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1/12.26     12/10                            團費：每人／NT26,000 元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 點，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東北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推薦自費 

(不強迫) 

1.俄羅斯歌舞表演或冰上雜技 RMB260/人  

2.東北二人轉表演 RMB180/人 

貼心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 天  高雄武漢 

今日集合後，接著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武漢】。 

溫馨小提示:抵達後搭乘酒店機場接駁車前往酒店，故不安排導遊及司機，由領隊帶領旅客前往酒店住宿。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今晚入住由南方航空安排 

 

第 2 天  武漢哈爾濱【中央大街(贈送馬迭爾冰棍每人乙支)、防洪紀念塔、史達林公園、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溫馨小提示:早上搭乘酒店機場接駁車前往機場，故不安排導遊及司機，由領隊帶領旅客前往機場。 

【哈爾濱】：為黑龍江省會，已有 800 多年的歷史，是黑龍江省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運輸中心，

也是中國省轄市中面積最大、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 

【中央大街】：步行街始建於 1898 年，初稱中國大街。1925 年改稱為沿襲至今的中央大街，現在發展

成為哈爾濱市最繁華的商業街。全長 1450 米，被譽稱哈爾濱第一街，以其獨特的歐式建築，鱗次櫛比

的精品商廈，花團錦簇的休閒社區以及異彩紛呈的文化生活，成為哈爾濱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最奇特

的是中央大街上鋪的石頭，他是長方形條形石，但以縱向沖上鋪滿，還有街上 71 棟歐式及仿歐式的建

築頗有看點，巴羅克式、折衷主義，以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新藝術運動建築統統在這裡體現。這

些建築是西方建築藝術的精華，稱中央大街為一條建築的藝術長廊也不為過。 

【防洪紀念塔】：又稱防洪勝利紀念塔，是哈爾濱市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裡區。

1957 年，哈爾濱面臨特大洪水威脅，當地民眾努力建造堤壩，成功擋住洪水；政府部門決定在松花江

堤上修築一座紀念塔，以茲紀念。 

【史達林公園】：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南岸，是順堤傍水建成的帶狀形開放式的公園，公園的中心是

為了紀念哈爾濱人民戰勝兩次特大洪水而建造的「防洪紀念塔」。 

【聖索菲亞教堂】：位於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裡區，近中央大街，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

教堂現已闢為哈爾濱建築藝術館，不再行使宗教功能。「聖索菲亞」詞源為「神聖的智慧」。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Z-3094 高雄 武漢 18:10 21:10 

第二天 CZ-6317 武漢 哈爾濱 11:15 14:25 

第八天 CZ-6281 大連 武漢 08:05 10:35 

第八天 CZ-3093 武漢 高雄 14:30 17:1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簡餐／晚餐：滿族風味+穿民族服裝拍照 RMB50 

住宿：★★★★★凱賓斯基酒店／或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哈爾濱【冰雪世界主題樂園、哈爾濱大劇院(外觀)、中俄民貿商場、啤酒博
物館(品嚐現釀啤酒）】 
【冰雪世界主題樂園】：為了將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的冰雪景觀、娛樂項目、豐富活動能夠在一年四季均

充分展現，不再受到季節和時間的限制，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特別打造四季冰雪的概念，投資、研發、建

設的冰雪主題樂園讓遊客無論在哪個季節前來哈爾濱，都能觀賞到享譽世界的冰燈、冰雪大世界；365

天隨時都能賞冰樂雪，歡樂暢玩！ 

【哈爾濱大劇院】：位於哈爾濱市松北區文化中心島內，包括大劇院（1600 座）、小劇場（400 座）、地

下車庫及附屬配套用房等。外部圍護結構為鋼結構殼體，採用了異型雙曲面的外型設計，是哈爾濱的標

誌性建築。2016 年被評為世界最美建築。 

【中俄民貿商場】：中國及蘇聯的各類商品在這裡都看得到，也是兩國人民交易的地方。 

【哈爾濱啤酒博物館(品嚐鮮搾啤酒) 】：這裡運用創新高科技和多媒體互動裝置，生動還原啤酒歷史、

趣味展啤酒文化，傳遞給消費者最獨特的啤酒文化體驗。同時，哈爾濱啤酒博物館內特設動感影院等多

媒體互動裝置，並且首創冰吧和啤酒學院，更有“一站式”品牌互動體驗。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東方餃子王 RMB50／晚餐：韓式烤肉 RMB50 

住宿：★★★★★凱賓斯基酒店／或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哈爾濱 (車程約 1H)【伏爾加莊園～聖尼古拉教堂、巴普洛夫城堡、普希金
沙龍、小白樺林餐廳】 (車程約 4.5H)牡丹江 

【伏爾加莊園】：哈爾濱伏爾加莊園位於哈爾濱市香坊區成高子鎮阿什河畔，占地面積 60 多萬平方米。

莊園是以哈爾濱歷史為依託，俄羅斯文化為主題，集會議培訓、休閒娛樂、文化沙龍、婚禮慶典、冰雪

活動、戶外運動等功能為一體的國家 AAAA 級文化旅遊度假區，並被評為國家中俄文化交流基地。 

【尼古拉教堂】：聖尼古拉大教堂是一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隨著 1898 年中東鐵路的修建，俄羅斯人進

入哈爾濱，東正教也隨之而來。聖尼古拉大教堂於 1899 年 10 月 13 日奠基，1900 年春動工，至 1900

年 12 月竣工。教堂建成後被譽為“遠東第一東正教堂”，被哈爾濱人稱為“喇嘛台”。 

【巴普洛夫城堡】：由俄羅斯著名設計師弗•弗•布列恩於 1795-1797 年設計，城堡裡曾走出過二位沙皇，

後期歷經滄桑，做過防禦要塞、學校、醫院、警察局等，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堡之一。 

復建的巴甫洛夫城堡依阿什河而建，剛柔並濟，紅磚色的外觀，古樸神秘，其內部正在展出俄羅斯油畫

和工藝美術品，遊客在這裡可以盡情領略俄羅斯藝術的魅力。 

【普希金沙龍展】：普希金沙龍按照 19 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建成，獨特的磚結構牆面、對比強烈的配

色向人們展示著它別具一格的魅力。土紅色的磚石壘砌成美麗的十字花形遍佈建築外觀，磚結構鏤空工

藝也在這座建築得以體現。 



【小白樺餐廳】：是俄羅斯著名設計師拉別奇在參加巴黎國際展覽會時設計的作品，建築從四個方面看

都是正面，堪稱世界經典建築之一。它屬於 19 世紀俄羅斯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在建築的正面和其他細

部有大量的木雕刻。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醬骨頭風味 RMB50／晚餐：東北火鍋 RMB50 

住宿：準★★★★★世貿假日酒店／或儷萊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5天 牡丹江 (車程約 1.5H)鏡泊湖【鏡泊湖大峽谷～朝鮮民族村、紅箭門、東夏烽
火臺、四季不凍高升井、許願泉】 (車程約 4H)長白山 

【鏡泊湖大峽谷】：被稱為“中國野浴谷”，這是三萬年前新生代火山熔岩流形成的、非常獨特的堰塞

峽谷景觀。鏡泊大峽穀被五花山色、群山峻嶺環抱著，這片金燦燦的山坳像海市蜃一樣的夢幻。景區內

自然景觀奇絕，奇岩怪石夾峙的河谷，溪水澈流，時而鑽入岩下，時而噴湧而出。這裡有落花流水的花

溪池，碧波盪漾的映山湖，雄渾磅薄的小三峽。在這裡水的溫柔秀麗，山的偉岸壯觀、石的奇異寧靜組

合成了一幅景色清幽的畫卷。主要景觀：許願泉、四季不凍高升井、紅箭門、東夏烽火臺、朝鮮民族村

等。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魚宴風味 RMB50／晚餐：山珍風味 RMB50 

住宿：★★★★★長白天地酒店／或禦麓泉酒店／或同級 

 
第6天 長白山【長白山北景區(含環保車)～綠淵潭、天池(含倒站車)、長白瀑布、聚龍溫

泉群(贈送溫泉水煮雞蛋+玉米每人一支)】途觀美人松、白樺林 (車程約 4H)吉林【玉
皇山公園】 

【長白山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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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淵潭】：位於長白山國家自然保護區，因嶽樺陰翳、潭水碧綠幽深而得名。綠淵潭上方有一處由天

池水所形成的瀑布，落差 26 米，瀑布落于巨石而四濺，而後流入深潭。每逢霧起，潭上水霧彌漫，與

高山嶽樺、曠古巨石渾然一體，美不勝收，恰似人間仙境。 

【大小天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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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靜清澈的天池猶如一塊碧玉一般，給人以神秘莫測之感。 

【溫泉群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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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白山瀑布】：長白山的瀑布有五處，其中長白瀑布是最有名的，長白瀑布位於天池北側，乘槎河的

盡頭，隨山勢而傾瀉，粗壯時若大海倒懸，天河決口，雪濤滾滾，氣勢磅薄；消瘦時又如匹練懸掛，悠

然飄揚。長白瀑布由於落差大，瀑布落入底下幽谷深潭時，濺激起數丈高的水柱白浪，似雪堆崩飛。升

騰起雲霞雨煙，颺颺灑灑，四處灑逸。 

【玉皇山公園】：座落在屬長白山脈系的玉皇山上，平均海拔 430 米，此山因 1887 年（清•光緒三年）



在山中建玉皇閣而得名--玉皇山。玉皇山公園屬綜合性公園，集觀賞、娛樂於一體，前山為觀賞、娛樂

區，後山為靜憩區。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人篸雞風味 RMB50／晚餐：三套碗風味 RMB50 

住宿：準★★★★★金茂翡翠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吉林(乘高鐵二等座)大連【星海灣廣場、百年城雕、車遊濱海路、北大橋、虎
灘群雕、俄羅斯風情街、15 庫休閒沙龍】 

【星海灣廣場】：星海廣場為紀念香港回歸中國而建之廣場，廣場上的漢白玉華表雕有九條龍，寓意九

州島；廣場中心仿效北京天壇圜丘，由 999 塊四川紅大理石鋪就，大理石上雕刻著天干地支、二十四節

氣和十二生肖；據說星海的華表是中國之最，和天安門那個華表也是長的雙胞胎一樣。 

【百年城雕】：是由城雕廣場伸向大海的，是一組 80 公尺長的浮雕鑄銅大腳印，象徵著大連百年所走過

的滄桑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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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海路】：一邊是湛藍無垠的黃海，另一邊是懸崖壁立。全長 40 公里，分為南段、西段、北段、東段

4 部分。其中 2009 年修建的海濱景觀木棧道 20.99 公里，貫穿 48 個主要景點，每當春暖花開的季節，

沿途奇景疊出，美不勝收。最吸引人的是濱海路上的人行木棧道，起點為星海灣大橋，終點為海之韻公

園十八盤，全部採用南美巨桉木和俄羅斯樟子松防腐實木材料，貫穿八大景區 48 個景點，成為目前中

國長度最長，連接景點最多，貫通全線的人行景觀路。 

【北大橋】：為了紀念大連市與日本北九洲市結為友好城市而建近海臨山橫跨山谷的旱橋，橋型雄偉壯

觀、新穎別致，大連南部海濱風景區的一景。 

【虎灘群雕】：全國最大的花崗岩動物石雕－群虎雕塑以及化腐朽為神奇的馬駟驥根雕藝術館等聞明全

國，有著四千餘公尺的曲折海岸線。 

【俄羅斯風情一條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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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庫休閒沙龍】：始建於 1929 年，為 4 層鋼筋混凝土結構無粱樓蓋體系的工業倉庫，是當時亞洲最

大、最先進的航鐵聯運倉庫。經歷了 83 年風雨後的今天，又華麗轉身為中國首個海上創意時尚區。它

是老建築與創意的經典邂逅，也是工業文明和現代文明的完美融合。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特色春餅 RMB50／晚餐：海鮮風味 RMB50 

住宿：準★★★★★萬達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第8天 大連武漢高雄 

此時 8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時

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轉機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簡餐／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

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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