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內蒙古呼倫貝爾八日行程 
 

1、囊括呼倫貝爾北線經典景觀——草原、邊境、湖泊、口岸，以輕鬆休閒為

主。 

2、每天一款風味餐，嘗遍當地美食，除特殊景區外，儘量安排社會餐廳就餐，

拒絕團隊餐。 

3、行走一段聞名遐邇的【邊防公路】； 

4、體驗獨家打造的攜程牧場，感受濃郁的民俗文化。 

 

☆住宿方面：室韋特色俄式木屋；AAAA 草原景區內蒙古包住宿；海拉爾、滿洲里

均為四鑽酒店。住宿賓館均選擇網上點評好的酒店，讓您舒舒服服休息、輕輕鬆

松遊玩，請相信我們。 

☆特色美食：除正餐外，行程內還特意安排了五大當地特色美食：民宿俄餐、涮

羊肉、手把肉、魚宴、蒙餐鍋茶，除草原景區之外全部安排社會餐廳用餐，除去

了團餐餐廳的擁擠不堪，真正品質享受呦。  

 
特別贈送： 

1.贈送訪俄家庭遊、牧戶人家、篝火晚會、俄羅斯歌舞表演及滿洲里夜遊 

2 贈送哈達哈達及礦泉水 

 

 

 

 
 

 
 

 

 

 



海拉爾+額爾古納+根河+莫爾道嘎+室韋+巴爾虎+滿洲里 

8 日跟團遊 
 

 
第 1 天 BR718 台北 / 海拉爾航班 10:10～14:20 

行程安排 接機 > 海拉爾市內遊覽 

用餐安排 早餐：X，午餐：X，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友誼國際酒店  或 套房假日酒店 或 尼基金酒店 

第 2 天 呼倫貝爾草原—【莫日格勒河畔】> 莫日格勒河畔牧場 > 天驕故里—額爾古納 > 午餐 

> 根河 > 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鄉 > 晚餐 

行程安排 

   
 

莫日格勒河畔看點：此為呼倫貝爾草原腹地的天然牧場，距離海拉爾城區約 20 公里，

在這裡遊客可以第一時間看到遼闊草原的玻切願望。遊客可在此漫步、拍照，第一時間

感受一下呼倫貝爾草原的遼闊和在藍天白雲下的愜意與愉悅。 

景區介紹：【莫日格勒河畔牧場】位於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境內，蜿蜒九曲的莫日格

勒河玉帶般緩緩流淌。這裡是上好的純天然牧場，每到夏季，隨處可見牧人的氈包，這

裡牛羊遍野、草原遼闊，是休閒、攝影的絕佳場所。 

呼倫貝爾大草原出產的羊肉，肉質鮮、嫩、無膻味、含有豐富的氨基酸。火鍋湯底有清

水鍋、鴛鴦鍋、菌鍋等種類繁多，營養豐富，在呼倫貝爾品嘗正宗的羊肉火鍋，絕對會

是您難忘的美食體驗 

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鄉看點：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鄉位於呼倫貝爾市根河市最北部的敖

魯古雅河畔，是一支神秘的使鹿部落，也是中國最後的使鹿部落，保存著完好的使鹿文

化。在這裡，可以看到成群的馴鹿散放在林間，遊客可以近距離的接近馴鹿，瞭解使鹿

文化。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根河森林冰雪 或 根河藍莓小鎮 或 根河林業賓館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57.htm


第 3 天 根河源濕地國家公園 > 莫爾道嘎 > 午餐 > 龍岩山 > 晚餐 

行程安排 

   
 
根河源濕地國家公園看點：【根河源國家濕地公園】，這裡唯一的噪音是鳥鳴；唯一的

污染是松香。景區內隨處可見濕地、草原、森林、動植物等景觀，到處是鬱鬱蔥蔥的原

始白樺林、興安落葉松純林和混交林，與濕地、珍稀動植物和草地一起構成層次豐富的

綠色景觀體系，帶給遊客一種視覺享受。 

景區簡介：【根河源國家濕地公園】是國家 AAAA 景區，總面積 59060 公頃，各類濕地

面積 20291 公頃，濕地率 34.36％，擁有森林、沼澤、河流、胡波等多種生態系統，處

於原始或自然狀態，是眾多東亞水禽的繁殖地，也是我國保存最完好、最典型的溫帶濕

地生態系統。 

莫爾道嘎鎮位於大興安嶺林區，森林覆蓋率為 93.3%，是大興安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沿途一路穿行于大興安嶺密林之中，觀賞大興安嶺森林風光，欣賞大興安嶺自然生態展

示園，充分感受大興安嶺林區豐富林業資源和壯美的自然景觀。 

午餐鐵鍋燉是用慢火把食材燉熟，入味、鮮香、犖素營養搭配，而燉菜能保存食物裡面

的營養。這樣的美味對追求健康的都市人來說，也是極受歡迎的。鐵鍋燉有豬排鍋、牛

排鍋、雞肉鍋等，連湯帶菜“哧溜哧溜”美美享受，愛上那份隨意不講究的氛圍，愛上

那股子醇香入味。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莫爾道嘎伊舒洋 或 莫爾道龍岩山莊 或 莫爾道嘎雲海 

第 4 天 莫爾道嘎森林公園 > 室韋俄羅斯民族鄉 > 午餐 > 遊覽奧洛契莊園 > 晚餐 

行程安排 

 

室韋吉拉林俄羅斯民俗鄉——位於額爾古納市室韋鎮，地處中俄邊境地帶，與俄羅斯一

河之隔，是華俄後裔聚居地之一。這裡的居民金髮碧眼卻大多姓張王李趙，說著一口流



利的普通話，卻又保持著諸多俄羅斯風俗習慣，在居住、飲食等方面，都保持著鮮明的

風格。正是由於這裡獨特的民俗文化使得室韋被評選為中國十大魅力名鎮之一。 
備註：室韋俄羅斯民族鄉為鄉村，相對條件落後於市區，比起高樓林立更多的是木刻楞

特色民宿及華俄後裔居民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室韋套娃小鎮 或 藍湖假日 或 室韋右岸 

第 5 天 哈烏爾河景區 > 額爾古納 > 額爾古納濕地 > 列巴文化館、列巴生產線 > 晚餐 

行程安排 

  
 

07：00  自主叫早（若有興趣，請於 03:00觀界河日出） 

 
哈烏爾河景區看點：沿臺階逐級走至制高點，可以一覽景區全貌。蜿蜒的哈烏爾河玉帶

般流淌，遊客宛若置身于畫中。景區內還有諸多林區生活的縮影，可使遊客進一步瞭解

興安嶺的林區生活。是休閒、拍照的極佳場所。 

景區介紹：哈烏爾河景區：哈烏爾河景區位於大興安額爾古納市自興林場。景區依山傍

水，遊人沿木棧道拾級而上，到達制高點可以全景看到蜿蜒流過的哈烏爾河風光和遠處

炊煙渺渺的村莊。 

景區內樹木蔥郁、空氣新鮮，有多種大興安嶺林區的動物展示，是呼倫貝爾草原森林結

合地的完好展現。 

 

額爾古納濕地看點：這裡是純粹的天然氧吧。且不說這裡品種繁多的花草樹木，單只在

制高點俯瞰大片濕地景觀就無疑是一種視覺上的震撼。久居於都市的遊客來此會極度的

開闊視野感受到大自然的壯美。 

景點介紹：根河濕地是亞洲第一大濕地，也是國內保持最完好的濕地。每到夏秋季節，

這裡水映藍天景色盎然，空氣中充滿濕地獨有清新氣息，遊人置身于此完全可以從新定

義耳目一新的感覺。 

【額爾古納濕地公園】截取根河濕地中額爾古納西山一段景觀，景區內有木棧道可以使

遊人在制高點觀看壯美的濕地景觀之後沿木棧道走近濕地，近距離欣賞美景，是休閒、

拍照、攝影的好去處。 
列巴文化館是集列巴文化展示、俄羅斯民俗展示和麗麗婭集團文化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

博物館。通過參觀列巴文化館讓您深度體驗俄羅斯文化，瞭解額爾古納列巴的文化內

涵。 



列巴生產線，這是全國唯一流水線列巴生產基地，通過展示讓遊客體驗到列巴生產的全

過程，傳遞傳統食物機械化生產的樂趣與魅力增加傳統飲食文化的吸引力。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額爾古納紅水泉 或 額爾古納貝加爾會館 或 額爾古納麗麗婭 

第 6 天 訪問【俄羅斯家庭】> 186 彩帶河 > 午餐 > 訪問【牧戶人家】> 草原景區 > 晚餐 > 

自由活動 (觀草原落日、參加篝火晚會) 

行程安排 

 

到俄羅斯家庭做客，近距離與俄羅斯族接觸，載歌載舞，瞭解俄羅斯華俄後裔的來歷和

復活節文化。 

186 彩帶河與俄羅斯外加貝爾邊境區最大的村鎮—杜羅伊隔河相望，彩帶河屬於典型的

濕地風光。186 彩帶河，不是它有 186 條河，也不是它有 186 道彎，更不是它有 186 種

顏色，是我們沿著祖國北疆邊防線行駛 186 公里處的一條河，其實是額爾古納河的一處

自然景觀. 

走進遊牧人家，免費品嘗蒙古額吉親手熬制的奶茶，體驗射箭、穿蒙古袍照相等多種娛

樂項目 

客人體驗蒙古包特色酒店。蒙古包內有空調、獨立衛浴。蒙古包外面既是遼闊的呼倫貝

爾草原。 

晚餐手把肉是蒙古飲食裡最有特色的食品之一。大塊新鮮羊肉用清水直接煮熟，配以蘸

料食用，醇香鮮美、無膻味，是草原上的傳統美食。 

 

19: 00  自由活動、觀草原落日、參加篝火晚會。 

關於篝火晚會，和蒙古人一起載歌載舞，度過一個歡快的狂歡夜晚。然後在靜靜的夜空

下數滿天的星斗、傾聽來自大自然的聲音，這樣的夜晚將會成為最美好的記憶。 

記得：一定要帶上驅蚊水，夏季草原上有蚊子。 

篝火晚會為贈送專案，若天氣原因或景區政策原因取消則改為自由活動。 

備註： 夏季草原上會有蚊蟲，請注意防護。蒙古包為獨立衛浴雙人間，因特殊環境制

約，房間內可能會有蚊蟲，但房間內都準備有蚊香，請依實際需要進行免費使用！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入住蒙古包 



第 7 天 邊防公路 > 紮賚諾爾 (午餐) > 呼倫湖 > 滿洲里【國門景區】> 晚餐 > 滿洲里夜遊

活動 

行程安排 

  
07：00  自主叫早（若有興趣欣賞草原日出請於 03:00左右起床。） 

 
邊防公路看點：這條邊防公路被譽為“最美公路”，受到廣大驢友及攝影愛好者的追

捧，在網上知名度非常高。由於處於邊境地帶，所以基本未被開發，保持著原始草原風

貌。這裡的景觀並非一處而是整條公路隨處皆是風景。 

景點介紹：公路沿邊境線前行，對面即是俄羅斯。邊境地區所有護欄不可隨意翻越。 

呼倫湖魚宴：呼倫湖盛產鯉魚、鯽魚、白魚等多種淡水魚類以及湖蝦，在這裡可以品嘗

到多道可口的魚宴菜肴，味道極為鮮美。在湖邊品嘗魚宴正是美食應景，令人愉悅。 
呼倫湖看點：呼倫貝爾以境內的“呼倫湖”和“貝爾湖”而得名，其中呼倫湖也是呼倫

貝爾境內最大的湖泊。呼倫湖水面寬廣、一望無際是我國第五大淡水湖，也是北方第一

大湖泊。夏季的呼倫湖水面寬闊平穩，遊客漫步在湖邊可盡享草原湖泊的壯美。 

景點簡介：“呼倫”是蒙古語“哈溜”音轉而來，意為“水獺”。因歷史上湖中盛產水

獺而得名。俗稱“達賚”，也是蒙古語，意為“海”。意為達賚湖就是海一樣的湖。 
滿洲里【國門景區】看點：現在的滿洲里國門為第五代國門，雄偉而莊重。國門景區分

為幾個不同的遊覽區域，在國門內，遊客可以參觀到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也可遠眺對

面的俄羅斯後貝加爾斯克小鎮，在紅色教育區可以瞭解紅色國際交通站等歷史。有時還

可以看到滿載貨物的俄羅斯列車在國門下駛過。遊客可近距離遊覽界樁、看到中、俄兩

國的交匯地帶。 

景點簡介：國門位於滿洲里的西部，是一幢高 30 米，寬 40 米的乳白色建築，國門對面

不遠處是俄羅斯的國門。 

滿洲里市處於中俄邊境地帶，終年裡中、俄雙方商賈雲集，貿易不斷。近年來城市規劃

的極富特色，充滿異國情調，滿街的哥特式建築加上隨處可見的金髮碧眼的俄羅斯人，

使遊客猶如置身于異國。每到夜幕降臨則燈火通明，由大片大片的燈光秀構成燦爛夜晚

景觀，肯定會給您留下難忘的記憶。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滿洲里友誼賓館或同級 

 

 

 

 



第 8 天 海拉爾 > 呼倫貝爾博物院 > 前往機場 海拉爾～臺北 航班 BR717  15:50～20:15 

行程安排 

  
 
【呼倫貝爾博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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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果博物館因政策興原因閉館則改為遊覽成吉思汗廣場。 

 

用餐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餐：○ ；晚餐：X 交通安排 舒適的旅遊專用巴士 

酒店安排 溫暖的家 

 
     行程備註 

1、交通為旅遊大巴車； 

2、用餐：8頓風味+ 6頓正餐（10 人 1 桌 8菜 1湯或按餐標）； 

3、住宿：海拉爾俄式主題酒店尼基金或同級，根河藍莓小鎮生態酒店或同級，額爾古納紅水

泉大酒店或同級，滿洲里掛四酒店或同級，蒙古包、莫爾道嘎和室韋均是當地最好酒店住宿； 

4、旅行社有權根據當時情況安排景點遊覽先後順序，但決不會減少，除政策性關閉； 

5、如遇不可抗力如天氣原因所導致的損失，旅行社不承擔相關費用； 

 
友情提醒 

1、呼倫貝爾晝夜溫差比較大，請務必攜帶一套長袖衣褲。 

2、由於緯度的緣故，呼倫貝爾夏季的日出非常早，若想看日出可要提早準備呦 

3、若要體驗騎馬，請務必於正規景區內體驗，並告知導遊知曉，切不可擅自選擇路邊散戶 

  或不正規馬場。 

4、請尊重當地民族習俗，如有不明之處可先與導遊溝通。 

5、防蚊水以及常用藥品要帶一些，草原上的蚊蟲還是會有一些的，不想被咬就要注意呦。 

6、草原景區出於環保方面因素不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請自備。這個應該可以理解，草原 

  嘛，大家都應該盡力去保護。 

7、草原上請勿製造垃圾，拜託了。 

8、還有請帶好相機並保證電力充足。 

9、客人在旅途中如有意見， 請如實填寫旅遊意見表，如返程後再提出異議均視為放棄投訴權

力。 

10、 如出現自然單間請補房差，或調整為三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