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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China No shopping 7 Days
行程特點

抵達大連 Arrive in DaLian.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3月:19日
4月:16日，23日
5月:7日，21日
6月:11日
7月:9日
8月:13日
9月:17日
10月:8日，22日
11月:12日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抵達大連國際機場，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大連雅樂軒酒店或同級酒店 Aloft Dalian or equivalent

敦化/哈爾濱  DunHua/Harbin (B/L/D)6
早餐後前往哈爾濱，豐富且特殊的歷史歷程給這個城市留下了俄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
等各類風格的西式建築，因此許多人稱之為“ 東方莫斯科 ”。抵達後遊覽【俄羅斯風情小
鎮】（自費專案），隨後參觀【史達林公園】和【防洪勝利紀念塔】， 隨後參觀俄羅斯精品購物
中心。外觀【索菲亞教堂廣場】位於哈爾濱市內，漫步【中央大街】街道滿目俄式風格建築， 
加上俄羅斯遊客穿梭其中， 仿如置身莫斯科。
Visit：Stalin Park，Russian Styly Little Town(Compulsory programs*) ，St.sophia 
Church Square(outlook)、Central Avenue
住宿：哈爾濱伯爵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The Earl Hotel or equivalent

哈爾濱/送機 Departure from Harbin/(B)7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大連/瀋陽 Dalian/ShenYang(B/L/D)2
大連依山傍海、擁有陽光沙灘以及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同時它還是東北
亞的金融中心 和世界宜居城市，早餐後遊覽為紀念香港回歸中國而建之廣
場【星海灣廣場】 ，號稱亞洲第一廣場。車遊【友好廣場】和【中山廣場】和【百
年城雕】，接著經過【濱海路】前往參觀參觀【日本風情街】 【虎灘群雕】， 驅車
行駛在濱海路這條連綿 30 多公里的海岸公路上，北邊是植被茂盛的巍巍群
山、南面是蔚藍的大海和千姿百態的礁石島嶼，美不勝收，更是極佳的徒步
與攝影勝地。參觀海產品市場後前往瀋陽。
Visit：Xinghai Square、Friendship square、Zhongshan Square、Cente-
nary City Sculpture、North Bridge、Tiger Beach Park
住 宿：瀋 陽 香 格 里 拉 今 旅 大 酒 店 或 同 級 酒 店 Hotel Jen Shenyang 
(Shangri la group) or equivalent

瀋陽/長春 ShenYang/ChangChun  (B/L/D)3
早餐後遊覽【瀋陽故宮】（自費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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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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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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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街大道】 和羽毛畫
商場，欣賞世界聞名的【東北二人轉】精彩演出（自費專案）。
Visit：Imperial palace(Compulsory programs*)、Man-Qing Street、Central 
Avenue、Feather painting、Song-and-dance duet (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長春華天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Changchun Huatian Hotel or equivalent

長春/吉林/長白山 ChangChun/JiLin/ChangBaiShan(B/L/D)4
早餐後遊覽【長春文化廣場】, 外觀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 . 溥儀第三次登
基時的宮殿 -- 長春【偽滿州國皇宮】 。此地是溥儀傳奇一生縮影。也是昔日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炮製傀儡政府的歷史見證。 溥儀及後妃在此度過十
三年四個月零八天的傀儡生涯。 隨後【車遊僞八大部外觀】始建於 1938 年，
當時是僞滿洲帝國的統治中心； 前往吉林，遊覽【北山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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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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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天
主教堂】。抵達長白山腳下二道白河鎮，入住酒店。
Visit： Puppet State of Manchuguo、Culture Square 、The Eight Minis-
tries of Puppet Manchuguo Regime、Beishan Park
住宿：長白山禦麓泉度假酒店 Royal Hot Spring Hotei or equivalent

長白山/敦化 ChangBaiShan/DunHua  (B/D)5
早餐後，自由活動探索長白山之美，下午指定時間酒店集合出發前往敦化，晚
餐後入住酒店休息。或可選擇參加當地推薦自費節目前往遊覽 【長白山風景
區 + 含環保車 + 午餐】（導遊推薦節目，當地付費參加，USD1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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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天氣而定）遊覽（含到站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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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瀋陽故宮 + 東北二人轉
+ 北山公園 + 俄羅斯風情小鎮 =USD280/ 人 ( 成
人與小童同價）
當地推薦景點（隆重推薦，自費參加）長白山風景
區 + 含環保車 + 午餐 + 品嚐東北的溫泉蛋及玉
米：USD100/ 人

2020

接機時間：大連機場全天免費接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哈爾濱機場全天免費送機，
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送機。

東北五大名城
神奇長白山7日

掃碼看詳細行程

品质

无 压 力

源。因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達 2150 米，所以被稱為“ 天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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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雞蛋刻即熟，在此可品嚐東北的溫泉蛋及玉米。
Visit：Free time.Changbai Mountain Scenic Area（Green car）(Local Extra Optional)
住宿：敦化萬豪酒店或同級酒店 Wanhao International Hotel or equivalent

★純玩無壓力，輕鬆自在享受旅遊樂趣  ★全程入住星級酒店  ★【長白山】--是有世界吉尼斯認證的中國最大
的火山口湖、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  ★【偽滿州國皇宮】--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第三次登基時的宮殿   
★【星海灣廣場】-- 號稱亞洲第一廣場  ★【天池】--中朝兩國界湖，是中國最深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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