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搭乘中國深圳航空直飛瀋陽 機位最穩定行程最專業

【東北四季遊】5 星東北瀋陽、長春、吉林、哈爾濱、長白山鏡泊湖風光 8 天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十大贈送～『東北二人轉秀、俄羅斯表演秀、礦泉水、精
美岫玉吊飾、不老林糖、瀋陽昭陵電瓶車、精美地圖、天
池環保車&倒站車、太陽島電瓶車、鏡泊湖遊船及電瓶車』
◆◆◆品質三大保證◆◆◆
『5 星豪華酒店、3 年新車、優質餐標』
※※※ 行 程 特 色 ※※※
【瀋陽故宮】歷史上被稱為「聖京宮殿」與「陪都宮殿」
。
【長春】當地的綠地覆蓋率居全國之首，有「森林之城」
、「塞北春城」之稱。
【哈爾濱】素有「丁香城」的美譽，中國北方歷史文化邊城，霓燈閃爍的冰城。
【極樂寺】是黑龍江最大近代佛教寺院建築，是東北三省的四大著名佛教寺院之一。
【聖索菲亞大教堂】中國保存最完美的典型占庭百年經典建築。
【長白山】中朝兩國的界山，有「關東第一山」之稱，所以在清代有「聖地」之譽。
【天池】是我國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松花江、圖們江、鴨綠江三江之源。
【北山公園】於吉林市西北，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林。
【隕石博物館】館內可見到世界最大的隕石，重達 1775 公斤。
餐食特色及各地風味餐食安排
【吉 林】
：三套碗風味
【瀋 陽】
：原味齋烤鴨風味、遼菜風味、千手予火鍋
【長 春】
：人蔘氣鍋雞
【鏡泊湖】
：魚宴
【長白山】
：山珍宴
【哈爾濱】
：王記醬骨頭風味、東方餃子王、飛龍宴
各地特色酒店
【瀋 陽】
：★★★★★ 香格里拉商貿酒店或同級
【吉 林】
：★★★★★ 皇家花園酒店或同級
【長 春】
：★★★★★ 開元名都酒店或同級
【長白山】
： ★★★★ 山江酒店或同級
【鏡泊湖】
：掛★★★★ 國際俱樂部酒店或同級
【哈爾濱】
：★★★★★ 國際酒店或同級
貼心安排及贈送
1.每(人/天)一瓶礦泉水 2.精美岫玉吊飾 3.不老林糖 4.東北二人轉表演 5.俄羅斯表演秀 6.瀋陽昭陵電瓶車
7.精美地圖 1 份
8.天池(含環保車.倒站車)
9.太陽島公園電瓶車
10.鏡泊湖遊船及電瓶車
購物站及自費
無購物及無自費
第一天
台北 4 瀋陽
ZH9026 1720 / 2010 (暫定)
集合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遼寧省省會－【瀋陽】東北地區最大中心城市，位於遼寧省中部，地形以平原為
主，境內多重工業，老牌重工業基地。歷史文化名城之一，從設立候城至今已有兩千多年的歷史。是全國第四大城。
宿：★★★★★瀋陽香格里拉商貿酒店或 同級
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家中美食

晚餐：宵夜小吃(30RMB)

第二天 瀋陽(瀋陽故宮、瀋陽昭陵(含電瓶車) Y5HRS 吉林
早餐後，專車前往清太祖、太宗所建的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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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瀋陽昭陵】瀋陽
世界文化遺產清昭陵，位於瀋陽市區北部俗稱【北陵】。是清太宗皇太極和孝端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的陵寢。
建成於順治八年(1651 年)，至今已有 350 年的歷史。昭陵是關外三陵中規模最大，佔地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
座陵寢。後而驅車前往吉林。
宿：★★★★★吉林皇家花園酒店或 同級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合菜饗宴(30RMB)

晚餐：三套碗風味(40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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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北四季遊】5 星東北瀋陽、長春、吉林、哈爾濱、長白山鏡泊湖風光 8 天
第三天 吉林 (北山公園、隕石博物館、世紀廣場)Y5HRS 長白山
早餐後前往【北山公園】於吉林市西北，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林。佔地萬平方公尺，以山地景觀為主，
主峰海拔 27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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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車前往
【隕石博物館】在此可見到世界最大的隕石，重達 1775 公斤。據說 1976 年吉林隕石雨降落時，鋪天蓋地，呼號
之聲幾百里以外清晰可聞，落地的巨響和震波，震碎了無數居民住宅的玻璃窗，威力之巨猛如同原子彈；然而，
竟無一人一畜的傷亡，可謂一奇。
【世紀廣場】位於吉林市博物館和松花江南岸之間，南北長 900 餘公尺，東西長
200 餘公尺，占地面積 22.8 公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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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吉林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的風景園林。午餐後前往驅車前往【長白山】
，原為火山，為關東第一
山，十六世紀以來共爆發過三次（最近一次在一七○二年）
，由於噴出來的灰白色玻璃質浮石都積在山頂，加上每
年積雪長達九個月，遠望一片銀白，故得長白山之名。更有趣是它剛好橫陳在中國、朝鮮兩國邊境線上，十六個
山峰中，有七座在朝鮮，九座在中國境內。
宿：準★★★★長白山山江大酒店或 同級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合菜饗宴(30RMB)

晚餐：山珍宴(40RMB)

第四天 長白山(天池(含環保車.倒站車)、小天池、長白瀑布、地下森林)Y5HRS 鏡泊湖
早餐後前往長白山最著名的景點【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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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達 2150 公尺，所以被稱為「天池」。天池呈橢圓形，周圍長約 13
多公里，它南北長 485 公里，東西寬 335 公里，湖面面積 10 平方公里，海拔 2194 公尺，平均水深 204 公尺。據說中
心深處達 373 公尺。在天池周圍環繞著 16 個山峰，天池猶如是鑲在群峰之中的一塊碧玉。這裏經常是雲霧彌漫，並
常有暴雨冰雹，因此並不是所有的遊人都能看到她秀麗面容的。天池蓄水 20 億立方公尺，是一個巨大的天然水庫，
天池的水一是來自大自然降水，也就是靠雨水和雪水，二是地下泉水。天池湖水深幽清澈，像一塊瑰麗的碧玉鑲嵌
在群山環繞之中，使人如臨仙境。不過，長白山氣候瞬息萬變，使得天池若隱若現，故繪出了天池「水光瀲灩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絕妙景象。前往為那宏偉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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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瀑布位於池北側，高達 68 米的長白瀑布。因系長白山名勝佳景，故名長白瀑布。前往【小天池】
湖水明淨、宛如藍寶石。長白山的博大、神奇，使其成為享譽中外的遊覽勝地。驅車前往鏡泊湖。
宿：掛★★★★鏡泊湖國際俱樂部酒店或 同級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合菜饗宴(30RMB)

晚餐：魚宴風味(35RMB)

第五天 鏡泊湖（鏡泊湖風景區（含遊船及電瓶車）Y5HRS 哈爾濱（聖索菲亞教堂、車遊果戈裏大街、阿列耶捷夫
教堂廣場、俄羅斯表演秀)
早餐後，前往【鏡泊湖風景區】百里長湖之中，山中有湖，湖中有島：有氣勢軒昂的大孤山；有精巧別致的珍珠門；
有形神兼備的道士山，除此以外，整個景區還由吊水樓瀑布、城牆砬子、老鴰砬子、地下熔岩隧道、地下森林、唐
代渤海國上京龍泉府的遺址等風景點組成。鏡泊湖以其獨特的魅力。續而驅車往黑龍江省會城市－【哈爾濱】
。就像
這只天鵝項下一顆璀璨的明珠。前往造型典雅的【聖索菲亞教堂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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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恢弘，精美絕倫，典型的拜占庭式結構，讓人大開眼界；其中正門頂部的鐘樓，安置 7 座銅
鑄的樂鐘構成 7 個音符，由訓練有素的敲鐘人手腳並用，敲打出抑揚頓挫的鐘聲，讓人大開眼界。它也是遠東最大
的東正教堂，同樣的教堂全世界只有兩座，非常值得一看。前往遊覽【阿列耶夫教堂廣場】及【車遊果戈裏大街】。
晚上安排觀賞「俄羅斯表演秀」
。
宿：★★★★★哈爾濱國際大酒店或 同級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合菜饗宴(30RMB)
晚餐：王記醬骨頭風味(40RMB)
第六天 哈爾濱(太陽島公園(含電瓶車及室內冰燈展)、中央大街、史達林公園、防洪紀念塔)Y3.5HRS 長春
早餐後參觀【太陽島風景區】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北岸，與史達林公園隔江相望，是聞名中外的旅遊區，總面積
達 38 平方公里，具有質樸、粗獷的北方原野風光特色，是城市居民進行野遊、野浴、野餐的極好樂園。太陽島與附
近諸島和沙洲組成了太陽島風景區，是遊覽和避暑的療養勝地。遊覽區內建有太陽山、太陽湖、荷花湖、姊妹橋、
亭橋、白玉橋、上塢橋、水閣雲天、兒童樂園、丁香園、花卉園、太陽島志石、錦江長廊、沿江風景線等數十處特
色景觀，構成了山湖相映、清泉飛瀑、亭橋映柳、荷香魚躍的美麗景色，給人們增添了無限遐思。續而前往充滿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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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北四季遊】5 星東北瀋陽、長春、吉林、哈爾濱、長白山鏡泊湖風光 8 天
國風味的哈爾濱第一街【中央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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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北端
盡頭象徵哈爾濱精神的【防洪勝利紀念塔】時時提醒著市民們不要忘記抗洪的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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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而驅車前往長春。
宿：★★★★★長春開元名都酒店或 同級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東方餃子宴王(35RMB)

晚餐：人蔘汽鍋雞風味(40RMB)

第七天 長春(偽皇宮、文化廣場、車遊偽八大部) Y3.5HRS 瀋陽(北市場、韓國街、八王寺、東北二人轉表演秀)
早餐後前往遊覽長春【偽滿皇宮】是我國至今所保存較完整的宮廷遺址之一，在歷史淵源上與瀋陽故宮、北京故宮
有著秘不可分的聯繫。偽滿皇宮本身的性質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代君主－溥儀充當偽滿洲國傀儡皇帝的宮廷遺
址，是日本侵略中國東北、炮製偽滿洲國並進行殖民統治的歷史見證。
【文化廣場】原名地質宮廣場，是長春市最大
的城市廣場，坐落在市區中心，總面積 20.5 公頃。歷史上，地質宮廣場曾被規劃為偽滿洲國的國都廣場。車遊【偽
滿州國八大部】位於市區新民大街，始建於 1938 年，當時是偽滿洲帝國的統治中心，由偽滿新皇宮舊址（地質宮），
偽滿政務院（白求恩醫大基礎部）
，司法部（醫大校部）
，交通部（醫大衛生系）
，治安部（醫大一院），興農部（師
大附中）
，文教部（師大附小），民生部（省石化設計院）
，外交部（省社會科學院）
，綜合法衛（空軍 461 醫院）等
一組日本宮廷式原貌風格的建築群組成。下午前往遼寧省省會－【瀋陽】
。東北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位於遼寧省中
部，境內多重工業，是我國的老牌重工業基地，是我國歷史文化名城之一，從設立候城至今已有兩千多年的歷史。
也是全國第四大城。前往參觀【北市場滿清 12 帝雕像】感受滿清神韻。隨後參觀滿清第一家廟【八王寺】經過 3 年
多的重新修建，瀋陽八王寺終於煥然一新，大東區小北街的八王寺原名「大法寺」始建於明朝永樂十三年(1415 年)，
清代崇德、乾隆、同治以及 20 世紀初曾先後 4 次重修，2005 年 10 月八王寺開始了它近 600 年來的第 5 次大規模重
修。如今，重建後的八王寺向東移動了 80 公尺，佔地面積 8808 平方公尺，有一次阿濟格從鳳凰城回盛京，途經大
法寺，見寺廟殘破，即施捨銀兩重修廟宇。晚餐後觀賞最具東北特色的『二人轉表演秀』
。感受東北人的熱情。
宿：★★★★★ 瀋陽香格里拉商貿飯店或 同級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原味齋烤鴨風味(30RMB)

晚餐：千手予東北私房菜(35RMB)

第八天 瀋陽(張學良故居陳列館、趙四小姐樓) 4 台北
ZH9025 1320 / 1620 (暫訂)
早餐後前往張氏帥府博物館原【張學良舊居陳列館】座落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張學良舊居內，1988 年 12 月對外
開放。張學良舊居從建設至今已經有 88 年歷史了，瀋陽人稱其為「張氏帥府」
、「大帥府」
，是張學良將軍及其父親
張作霖的官邸和私宅。這是由青磚高墻圍起的院落和院外若干建築所組合成的龐大建築群，於 1914 年由張學良將軍
的父親張作霖興建，1916 年入住。以後又不斷擴建，逐步形成了由東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築等四個部分組成的
的建築體系，各個建築風格各異，有中國傳統式，中西合璧式、羅馬式、北歐式、日本式。上個世紀後期，張氏帥
府被國家列為全國優秀近代建築群。前往【趙四小姐樓】長期籠罩在神秘面紗之下的瀋陽「趙四小姐樓」在修復一
新之後，日前開始對社會各界開放。
「趙四小姐樓」位於瀋陽張學良舊居「大帥府」東牆外，與帥府僅隔一條窄窄的
胡同。此外還按復原設計圖紙訂制了 60 多件三十年代法式風格的傳統家具擺放在室內，使樓內的會客廳、舞廳、餐
廳、琴房、書房、臥房、辦公室等按照當年原狀陳列，讓遊人重溫趙四小姐與張學良將軍當年共同生活時的真實場
景。用完午餐後將前往機場搭機返台北!!
宿：★★★★★ 最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活力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家中美食
8 行程、班機時間、住宿飯店之確認以行前說明會為主。
8 原定參考行程飯店、航班，如遇飛機、氣候或其他非人為不可抗拒之因素，公司有權保留行程之變更，及更換 同
級旅館之權利，以便使團體順利為原則。
8 行程進行中如放棄行程、飯店住宿，恕不退餘團費。行程中脫隊需補 NT800(每天/人)
8 行程中若有安排溫泉，請自行攜帶泳裝。

出發日：99.7.16

優惠團費：33900+1600 小費=35500 元不含証件
頂天國際旅行社 中壢市新興路 86 號 6 樓 03—4587738 0937-098-006 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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