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21-0086 傳真:(02)272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網址: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1 

內蒙深度〜希拉穆仁草原、5A 響沙灣、哈素海深度十日 

內蒙古自治區:在中國地圖的上部，有一塊狹長的橫

跨東北、華北、西北的區域，看似一隻矯健的雄鷹，

振羽展翅，雄踞在邊疆；又似一匹奔騰的駿馬，昂

首奮蹄，馳騁在北方。這就是遼闊、美麗、富饒的

內蒙古自治區。成群的駿馬在廣闊無邊的大草原上

奔跑，羊群和牛群自由地嬉戲、吃草、喝水……隱隱

聽到放牧姑娘的歌聲在草原上回蕩，讓人不由得想

起那首詩：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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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精心安排最精彩的內蒙行程，暢遊三大城市－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讓您一次遍覽內蒙古風光。 

2.行程包含內蒙古地區最著名景點：五塔寺、哈素海快艇、五當召、賽漢塔拉自行車、成陵新陵門票、紅

石峽、鎮北台長城、響沙灣蓮花酒店一價全含套價(含 2自助餐，門票，沙漠活動套票、蓮花酒店住宿等)、

昭君墓、大昭寺等，內容精采，保證讓您不虛此行。 

3.全程安排下榻各個城市最頂級的觀光飯店，呼和浩特四晚入住唯一國際級超五星飯店─香格里拉酒店，

鄂爾多斯亦安排國際五星級皇冠假日酒店，包頭安排下榻超五星的香格里拉酒店，客房設施、服務均為

內蒙古之冠，讓您賓至如歸，備受禮遇。 

4.搭乘長榮航空直航班機，台北飛往呼和浩特僅需 3.5小時，實際遊覽時間最長，免去勞煩轉機之苦。 

5.品嚐當地最知名的風味餐，全程午、晚餐均採用高餐標，確保豐富精緻的餐食品質： 

6.提供每位旅客每日一瓶優質礦泉水。 

7.為確保充足的旅遊時間，體現深度旅遊的精神，本行程全程皆不安排任何購物點（市場上有些標榜無購

物的行程，卻安排許多隱藏式購物店，浪費團友的時間）。 

◎真正的無自費無購物行程，台灣組團旅行社必頇與大陸地接社長期合作，並培養出專屬、優質的領隊

與導遊群，才有可能落實。試想一家旅行社的領隊導遊們，一下子接自費購物團，一下子接無自費無購

物團，有辦法展現不一樣的服務品質嗎？因此始終堅持「全館無自費無購物」，並配合精細的行程安排，

不投機取巧預留空間、不玩文字遊戲竄改內容，這樣領隊與導遊群在操作上，才能無後顧之憂的執行圓

滿的旅程；只因我們追求的是旅客永續的口碑，成為大陸旅遊高品質的第一首選。 

 

行程內容:(★:門票、※下車參觀) 

第 01天(2019/6/20) 台北→呼和浩特                             長榮航空（BR728）10:55/14:40 

交通：巴士                                                   景點：★五塔寺、※成吉思汗廣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直航客

機飛往內蒙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內蒙古自治區北面鄰接

蒙古和俄羅斯，成立於 1947 年 5 月 1 日，是中國建立最早的

自治區，簡稱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時的面積較小，後將綏遠、

察哈爾蒙古族聚居區劃入，現轄 8 盟、4 地級市，13 縣級市、

17 縣、51 旗、3 自治旗；總面積 110 多萬平方公里，從東北

向西南伸展，人口 2207 萬，民族有蒙古、漢、達斡爾、鄂溫

克、鄂倫春、回、滿、朝鮮等族。隨後前往五塔寺，位於呼

和浩特市舊城東南部，原名金剛座舍利寶塔，因塔座上有五座方形

舍利塔，故名為五塔寺。塔始建于清雍正年間，高約 16 米，塔身均

以琉璃磚砌成，塔身下層是用三種文字刻寫的金剛經經文，上層則

為數以千計的鎏金小佛，刻工精巧，玲瓏秀麗 五塔寺中最有價值的

當屬緊靠北牆的蒙文天文圖石刻，天文圖直徑 144.5 釐米，天球圓

面以北天極為圓心，畫出二十八宿赤經位置的經線，還有五個同心

圓，由裡向外為天北極圈、夏至圈、天赤道圈、冬至圈、天南極圈。

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用蒙古文標注的一幅天文圖，具有很高的

科研價值。成吉思汗廣場標誌性建築為成吉思汗：手握馬鞭、指點江山的騎馬鑄銅像，總高 36 米，由青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huhhot/
http://cn.ihg.com/crowneplaza/erdch/hoteldetail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bao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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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鑄成，坐西朝東，威武莊嚴，展示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非凡戰績、運籌帷幄、大治天下的豐功偉績。

威武莊嚴，展示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非凡戰績、運籌帷幄、大治天下的豐功偉績。。 

行車時間: 台北桃園機場→3hrs 20mis→呼和浩特機場→40mins→五塔寺→20mins→成吉思汗廣場 

餐食：早//自理  午//機上輕食  晚//德莊火鍋風味-RMB80/位 

住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 02天(2019/6/21)呼和浩特→希拉穆仁草原（蒙古馬隊歡迎儀式、飲下馬酒+獻哈達、觀賽馬+摔跤表演、

草原放風箏、穿蒙服體驗、自費騎馬）→哈素海景區→薩拉旗 

交通：巴士                      景點：★希拉穆仁草原★哈素海景區(電瓶車、快艇遊蘆葦盪迷宮)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前往希拉穆仁草原，這裡是蜚聲海內外的旅遊避暑勝地，希拉穆仁的蒙語意

為「黃色的河」，位於呼和浩特以北 100 公里，因在希拉穆仁河邊有清代喇嘛廟「普會寺」而得名。普會

寺為呼和浩特席力圖召六世活佛的避暑行宮，建於乾隆 34 年（1769 年），雕樑畫棟，頗為壯觀。希拉穆

仁草原是典型的高原草場，每當夏秋時節綠草如茵，鮮花遍地；每年夏冬兩季內蒙古最盛大的草原慶典

─「那達慕大會」，就是在這裡舉辦。由於當地政府不斷的投資建設，接待設施相當完善，成為著名的內

蒙古草原旅遊景區。抵達後進行歡迎儀式，敬「下馬酒」， 贈「哈達」，開始豐富的草原活動─您可自費

安排騎馬、騎駱駝拍照，體驗原始的草原情懷；如果您不便騎馬，您可搭乘蒙古獨有的運輸工具「勒勒

車」。 午餐享用蒙古手扒羊肉，餐後前往訪問牧戶，熱情的蒙古人用醇香的奶茶，奶製品招待遠方的客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huh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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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蒙古包外藍天、白雲、羊群、美麗的草原風光盡收眼底，觀看蒙古式賽馬，摔跤，射箭表演等活動，

純樸的民風讓人樂而忘憂。隨抵前往哈素海景區，哈素海距呼和浩特 80 公里，面積 32 平方公里，海拔

1000 米。哈素海蒙語的意思黑水湖”， 這裏地域遼闊，草原廣袤，河流眾多，水草豐美，環境清幽。碧

波連天的湖面被周圍的高山環抱，就像是一盞巨大的翡翠玉盤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間，構成了一幅山、

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壯美風光和綺麗景色。 

 

◎抵達希拉穆仁草原後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特別安排 8~12 匹馬組成的迎賓馬隊迎接貴賓，馬佇列陣由

身著蒙古族服裝的蒙古族男女歌手，手捧銀碗哈達向每位來賓敬酒獻歌。 

◎自費草原騎馬於草原進行，兩個點（敖包山及牧民家）RMB280/人，三個點（敖包山及牧民家與自然

保護區）RMB380/人，旅客請依自身狀況自由選擇參加！！（此為無壓力自費行程，若不參加的旅客可

步行前往牧民家約 30 分鐘左右。騎馬是一項帶有一定危險性的活動，提醒遊客 60 歲以上（包括 60 歲）

不要騎馬。若您想參與類似活動，我們將另安排馬車搭乘的自費行程，提供您報名參與，感謝您的配合。） 

◎騎馬屬於有危險性的活動，上下馬匹請貴賓遵照當地牧民的指導，切勿自行與馬匹互動，倘若貴賓們

想與馬兒拍照留念也盡可能的不要太靠近馬的頭部或者有太大的動作驚嚇馬兒，另外；切勿站在馬的後

方以防馬兒有突如其來的危險動作。 

◎草原若是下雨，摔跤、賽馬將取消，因為路面濕滑。敬請見諒！ 

 

行車時間: 呼和浩特→2hrs→希拉穆仁草原→3hrs→哈素海景區→20min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烤全羊-RMB180/位 晚//哈素海魚宴 -RMB80/位 

住宿：★★★★薩拉旗敕勒川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03天(2019/6/22) 薩拉旗→包頭（五當召、賽罕塔拉生態園） 

交通：巴士                                                景點：★五當召★賽罕塔拉生態園  

於飯店享用早餐之後，前往五當召，五當召是內蒙古現存的最大

最完整的喇嘛寺廟。五當召藏名叫巴達嘎爾廟，漢名叫廣覺寺。

屬於格魯派（黃教），蒙語「五當」意為柳樹，「召」為藏語寺廟

之意。現主要建築包括六大殿(蘇古沁獨宮、卻依拉獨宮、洞闊爾

獨宮、當圪希德獨宮、阿會獨宮、 日木倫獨宮)、三座活佛府(東

科爾府、甘珠爾府，章嘉府)和一座安放歷代活佛骨灰靈塔的蘇波

蓋陵。本體房舍共 2,500 餘間，約

佔地三百畝。隨後前往參觀賽罕

塔拉生態園， 包頭在蒙語包克圖意思就是有鹿的地方“賽汗塔拉”城市

第一的草園風光，，園區內還建有不俗的跑馬場、射箭場、摔跤場，火台，

及相鄰相伴的牛、馬、駱駝、羊、鹿，放牧場，構遊人漫步院內可以近距

離接觸園區內飼養的梅花鹿群，梅花鹿性格活潑溫順，行動輕快敏捷，嗅

覺、 聽覺發達，視覺較差，特別是人工飼養的鹿群遊人可以近距離接觸餵養飼料。 

行車時間: 薩拉旗→2hrs→五當召、賽罕塔拉生態園→1.5hr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中式合菜-RMB60/位  晚//涮羊肉 -RMB80/位 

住宿：★★★★★包頭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bao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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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天(2019/6/23) 包頭（成吉思汗新陵）→榆林（萬里長城鎮北台）         

交通：巴士                                          景點：★成吉思汗新陵、★萬里長城鎮北台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前往成吉思汗新陵。成吉思汗陵整座

陵園占地面積 5 萬多平方米，主體建築由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和

與相連的廊房組成。陵園分正殿、寢宮、東殿、西殿、東廊、西

廊六個部分。整個陵園的造型，猶如展翅欲飛的雄鷹，極富濃厚

的蒙古民族獨特

的藝術風格。成吉

思汗兩次西征。當

他率部路過此地

時，深為這裏的秀麗景色所吸引，曾在馬上賦詩加以讚美，

並把這裏選作自己的葬身之地。午餐後，驅車前往鎮北台

長城。據險臨下，控南北之咽喉，如巨鎖扼邊關要隘，為

古長城沿線現存最大的要圔之一。占地面積 5056 平方米。

鎮北台有天下第一台之稱，是我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堅強毅力的結晶。 

行車時間: 酒店→2.5hrs→成吉思汗新陵→2hrs→鎮北台長城→1.5min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格日勒圖餐廳-RMB60/位  晚//陜北農家菜-RMB80/位 

住宿：★★★★★榆林永昌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05天(2019/6/24) 榆林（紅石峽）→鄂爾多斯（康巴斯鬼城） 

交通：巴士                                                     景點：★紅石峽※康巴斯鬼城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前往參觀紅石峽， 紅石峽名冠邊圔，舊時文

官、武將、儒士來榆林，必在此地設宴諷詠唱和，留下 160 多幅寶貴的書

法藝術作品，因此稱得上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寶庫，在它的東西石壁，

摩崖石刻相連，窟洞、殿壁、更有少見的蒙文石刻，亦是花叢一豔，堪稱

壯觀，似一天然碑林。鬼城康巴斯鬼城康巴斯充斥著辦公大樓、博物館、

最初為 100 萬人生活而設計的這地方幾乎沒有人居住。只有幾輛汽車駛過

公路，白天有些政府辦公室開門辦公。偶出現的行人，看起來就像幻覺，拖著沉重的腳步沿著人行道走

著，仿佛恐怖電影中大災難過後一名孤獨的倖存者。

 
行車時間: 酒店→20mins→紅石峽→2hrs→康巴斯鬼城→40min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陜北合菜-RMB60/位  晚//景區合菜-RMB80/位 

住宿：★★★★★鄂爾多斯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http://www.yongchanghotel.com/
http://cn.ihg.com/crowneplaza/erdch/hotel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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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天(2019/6/25) 鄂爾多斯→銀肯響沙灣（含纜車來回、衝浪車、滑沙、騎駱駝、小火車、鄂爾多斯

婚禮秀）交通：巴士                                                      景點：★銀肯響沙灣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前往參觀響沙灣，響沙

灣含纜車、衝浪車。響沙灣居中國各響沙之首，被

有清泉從坡底湧出。依著滾滾沙丘，面臨大川，背

45 度角傾

斜，形成一個巨大的沙丘回音壁。沙子乾燥時，遊

客攀著軟梯，或乘坐纜車登上“銀肯”沙丘頂，往

下滑溜，沙丘會發出轟隆聲，輕則如青蛙“呱呱”

的叫聲，重則像汽車、飛機轟鳴，又如驚雷貫耳，

更像一曲激昂澎湃的交響樂。 

◎銀肯響沙灣含纜車（遊覽約 3-4 小時）（套票活

動：含纜車來回、衝浪車、滑沙、騎駱駝、小火車、

鄂爾多斯婚禮秀、越野車、摩托車、軌道自行車，活動內容以景區保留調整之權利。 

◎能讓人們感受沙漠文化的最好方式，莫過於到沙丘之巔住上一晚。於是，這座以蓮花為形的酒店，從

金色的沙漠之中走了出來。它儘可能的保持沙漠原有的自然生態，整體未用磚、石等材料，而是採用綠

色環保的輕鋼龍骨體系。因外形設計酷似一朵「蓮花」，所以被人們親切的比喻為"沙漠中的蓮花"。（蓮花

度假酒店為套票包裝，酒店內活動開放情況及時間視景區公告為準） 

◎號稱七星級的響沙灣蓮花度假酒店位於響沙灣景區內，於 2016年 5月正式開放，被美國電視新聞網(CNN)

列為十八個令人震驚的中國新酒店之一，也是入選「全球最期待開放的度假酒店」中唯一的中國酒店。

◎蓮花度假酒店是地球上唯一不用磚、瓦、沙、石、水泥、鋼筋而建造的綠色建築，環保生態，是世界

上最好的度假場所，是心靈深處的一片凈土。酒店整體上營造出一種素雅、淡然、安靜的度假氛圍。在

這裡你可以依沙而憩，攬繁星入夢，遠離城市喧囂。 

行車時間: 酒店→30mins→銀肯響沙灣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蓮花酒店自助餐-RMB238/位  晚//蓮花酒店自助餐-RMB238/位 

住宿：★★★★★響沙灣景區蓮花酒店或同級 

 

第 07天(2019/6/26) 銀肯響沙灣→古雲中酒廠→呼和浩特（蒙牛現代工業園區、昭君墓） 

交通：巴士                                景點：※古雲中酒廠、※蒙牛現代工業園區、★昭君墓 

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之後，前往參觀古雲中酒廠, 為國家定點葡萄載培種植基地。 1958 年建廠之初， 這

裡以生為葡萄酒為主，70 年代初期，公司延用清代作坊並擴建了原古城牆下的地下酒洞，建成藏儲能力

可達 3000 噸的地下酒洞，保存至今的分別有葡萄酒 30 年、20 年、10 年陳釀，當地人稱之為：“酒文化

珍寶”，有“圔外洞藏酒，雲中神韻醇”之美譽。蒙牛現代工業園區良種奶牛繁育中心，已建成亞洲最

大的霜淇淋生產線蒙牛的工業旅遊主要觀覽遊，以遊覽為主要旅遊，其中蒙牛液態奶生產線對遊客最有

吸引力，有專職導遊負責遊客的接待、講解和管理工作(品嚐牛奶冰棒一人一支或酸奶一人一盒（二選一）)。

昭君墓又稱“青塚”，蒙古語稱 “特木爾烏爾虎" ，意為“鐵壘”，是史籍記載和民間傳說中漢朝明妃

王昭君的墓地。始建於西元前的西漢時期，是由漢代人工積土，夯築而成。距今已有 2000 餘年的悠久歷

史，是中國最大的漢墓之一。 

http://www.xiang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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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現代工業園區參觀流程進入廠區穿好鞋套後，由講解員帶領遊客參觀蒙牛智慧化液態奶生產車間、

感受蒙牛發展歷程、體驗互動遊戲、品嚐產品。蒙牛園區頇注意廠內禁止吸煙、禁止酒後參觀、廠區參

觀可以照相但禁止攝像。 

行車時間: 酒店→2.5hrs→古雲中酒廠→1.5hrs→蒙牛園區→50mis→昭君墓→30mi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蒙牛會所-RMB60/位  晚//金蘭港涮羊肉-RMB80/位 

住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 08天(2019/6/27) 呼和浩特（南山公園）→內蒙民俗藝術劇院→呼和浩特 

交通：巴士                                          景點：※南山公園、※內蒙民俗藝術劇院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南山公園，南山公園：又名南山生態百亭公園也叫盛樂百亭公園，位於呼和

浩特林格爾縣城關鎮內，和位於首府呼和浩特南 40 公里的和林格爾寶貝河畔，占地 5 平方公里。園內山

水秀美，松濤陣陣，林間鳥兒鳴唱，草地歡歌。該園濃縮天下名亭，薈萃古今中外勝景，更有中華錢幣

壇，古今聯長廊，宗教文化園等八處景觀，同時種植有北方適宜的各類花草樹木，可謂四季有景，各領

風騷，是名副其實的植物王國。盛樂百亭公園被譽為“中國最大的亭文化景觀園林”。園區由國內外著

名旅遊和工程技術專家精心設計，由山西、湖北、江蘇、山東、河北等地古建、石活等工匠精心製作，

因勢築園，就勢造景，高標準高品質建造的生態精品工程和大型歷史文化園區，園中景點豐富，是集旅

遊、休閒、娛樂為一體的旅遊勝地。 

行車時間: 酒店→1hrs→南山公園→1hr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中式合菜-RMB60/位  晚//燒麥風味(包廂)-RMB80/位 

住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 09天(2019/6/28) 呼和浩特（內蒙博物館、和碩公主府）→呼市自由活動→呼和浩特 

交通：巴士                                               景點：※內蒙博物館、※和碩公主府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內蒙古博物館博物館有民族歷史文物 4.4 萬

多件，其中不少是國內罕見的珍品，

尤其是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中匈奴、鮮

卑、契丹、蒙古族的歷史文物以及數

量可觀的蒙古等北方民族、民俗文物，

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很有特色

的藏品。和碩恪靖公主府，又名呼和

浩特市博物館或清公主府，位於呼和浩特新城區賽罕路，建於清代康熙年間，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huhhot/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huh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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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康熙皇帝的六女兒和碩恰靖公主居住過的府邸，公主府占地 18000㎡，是賽外保存最完整的一處清代

四合院群體建築。(呼市自由活動時由黃明泉先生帶領團員前往大賣物購買當地知名伴手禮) 

行車時間:酒店→30mis→內蒙博物館→30mis →和碩公主府→30mis→酒店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和林燉羊肉-RMB60/位  晚//涮羊肉風味-RMB80/位 

住宿：★★★★★呼和浩特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 10天(2019/6/29) 呼和浩特（大召寺、圔上老街）→台北          長榮航空（BR727）15:50/19:20 

交通：巴士                                                     景點：★大召寺、※圔上老街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參觀大召寺是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

玉泉區南部的一座大藏傳佛教寺院。蒙語漢名原為“弘慈寺”，

後改為“無量寺”。因為寺內供奉一座銀佛，又稱“銀佛寺”。

大召寺是呼和浩特最早建成的黃教寺院，也是蒙古地區僅晚於

美岱召的蒙古人皈依黃教初期所建的大型寺院之一，其中著名

的有大召、小召、席力圖召、五塔寺召、烏素圖召、巧爾其召

等。大召的宗教文物眾多，其中銀佛，龍雕、壁畫堪稱“大召

三絕”。圔上老街這些古式房子，有三十年左右歷史，很多都

是土牆，合適做與舊城相配的古玩、民俗、百貨、土產商店。

有老銅匠開的鋪子，也有近年發展起來的民族工藝品店。守著

這達賴三世、五世駐蹕過，遊人往來非常熱鬧。享用午餐後整理行裝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台北，

結束這次難忘的內蒙草原風光之旅。 

 

行車時間:酒店→30mis→大召寺、圔上老街→50mis →機場→3hrs 20mis→台北桃園機場 

餐食：早//飯店自助早餐  午//燒賣+中式合菜-RMB50/位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塌方、路阻、車輛故障、當

地政府行為、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

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若因當地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產生增

加之費用成本，需由旅客自行吸收。若涉及保險理賠,請備齊當地之單據,返國後向保險公司申請 

 

https://www.shangri-la.com/cn/hotels/shangri-la-hotel-huh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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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日期:2019/06/20~2019/06/29 

團費報價:66,000(現金優惠價)，67,320(刷卡價) 
費用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強制責任險及 20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履約責入險為新臺幣 200 萬元)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即日起收取訂金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 

 

費用不包括： 

◆新辦卡式台胞證費用(NTD 1,800)。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 NTD200*10 天=NTD 2,000)。 

◆住宿酒店房間床頭及行李人員服務小費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 

◆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內蒙古屬於內陸地區，氣候比較乾燥，帶些潤唇膏及女士護夫品，多飲水。 

※內蒙屬於海拔較高地區，大約在 1500 米左右，陽光在 6—9 月直射較強，故可帶些防曬霜。 

※蒙古飲食以北方菜為主，口味相對較重，餐廳會格外注意，此外貴賓會品嘗到當地風味，手扒羊肉，

若吃不慣羊肉，也有其他餐，不必擔心，會滿足眾多團友品味。 

※蒙古族自古以來是一個熱情好客的民族，貴賓抵達，定會以酒相迎，但不會強迫一飲而盡，但不適飲

酒者一定要接過銀碗，以表示禮貌。 

※蒙古地區溫差較大，可多帶些衣物（毛衣為宜）。 

※沙漠旅遊提示：騎駱駝漫遊時久居鬧市的人修整身心、調整情緒、鍛煉意志、是您體驗大漠茫茫、駝

鈴聲聲的神奇經歷最佳選擇；參加沙漠旅遊切莫單獨行動； 

※隨身攜帶一些防曬用品，穿淺色的抗紫外線的衣服；在沙漠中注意環保，儘量把垃圾帶出沙漠； 

※要防止駱駝站起來和臥倒時將人摔下，要抱緊駝鞍或駝峰，要自然順著駱駝的步伐自然騎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