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天北京內蒙古草原之旅

$2680
起
人

不一樣 的北京遊
【《德云社》聽相聲】德云社由郭德綱創建，是中國最火熱的相聲社團
【天安門仿膳飯莊】北京著名的老字號，宮廷特色濃郁，是清朝宮廷風味的再現
【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後母戊鼎、四羊方尊、大盂鼎等國寶重器，記載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      
明足跡
【南鑼鼓巷】《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的亞洲 20 個最美風情地之一
【八達嶺長城】長城裡最美長城，唯一接待 300 餘位世界各國元首、政府首腦登上過的八達嶺
長城
【全聚德烤鴨】百年老字號，曾多次被周總理選為國宴招待外國元首

心動 的草原之旅
【五當召】山巒重疊，蒼松翠柏的大青山深處，坐落著一
處氣勢宏偉、建築規模盛大的五當召。原名巴達嘎爾廟，
藏語意為“白蓮花”
【響沙灣】擁有罕見而神奇的響沙景觀、浩瀚的庫布其大
漠風光、世界第 一條沙漠索道、中國最大的駱駝群、中國
一流的蒙古民族藝術團及幾十種驚險 刺激獨具沙漠旅遊
特色的活動項目
【成吉思汗陵】簡稱成陵。是蒙古帝國第一代大汗成吉思
汗的衣冠塚，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草
原上
【希拉穆仁草原】蜚聲中外的旅遊勝地 , 它南迎呼和浩特
的暖風 , 北聆百靈廟的鈴聲 , 因清王朝賜名的“普會寺”
喇嘛寺屹立河畔 , 又名召河
【 蓮 花 度 假 酒 店 】 國 家 AAAAA 級 旅 遊 景 區 中 由 
PLaTArchitects 團隊設計的豪華酒店
【內蒙風味美食】蒙古手扒羊肉風味、涮羊羔肉風味、馬
奶酒風味、大盤雞風味

包含費用 / Inclusion

國際機票經濟艙 , 燃油稅及機場稅 Economy Air ticket, Airport 
Taxes & Fuel Surcharges
全程四 - 五星酒店 4-5 Stars Hotel accommodation
行程中所列午餐、晚餐 Lunch & Dinner mentioned
行程中所列景點門票及遊覽車 Entrance fee and A/C coach 
mentioned
中文導遊 Chinese Speaking Guide

未含費用 /
Exclusion

 簽證費及旅遊保險 Visa 
Fees  & Trave Insurance 
自費項目和個人消費 Option Tour & Personal Expenses
導遊和司機小費：US $10/ 人 / 天（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US$10/day/person
至少 10 人成團 Minimum 10 passengers to guaranteed tour departure

10 J
UN 

2020出發日期



Day 01 澳洲    北京
Australia     Beijing
搭乘晚上航班從悉尼出發到中國首都~北京， 航班上過
夜。

Day 02 北京
Beijing 
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專人迎接，後送往酒店，當天自
由活動，不含其他項目。
住宿：當地5*九華山莊/同級 Jiuhua Shanzhuang Hotel/
similar

Day 03 北京 
Beijing 

（早/午餐）
早餐後，參觀位於北京城中軸線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
場 --【天安門廣場】，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緬懷一代偉人
的光輝業績。隨後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午餐後獨家安
排【故宮 3 小時深度遊】。隨後遊覽“老北京最美的地方”【
什剎海歷史文化風景區】，然後參觀【南鑼鼓巷】，是日晚
餐自理，餐後前往【《德云社》聽相聲】。德云社是中國最火
熱的相聲社團（此項目為贈送，因政治、天氣、客人自身原
因等不能觀看費用不退，敬請知悉）。
住宿：當地5*九華山莊/同級 Jiuhua Shanzhuang Hotel/
similar

Day 04 北京 
Beijing 

（早/午餐）
早餐後前往遊覽【八達嶺長城】（只含首道大門票，不含纜
車），八達嶺長城集巍峨險峻、秀麗蒼翠於一體，為全國十
大風景名勝區之首。午餐後，前往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明
十三陵•定陵】（只含首道大門票）。遊覽【北京奧林匹克
公園】( 外觀鳥巢、水立方，不含觀光車或節目表演 ) 。是
日晚餐自理。
住宿：當地5*九華山莊/同級 Jiuhua Shanzhuang Hotel/
similar

Day 05 北京 
Beijing

（早/午餐）
早餐後前往遊覽我國現存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園
林【頤和園】（只含首道大門票，不含坐船），園內建築以佛
香閣為中心，既飽含中國皇家園林的恢弘富麗氣勢，又充
滿自然之趣，是舉世罕見的園林藝術傑作。外觀【清華大
學或北京大學外景】。午餐後參觀【天壇公園】（只含首道
大門票）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築

群，是日晚餐自理。
住宿：當地5*九華山莊/同級 Jiuhua Shanzhuang Hotel/
similar

Day 06  北京 – 包頭 
Beijing - Baotou 

（早餐）
早餐後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PEK），搭乘國內航班飛
往包頭。抵達包頭機場BAV，導遊在機場接機，送往酒店
休息。
住宿：当地5*世贸大酒店/同级 Shimao Hotel/similar

Day 07 包頭 - 五當召 - 包頭
Baotou - Wudangzhao Monastery 
– Baotou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赴五當召（包頭-五當召70KM，遊覽約2小時）
蒙古語五當意為“柳樹”，召為“廟宇”之意。始建於清康熙
年間（1662-1722），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賜漢名廣
覺寺。因召廟建在五當溝的一座叫敖包山是山坡上，所以
人們通稱其名五當召。五當召是享有特權的政教合一寺
院，且建築本身以及各殿堂的壁畫和雕塑，體現了很高的
藝術價值。下午參觀包頭蘇寧廣場。晚餐後，入住包頭酒
店。
住宿：當地5*世貿大酒店/同級 Shimao Hotel/similar

Day 08 包頭 - 響沙灣
Baotou - Sounding Sand Bay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世界罕見，中國之最的“銀肯響沙”（包
頭-響沙灣60KM約1小時，遊覽約3小時）。它與甘肅敦煌
的鳴沙山、寧夏中衛的沙坡頭並稱為中國三大響沙，銀肯
是蒙語，漢語意思是“永久”。它俗稱“響沙灣”，這裡的沙
丘連綿分佈，景色壯觀，嫩黃色的沙漠，一望無垠，從沙
丘底部滑下，沙子會發出轟鳴聲，形成著名的響沙奇觀，
響沙，是人們至今無法解釋的自然之謎。遊客可以騎雙峰
駱駝，感受響沙大漠的如夢如畫，晨曦時波光粼粼，五彩
紛呈的場景，夕陽下大漠孤煙，美不勝收。置身其中，遠離
城市的喧囂，感受那一份讓靈魂寧靜的溫馨。入住蓮花酒
店。
住宿：響沙灣蓮花酒店 Xiangshawan Desert Lotus Hotel
http://www.xiangsw.com/xsw/about/about-108.html

Day 09 響沙灣 - 鄂爾多斯
Sounding Sand Bay – Erdos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車赴蒙古民族的心中聖地，國家AAAA級景區—
成吉思汗陵遊覽（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70KM，1.5小時，
遊覽約2.5小時），成吉思汗陵坐落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漢語意思為“聖主的陵園”，在這裡，遊客可
以了解一代天驕的豐功偉績和蒙古族的發展史，聆聽動
人的傳說故事。赴鄂爾多斯博物館參觀遊覽。入住鄂爾多
斯酒店。
住 宿：5 * 鄂 爾 多 斯 博 源 豪 生 大 酒 店 / 同 級 H o w a r d 
Johnson Parkview Plaza Erdos/similar
http://www.howardjohnson-erdos.cn/

Day 10 鄂爾多斯 - 希拉穆仁
Erdos - Sheila MuRen grasslan

（早/午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希拉穆大草原，抵達後接受歡迎儀式，午
餐品嚐特色蒙古宮廷大宴—詐馬宴。下午草原活動，觀看
賽馬摔跤表演等。入住當地最好的蒙古包。
住宿：空調蒙古包 Air conditioner yurt

Day 11 希拉穆仁 - 呼和浩特 
Sheila MuRen grassland – Hohhot

（早/午餐）
早餐后，乘车市内游览大召寺（游览1.5小时），它是呼和
浩特市最早的喇嘛教寺院，由于召中供奉释迦摩尼像，所
以也称银佛寺。数百年来，一直是蒙古族藏传佛教的活动
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 继而前往昭君墓

（10KM游览时间1.5小时），它是中国最大的汉墓之一，
其意义在于已不仅仅是一座坟墓，而是民族友好的象征。
和硕公主府 （游览约1小时）。经康熙钦定，约于康熙三十
六年（1697年）归化城北门2.5公里的扎达河东岸建公主
府，原建占地约600余亩，包括府邸、前庭、花园和马场。
建筑形制为大木硬山及卷棚式，做工精良，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和硕公主受封为和硕格靖公主。随后前往呼和
浩特通顺大巷美食一条街，晚餐自理。
住宿：准5*锦江国际酒店/同级 Inner Mongolia Jinjiang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Day 12 呼和浩特  悉尼 經北京 
Hohhot    Australia via Beijing

（早餐）
早餐後自由活動，下午送往機場，搭乘航班經北京飛返澳
洲。帶著美好的回憶返回溫暖的家鄉。

Day 13 澳洲 
Australia
今天下午抵達澳洲。

特約旅行社

備註 Remarks

定金每位$1000，餘額出發前2 個月付清
Deposit of $1000pp, remaining amount to be 
paid off 2 months before departure date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惡劣、罷工、航班取消或延
誤政變等等或在非本公司能力範圍以內所能控制之
情況下，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項
旅遊節目，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況儘量安排及全權
處理。本公司保留在景點不少的情況下調整行程的
權利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itinerary 
subject to local conditions. We do not take 
liability to any natural disaster such as storm, bad 
weathers, riots, political issues, etc.
  機票提前或延後或自備機票者，自行去酒店或機場 
Pick up and drop off service is not included if book 
the land only tour or early arrival / stay behind 
after the tour.
  本公司保留由於匯率浮動、燃油附加稅變化，或
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Extra costing 
due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e.

相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們保
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03 OCT, 2019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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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自費：

北京段：老北京胡同遊RMB80/人；奧林匹克公園
觀光車+奧運推薦演出節目= RMB180/人；乘坐畫
舫遊船，經“慈禧水道”進入頤和園，看山光水色
= RMB140/人
內蒙段：希拉穆仁草原馬術表演= USD50/人；希拉
穆仁全羊宴= USD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