝爾市總面積 26.3萬平方

公里，相當於山東省與江蘇省兩省之和。東鄰黑龍江省，西、北與蒙古國、俄羅斯相接壤，是中

俄蒙三國的交界地帶，與俄羅斯、蒙古國有 1723公里的邊境線，有 8個國家級一、二類通商口岸，

其中滿洲里口岸是全國最大的陸路口岸。 

 

★紮龍自然保護區 

紮龍自然保護區以鶴鄉而著名：保護鳥類有丹頂鶴、白鶴和白頭鶴，及二級保護鳥類的白枕鶴、灰鶴

和蓑羽鶴。每年 4-5月份，約有 300餘隻丹頂鶴來此棲息繁衍，蘆葦沼澤和塔頭苔草是丹頂鶴的主要

棲息地；白鶴數量近 1000隻，為遷徙性停息鳥。齊齊哈爾市也因而被稱為「鶴城」。 

 

 

《華藏淨宗暨觀音佛學會》東方莫斯科哈爾濱內蒙古海拉

爾呼倫貝爾草原 10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A1%B6%E9%B9%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9%B9%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A4%B4%E9%B9%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6%9E%95%E9%B9%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B0%E9%B9%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B0%E9%B9%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1%E7%BE%BD%E9%B9%A4


★額爾古納河濕地 

原名根河濕地，2009年之後更名為額爾古納濕地，在中國具有最大的濕地公園美名。濕地位於額

爾古納市郊，是中國目前保持原狀態最完好、面積最大的濕地，被譽為“亞洲第一濕地”。這裡

地形平緩開闊，額爾古納河的支流根河從這裡蜿蜒流過，形成了壯觀秀麗的河流濕地景觀。是中

國目前保持原狀態最完好、面積較大的濕地，也被譽為“亞洲第一濕地”。 

 

★聖索菲亞大教堂 

聖索菲亞大教堂是哈爾濱的象徵，建於 1907年，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築，巨型洋蔥頭

式的墨綠色穹頂與紅磚墻體，在陽光的沐浴下顯得巍峨莊嚴，肅穆壯美。而教堂內部則是哈爾濱

建築藝術館，展示著哈爾濱的歷史。 

 



★阿爾山森林公園(含三潭峽、杜鵑湖、石塘林) 

地貌屬於大興安嶺西側火山熔岩地貌，由於火山噴發熔岩壅塞及水流切割，造成一系列有鑲嵌性

質的截頭錐火山，形成特殊的地貌景觀，山脊緩和，山頂多石質裸露，坡面較為平緩，坡面較短，

坡谷大多平坦而寬闊，屬典型的中山山地地貌，以花崗岩為主，地下礦藏有石灰石、大理石分佈

於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2008年雕刻家劉欣在阿爾山考察時發現疑似“紅寶石”的火山石頭。 

 

★呼倫湖 

歷史上曾數易其名：《山海經》稱大澤，唐朝時稱俱倫泊，遼、金時稱栲栳濼，元朝時稱闊連海子，

明朝時稱闊灤海子，清朝時稱庫楞湖，當地牧人稱達賚諾爾（蒙古語，意為「像海一樣的湖泊」）。

而呼倫湖是近代才有的名稱，呼倫的蒙古語大意為「水獺」，貝爾的蒙古語大意為「雄水獺」，與

貝爾湖一陰一陽，因為歷史上兩湖中有很多的水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B5%B7%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5%B0%94%E6%B9%96


飯店參考及示意圖(圖僅供參考依當天飯店安排為主) 

 

★★★★★哈爾濱永泰喜來登同級    ★★★★★萬達嘉華酒店或同級

  

★★★★阿爾山聖煜大酒店或同級    紮蘭屯金百靈酒店或同級     

 

★★★★滿州里凱旋大酒店或同級     ★★★★額爾古納紅水泉大酒店或同級 



 

★★★★根河藍莓小鎮或同級        ★★★★全季呼倫貝爾酒店或同級  

航班參考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20/07/09〔星期四〕  BR768 台北(桃園)  哈爾濱  10:20  13:55  

2020/07/18〔星期六〕  BR767  哈爾濱  台北(桃園)  12:50  16:4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哈爾濱關東古巷、丁香公園、群力外觀 

【關東古巷】 

東北一帶被稱為“關東”和“白山黑水”。關東古巷以黑龍江文化圈為

主體。在地域文化中汲取精華，改變設計師的觀念。觀念變化了，也就

有了千變萬化的技巧。注重對“隨時”的體驗，使傳統的統一與中心遭

到徹底的消解，形成互動的參與性，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狀態。使參觀者

在隨時的體驗中獲得驚喜，設計感覺更加注重草根與親民。 

【丁香公園】 

丁香花是哈爾濱市花，而位於哈爾濱群力區的丁香公園是以丁香花為主

題的公園，園中聚集了多種名貴丁香花。 

餐 食： 早餐／X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永泰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紮龍自然保護區】（含電瓶車）-齊齊哈爾-紮蘭屯（180km 2.5H) 

【紮龍自然保護區】 

中國最美濕地，紮龍自然保護區位於黑龍江省西部松嫩平原、烏裕爾河下游，地處齊齊哈爾市鐵鋒區、昂

昂溪區、富裕縣、泰來縣和大慶市所轄林甸縣、杜蒙縣的交界地域，總面積 21萬公頃。 



紮龍保護區是現存面積最大，以鶴類等大型水禽為主體的珍

稀鳥類和濕地生態類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區是馳名中

外的水禽、鳥類天堂，原始自然生態保護如初，湖泊沼澤星

羅棋布，濕地生態保持良好。全世界共有 15 種鶴，在紮龍

自然保護區可以找到 6 種，包括丹頂鶴、白頭鶴、白枕鶴、

蓑羽鶴、白鶴和灰鶴。除鶴以外，還有大天鵝、小天鵝、大

白鷺、草鷺、白鸛等，真可謂野生珍禽的王國。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金百靈酒店或同級三星 

第 3 天 
紮蘭屯（220KM 約 3.5H）-阿爾山(75km 1.5h）【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 】含【三潭峽、杜鵑湖、

石塘林】 

【紮蘭屯】 

紮蘭屯市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東北部、大興安嶺的東南麓。境內自然風景秀美，有“塞外蘇杭”之稱。原

名布特哈，意為“漁獵”。清康熙時置布特哈總管衙門。1929年設雅魯縣，因境內雅魯河而得名。 

【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 

阿爾山全稱“哈倫阿爾山”，是蒙古語，漢語的意思是“熱的聖水”，是依林而建、因水而名、因泉而旺

的旅遊度假城市。阿爾山市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西北部，橫跨大興安嶺西南山麓。依據中國地質科學

院專家研究確定阿爾山是中國境內的第七處活火山群，並被審批為國家森林公園，火山博物館，其中火山

丘火山口火山口湖火山石塘蒸氣蝶龜背岩也是世界僅有的火山地貌。  

【三潭峽】位於阿爾山市東北 78公里處，南壁是陡峭險峻的山峰，北壁是巨大火山玄武岩熔岩臺地，由上

而下依次分佈著三潭，故稱三潭峽。三潭依次為臥牛潭，潭前大大小小的臥牛石橫河擺放如龐大的牛群靜

憩河中；虎石潭，河流中密佈著形態各異的巨大岩石，宛如虎群在河中玩耍嬉戲；悅心潭，河面加寬，潭

水清澈見底。峽內水聲轟鳴，兩岸山壁險峻古樸。 

【杜鵑湖】位於阿爾山市區 92 公里，海拔 1244米，是火山噴發期由於熔岩壅塞河谷切斷河流後形成的堰

塞湖。因為在春季四週開滿了杜鵑花而得名。湖岸的岩石

很像大海邊的礁石，奇形怪狀讓人嘖嘖讚歎。 

【石塘林】位於天池以東，距阿爾山市區 84公里，因火

山熔岩上長著茂密的林叢，並分佈著眾多的池塘得名。石

塘林為第四紀火山噴發的地質遺跡，屬近期死火山玄武岩

地貌，是由火山噴發後岩漿流淌凝成。經過千年風化和流

水沖刷，形成了石塘林獨具特色的自然地貌。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阿爾山聖煜大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甘珠爾廟】、後貝加爾斯克、火車頭廣場、戰鬥機廣場、和平之門、紅色旅遊展廳、參觀中

俄互市貿易區、遠觀【套娃景區是國家 5A級旅遊景區】、【滿州里夜景】（460Km 6.5h) 

【甘珠爾廟】 

又稱壽寧寺，是呼倫貝爾最大的喇嘛廟，在全中國數千座寺廟中排列第十六位，曾以收藏甘珠爾經享譽國

內外。由於收藏過《甘珠爾經》，故又得名為“甘珠爾

廟”。 甘珠爾廟總建築面積 10000平方米，由 11座廟

宇，4座廟倉，100多間伽藍組成，建築風格以中原、蒙

古、西藏三種風格為一體，反映了三種文化的巧妙融合。

遠處望去，恰似“海市蜃樓”。 

【火車頭廣場】 

是 1940年的日制蒸汽機車頭，鐵軌為 1925年蘇制的 43

鐵軌。所謂 43鐵軌，是因為它每一延長米是 43公斤而

得名。1949年毛澤東赴莫斯科經滿州里時，乘坐的火車就是在這輛火車頭牽引下駛出國門的。這輛火車頭

的車牌是“1861”號。 

【和平之門廣場】 

建於 2002年 7月 28日，質地為白鋼，高 13.8米，M 造型和漢字門相象，同時又是滿洲里三個字的拼音、

俄文、英文書寫的第一個字母，上面的球體象徵著地球，寓意國土有界，但與世界相聯，代表中國人民開

放的胸懷。5隻展翅飛翔的鴿子象徵著和平、祈盼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進步友好交流與交往。 

【戰鬥機廣場】 

1950 年，毛主席向全中國人民發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滿洲里市人民也同全中國人民一樣，

團結一心，眾志成城，不僅以沖天的幹勁把社會主義國家支援朝鮮戰場的軍用物資用這裏的鐵路線迅速換

裝運往前線，而且全市各族人民熱情高漲，為抗美援朝自發捐款買了一架飛機，就正是這架殲六戰鬥機。

這架飛機是滿洲里市各族人民愛國熱情的證明。所以劉順堯同志得知情況，就把這架有著特殊意義的飛機

贈送給滿洲里。 

【中俄互市貿易區】 

互市貿易區位於滿洲里市西端，國門東北 1公里處。東接市區，西北方向與中俄國境線相連，規劃面積 11．

8平方公里，有鐵路、公路口岸通道與俄羅斯連接。這裡每天都有俄羅斯遊人來此購物；對面俄境的互貿區

正在進行建設之中。在互貿區的購物市場裡與摩肩接踵的俄羅斯遊客同處一地，聽他(她)們與中國商販們”

砍價”，看他(她)們大包小包地購物，與他(她)們用手勢"說話"，仿佛置身於異國他鄉，別有一番情趣。 

阿爾山 至滿洲里 距離約 460 公里 車程約 6.5 小時。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滿州里凱旋大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滿洲里-呼倫湖（40km 50min)-黑山頭(200km 3h）—額爾古納（60KM 約 1H）：【冰河世紀猛獁

象公園】、[呼倫湖]、【黑山頭馬術基地含講解、騎馬 30 分含黑山頭馬場有保險和專業的



護具】 

【猛獁公園】 

以紮賚諾爾“猛獁故鄉”文化為主題，2013年被全國旅

遊景區質量等級評定會員會，授予國家 AAAA級景區，2013

年榮獲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規模最大的猛獁雕塑

群”，2014年列入內蒙古“重點公園”，是集觀光休閑、

運動娛樂、民俗文化展示、環境保護等多功能為壹體的旅

遊景區。 

整個景區突出展示紮賚諾爾地域、民族和歷史文化特徵，

彰顯厚重的文化底蘊和多彩的文化特色，使享譽中外的

“紮賚諾爾文化”再現與弘揚。 

【呼倫湖】 

它是內蒙古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抵

達後，可見湖面上波光粼粼，百鳥翺翔，遠處綠草如茵，

白雲團團，畜群遊動，一切都是那麽和諧、自然、壯美。 

【黑山頭】 

這不太起眼的名字，不想裡頭竟有著絕世美景，點綴在廣大草原上的的蒙古包，與悠閒四散的馬兒，形成

一幅令人心情極好的畫面。在黑山頭之上，您可放眼遙望『額爾古納』的全部面貌和『根河濕地』。 

【黑山頭馬術基地含講解、騎馬 30 分含黑山頭馬場有保險和專業的護具】 

滿洲里 至 呼倫湖 距離約 40 公里 車程約 50 分鐘； 

呼倫湖 至 黑山頭 距離約 130 公里 車程約 2 小時； 

黑山頭 至 額爾古納 距離約 60 公里 車程約 1 小時。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額爾古納紅水泉大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額爾古納-根河（124KM 約 2H）：【華俄後裔家庭】、【額爾古納濕地公園 電瓶車】、【敖魯古雅鄂

溫克族獵民鄉】 

【華俄後裔家庭作客】 

特別安排到『華俄後裔家庭』做客，抵達後接受貴族迎賓儀式 - 列吧蘸鹽，搭配自釀的果酒一同品嘗，味

道非常特別！隨後參觀後裔家庭，品嘗主人早早為我們準備的俄式咖啡、俄式糖果以及俄式糕點...等等！

諸多不同的俄式美食輪番登場，為我們的旅程增添一份味覺體驗。在您品嘗俄式風味美食的同時，聽主人

為我們講解華俄後裔民族的由來，圍坐在整潔的長桌旁，一起品嘗伴著古老”扣子琴”的美妙琴聲我們唱

起《喀秋莎》“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河上飄著柔漫的輕紗、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歌聲明媚的春

光... ... ”，在這歡快的氣氛下，不分你我，賓客一同盡情抒發情懷，載歌載舞參與其中，或是穿上俄



羅斯民族服飾盪起秋千拍照留念。 

【額爾古納】 

河的名字，也是草原的名字。她是一個古老民族的搖籃，

是蒙古族的“母親河”，額爾古納市位於內蒙古自治區

大興安嶺西北麓，呼倫貝爾草原北端，額爾古納河右岸。

市境東北部與黑龍江省漠河縣毗連，東部與根河市為

鄰，東南及南部與牙克石市、陳巴爾虎旗接壤，西部及

北部隔額爾古納河與俄羅斯相望。 

【根河濕地公園】 

中國目前保持原狀態最完好、面積最大的濕地，根河濕

地保護區占地 12.6萬公頃，屬於根河、額爾古納河、得爾布幹河和哈烏爾河交匯處包含的特別大範圍的泛

洪平原，並且在此形成一個三角洲，還包括根河、得爾布幹河、哈烏爾河及兩岸的河漫灘、柳灌叢、鹽鹼

草地、水泡子及其支流。被譽為“亞洲第一濕地”。 

【敖魯古雅民俗村】 

敖魯中國僅存的森林原始氏族部落新村，敖魯古雅是鄂溫克族三大直系，雅托克系，其中的一個小部落，

鄂溫克族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少數民族。五十年代以前，鄂溫克族獵民仍然保持著原始社會末期的生產、

生活方式，吃獸肉、穿獸皮，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撮羅子”（由樺樹張製成的尖頂型簡易房屋），

以馴養馴鹿為生。如今，鄂溫克獵民的生活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淳樸的民俗民風卻使終保留著。 

額爾古納 至 根河 距離約 124 公里 車程約 2 小時。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根河藍莓小鎮或同級 

第 7 天 
根河—海拉爾（240KM 約 5H） 

【奧洛契莊園——邊境太極圈】、【白樺林帶】、呼倫貝爾草原含體驗越野車 

【白樺林】 

美麗的白樺林猶如身穿白色的少女在這翩翩起舞。這是黑土地

上生長的白樺林，也算是呼倫貝爾地區的標誌性植物之一。這

裡的白樺樹，每年只有 89天的無霜期可以生長，它們的樹幹

都很細，但都屬於已有上百年歷史的原始森林。兩旁毫無人工

修飾痕跡的白樺林，硬挺挺地佇立在路旁。 

【呼倫貝爾草原】 

往呼倫貝爾草原蒙古部落，坐落在陳巴爾虎旗境內，是呼倫貝

爾境內唯一以遊牧部落為景觀的旅遊景點，位於呼倫貝爾草原

莫日格勒河畔，是呼倫貝爾三大草原旅遊點中景色最美的一



個。12世紀末至 13世紀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曾在這裏秣馬厲兵，與各部落爭雄，最終佔領了呼倫貝爾草

原。 

根河 至 海拉爾 距離約 240 公里 車程約 5 小時。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全季呼倫貝爾酒店 

第 8 天 海拉爾呼倫貝爾博物館（週一閉館） 成吉思汗廣場、沙龍公園 

【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館】 

一座引人注目的仿古式中國傳統庭院風格建築，這裡擁有萬餘件館藏文物，展示了呼倫貝爾地區的歷史、

自然、民族文化等領域的變遷。呼倫貝爾民族博物院內主要有“蒙古族文物精品展”、“中國北方遊牧民

族搖籃”、“北方狩獵與遊牧民族家園”等主題展覽。可以見到包括蒙古族在內的許多北方遊牧民族的日

常生活用具、傳統工藝製品，以及許多古代文物，包括秦漢時期青銅短劍、鮮卑時期的三鹿紋金飾牌、隋

唐時期的金銀器，還有遼、金、元時期的陶器、銅器、鐵器，清代官印等珍貴的文物。亮點：擁有豐富的

藏品，全面展示當地各族、各個歷史階段的發展情況。 

【成吉思汗廣場】 

以成吉思汗名稱命名，是至今為止內蒙古自治區境內最大的廣場（與錫林廣場並列），也是海拉爾區的標誌

性建築之一。成吉思汗廣場分為歷史文化區、水上活動區、噴泉廣場區等七個功能區。六二六小河環行全

場，碧流九曲宛若玉帶；廊橋、曲橋、拱橋、虹橋、索橋飛虹淩波；芳草鋪綠，亭榭疊翠；噴泉飛瀑，虹

柝七彩；畫舫笙歌有江南餘韻，雲天造影示北地形勝。巴彥額爾敦敖包，坐山帶水，禮奉“聖石”其上，

刻像銘碑其下；南眺而收蘇杭山水之秀，北瞰則盡大漠長河之美。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萬達嘉華酒店或同級 

第 9 天 防洪紀念塔、中央大街步行街送馬迭爾冰棒、聖•索菲亞大教堂 

【防洪紀念塔】 

位於哈爾濱市道里區松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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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築的典型代表。聖索菲亞教堂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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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大街】 

始建於 1900年，街道建築包含文藝復興、巴洛克等多種風格的建築 71 棟。



涵蓋了歐洲最具魅力的近 300 年文化發展史。現在的中央大街已經成為了集休閒、遊覽、購物為一體的步

行街。中央大街是哈爾濱的縮影，哈爾濱的獨特建築文化和哈爾濱人的歐式生活，這裏都有明顯的體現。 

註：贈送每人馬迭爾冰棍，置身在這充滿俄羅斯情調的大街上欣賞著異國建築，享受這異國風情！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晚餐／素食合菜(人民幣 50) 

住 宿： ★★★★★永泰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 10 天 哈爾濱松花江纜車 25、俄羅斯風情小鎮、太陽島、松花江畔 

【松花江含纜車】 

松花江索道坐落於哈爾濱美麗的松花江畔，南起道里區通江廣場，

北至太陽島風景區，是 2008 年松花江哈爾濱城區段“十大工程”

之一，改造後的歐式拜占風格城堡必將成為松花江邊又一標誌性景

觀。索道全長 1156米，塔架距江面 70餘米，設有豪華吊箱和普

通 8人吊箱，每小時運量 1500 人，行進最高速度可達 5米/秒。

遊覽太陽島美麗風光，秀麗的松花江與城市美景盡收眼底，悠閒自

在其中！   

【太陽島】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花江中的一個河島，位於哈爾濱市新舊城區之間，總面積為 88平方公里，其中規劃面

積為 38 平方公里，外圍保護區面積為 50平方公里，分為東區、中區和西區。 

太陽島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濕地公園和國家水利風景區，為國家旅遊局評定的中國國家 5A級旅遊景

區和中國目前最大的城市沿江生態區，由大面積的濕地景觀、歐陸

風情、冰雪文化、民俗文化等資源構成的具有休閒、觀光、娛樂、

科普教育、度假等功能為一體的風景名勝區。 

【俄羅斯風情小鎮】 

位於太陽島風景區南部，緊鄰松花江，與中央大街和史達林公園遙

相呼應，占地面積 10萬餘平方米，由松花江南岸哈爾濱老城區抵

達小鎮乘船需 10分鐘，開車大概 20分鐘，整個小鎮由 27座彰顯

20世紀初純樸的俄羅斯風格的別墅、民宅構成。這些建築按照原

有的俄式風格加以相應的維修，最大限度的保持原貌。 

隨之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溫暖的家 

住 宿： 溫暖的家 

2020 華藏淨宗學會暨觀音佛學會 

東方莫斯科哈爾濱內蒙古海拉爾呼倫貝爾草原 10日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9%BE%99%E6%B1%9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9%BE%99%E6%B1%9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8%8A%B1%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7%BA%A7%E9%A3%8E%E6%99%AF%E5%90%8D%E8%83%9C%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9%BF%E5%9C%B0%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6%B0%B4%E5%88%A9%E9%A3%8E%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5%AE%B65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5%AE%B65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BF%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A4%A7%E8%A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4%A7%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B0%94%E6%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B%E5%A2%85


活動日期 : 2020 年 7月 09日至 7月 18日 

航班參考: 
 
7月 09 日  桃園/哈爾濱  BR768      10:20-13:55 
7月 18 日  哈爾濱/桃園  BR767      12:50-16:40 
 
團費:每人新台幣 NTD54,600.-   刷卡價 NTD56,000.- 
單房差補新台幣  NTD11,000.-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新台幣 NTD. 10,000.-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讀★★★ 

(1).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2).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調整行程之權利。 

(3).本行程為團體旅遊操作，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需脫隊請於出發前提前告知，如未於出

發前提出需求者，恕不接受外站臨時脫隊；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景區門票、

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視同個人放棄，不另行退費。 

(4).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5).酒店說明： 

    A: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如其軟硬體設備皆達同星

等酒店標準，酒店標示將以 加【準】字來代表。 

    B:部份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不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C:大陸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或酒店內無需求之房型，且此類特殊需求

須以酒店排房為準，並不一定保證，如遇上述情形，敬請見諒。 

費用包含 : 

1.  桃園哈爾濱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 

2.  200萬旅責遊險含 20萬醫療險。 

3.  行程內門票交通食宿。  

4.  導遊地陪司機小費(台幣 2000) 。 

5.  本團體悉依觀光局頒定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團費不含: 

1. 個人護照費 NTD1300  2.台胞新辦 NTD1600 

3. 店內私人消費 4.飯店行李床頭小費 

 護照過期或新辦者 



1. 身份證正本(從未辦過護照第一次辦者需先拿身份證正本和 2張照片去當地戶政單位做人別

認證)，小孩以戶口名簿正本代替。 

2. 2吋彩色人頭照 2張(需為 6個月內之大頭照人頭大小 3.2~3.5公分脫帽露額頭不露齒衣服不

要穿白色) 。 

3. 住家電話和緊急聯絡人姓名。 

4. 工作天 5天 

 簽證 

卡式台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1) 護照正本(出生地不是台灣者請附上全戶戶籍謄本)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 14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歲  則

請務必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2吋彩色人頭照 1張(需為 6個月內之照片並與護照規格一樣之大頭照，不可著白色上衣) 

(4) 有效期之舊台胞證影本(若舊台胞證已過期則免附) 

(5) 辦證天數為 10個工作天 費用 1600.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音佛學會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段 333-1 號 2樓 

電話:02-2754-7178 

傳真:02-2754-7262 

 

承辦單位 

福朵旅行社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 112 號 6樓之一 

電話: 02-2509-8727  02-2504-3182 

承辦者  許惠芬  0921-119-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