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蒙古國、貝加爾湖12日之旅 

 

特別安排：貝加爾湖奧利宏島住兩晚，讓您有更多的時間欣賞貝加爾湖的美麗及灝翰。 

特別安排：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全日市區觀光，讓您第一次接觸布里亞特文化。 

特別安排：蒙古進伊爾庫茨克出，不用兩次進出蒙古，可節省時間及避免兩次往返的辛勞。 

 

【世界人類自然遺產】 

◎貝加爾湖： 

 坐落在西伯利亞東南部的貝加爾湖，占地 315 萬公頃，是世界最古老且最深的湖泊，擁有全球不凍淡水  

 資源的 20%。以「俄國的加拉巴戈」聞名於世的貝加爾湖，因其古老和人跡罕至，使之成為世界上擁有  

 種類最多、最稀有的淡水動物群的地區之一，對於演化科學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貝加爾環湖遊船、◎西伯利亞大鐵路 

 

 

 



【精心安排風味餐】 

貝加爾湖特產歐姆魚；蒙古石頭烤羊肉 

特別安排：穿插中西式餐，讓您有機會品嚐餐當地美食，以餐食的多樣化與豐富的內容，滿足您挑剔的

味蕾，體驗當地傳統風味，一場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豐富旅行紀念】 

獨特的火車旅行經驗，有別於巴士旅遊。欣賞傳統的烏蘭巴托蒙古歌舞及雜技秀。 

 

~ 蒙 古 國 ~ 

  歷史上曾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為了與中國的內蒙古有所區分，所以又稱為外  

  蒙古。西元前三世紀時，這裡是匈奴帝國的中心。直到西元 13 世紀的時候(1206 年)，由鐵木真統 

  一蒙古各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國，號成吉思汗。從 1918 年開始，歷經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汗、 

  忽必烈這個草原上的馬背上的擅戰民族，征服了歐、亞大部分的土地，大約將近 150 年的歷史。 

  帶您深入這個「藍天之國」，草原、沙漠、森林、湖泊、國家公園等自然景觀，以及各博物館、歷  

  史古蹟等人文景觀。 

 

~ 貝 加 爾 湖 ~ 

  「西伯利亞的藍眼睛」─世界上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湖水清澈透明，含雜質極少。沿岸群 

  山環抱，原始森林帶蒼翠，風景綺麗，湖面水天一色。面對它那雄偉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壯麗， 

  無不躬身讚歎，因此被稱為"聖海"、"聖湖"、"聖水"。無論用多少華麗的詞藻也無法描述貝加爾湖 

 的 美麗，也只有置身感受才能體驗它的美麗、寧靜與浩瀚。 

 

出團日期：6/22、7/13、7/27、8/10、8/24、9/07  

          

第 01 天  台北香港烏蘭巴托 (蒙古國) 

    TPE/HKG、OM 2972 1900/0010+1 (飛行時間：01：50、04：40時)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由香港轉機，飛往蒙古國首都、最大城  

       市及政經中心的烏蘭巴托。抵達接往酒店休息。   

    [早] X          [午] 機上         [晚] 轉機餐 

    [宿] BLUE SKY 或KEMPINSKI HOTEL KHAN PALACE或SHANGRI-LA 

          

 

 

 

 

 

 

 

 

 

 



第 0 2天  烏蘭巴托蒙古民族部落群(13世紀風情園) 特日勒吉國家公園Terelj N.P. 烏蘭巴托 

    早餐後乘車赴早餐後乘車前往草原深處的★【蒙古民族部落群—13 世紀風情園】，（100 公里）， 

建在草原上的一處露天風情園，這裡可以參觀遊牧部落、蒙古軍營、薩滿教堂、經書宮、工匠 

          營等各種個性化的演示博物館，還可以穿著古代蒙古服飾，照相、攝像留念，也可以騎馬和駱 

          駝，13 世紀風情園生動地展現蒙古大帝國時期蒙古人的遊牧生活和風俗文化，讓你感受到回歸 

          遙遠的 13 世紀的感覺。午餐後前往烏蘭巴托市東北方 80 公里處的★特勒吉國家公園。進行游 

          牧一天活動，將安排蒙古國參訪牧民的家庭、騎馬、擠奶。依山傍水、山峰連綿不斷、如龜狀 

          等嶙峋怪石矗立、山上樹海密湧雲霧裊繞；沿途會看見傳統的蒙古包。此外還會看到一群群的 

          蒙古馬及蒙古包傳統聚落。同時還可以看到烏龜石、喇嘛讀書石等奇岩異石。可以體驗騎馬經 

          過丘陵進入森林、草原、賞鳥，並享受騎馬的樂趣。晚餐後觀賞【蒙古傳統歌舞專場表演】， 

          其中有民間歌舞、宮廷舞和宗教舞，還有雜技等表演。 

    [早] 飯店早餐      [午] 石頭烤羊肉      [晚]中式餐(火鍋) 

    [宿] BLUE SKY 或 KEMPINSKI HOTEL KHAN PALACE 或 SHANGRI-LA 

          

 第 03 天  烏蘭巴托巴彥戈壁【戈壁沙漠風光】 

          早餐後，前往巴彥戈壁 Bayan Gobi，黃色沙漠，綠色草原，紅色山峰，蒙古包和羊群，展現在  

          眾人面前，騎乘駱駝漫步在浩瀚的戈壁沙漠上，遙想蒙古人征服世界的心境，奮力登上沙丘頂 

          峰，天壯地闊的大漠風光震撼人心。據蒙古秘史記載，巴彥戈壁一帶曾是成吉思汗活躍的地方， 

          13 世紀成吉思汗統一蒙古時，在呼根汗山附近的納胡弓，薩里川英勇奮戰，以少勝多，打敗強 

          大的奈曼部落。夜宿戈壁蒙古包，這裏晚間無光害，在一望無際的戈壁區欣賞星空是別具體驗。 

          [早] 飯店早餐       [午]蒙古包內           [晚]蒙古包內  

          [宿] 巴彥戈壁蒙古包(含個人衛浴) 

 

 

 

 

 

 

 

 

 

 

 

 

 

 

 

 

 

 

 



 第 04 天 巴彥戈壁哈勒和林哈斯台國家公園 Hustai N.P.烏蘭巴托 

         早餐後前往哈勒和林 harhorin，距今 800 年前哈勒和林是蒙古 13 世紀的世界核心，1220 年成吉  

         思汗定都哈勒和林，後由窩闊台修建，統治的疆域橫跨大半個歐亞大陸，是當時最有權力和威 

         勢的世界之都。今天哈勒和林仍舊是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仲夏時候草綠開花，美麗的敖日罕 

         河靜靜地潺流，像在述說蒙古帝國的起落和興衰。★鄂爾渾峽谷文化景觀是世界文化遺產，包 

         括鄂爾渾河兩岸遼闊的牧地，可追溯到西元 6 世紀的考古遺跡群，包含 13 世紀和 14 世紀成吉 

         思汗的大帝國首都哈勒和林。成吉思汗於西元 1220 年，欽定哈勒和林為蒙古帝國首都，作為縱 

         橫歐亞大陸帝國的心臟。★額爾登尼召寺廟，蒙古最古老的寺廟，這座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寺廟，於 1586 年興建，寺廟昔日極具規模，據說在巔峰時期，內裡有多達上百座的廟宇建築， 

         多達上萬喇嘛在此修行，雖說寺廟及後慘遭蹂躪，現只剩下三座廟宇，幸好昔日的巨大城牆， 

         以及圍繞城牆四周的 108 白塔，至今仍保存完好。宏偉氣勢★哈勒和林博物館，該博物館專門 

         收藏和保護研究有關元上都文物及世界遺產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往★哈斯台國家公園，在土 

         拉河流水的孕育下，哈斯台國家公園綠意盎然，生氣蓬勃，來此親眼目睹珍貴的蒙古原生動物- 

         蒙古野馬（又稱普氏野馬）奔馳的英姿。過去狩獵猖獗和自然環境惡化，蒙古野馬面臨瀕臨絕 

         種的危機，在國際保育人士的呼籲和協助下，世界開始重視蒙古野馬保育，美麗的哈斯台國家 

公園成為全球蒙古野馬研究基地。乘車找尋蒙古野馬生態。在浩瀚山丘中同時還可發現有野狼， 

         野鹿，老鷹等來作伴。返回烏蘭巴托。 

         [早] 蒙古包內              [午]蒙古包內         [晚]西式餐 

         [宿] BLUE SKY 或 KEMPINSKI HOTEL KHAN PALACE 或 SHANGRI-LA 

 

 第 05 天 烏蘭巴托 ULAANBAATAR達爾汗 

         早餐後，市內觀光。成吉思汗廣場是民眾休閒、舉辦大型演唱會、國慶閱兵隊伍的出發點。廣    

         場四周圍繞郵電總局、證券交易所、蒙古歷史博物館、國家議會、文化局、芭蕾劇院等。是烏      

         蘭巴托市中心最美麗的廣場！可以選擇最美的角度留下自己的倩影。參觀位於市中心的★甘丹   

         寺，甘丹寺是蒙古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最早西元 1809 年，這裡就建起了第一座經堂，到 1838  

         年，第三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寺廟群。甘丹寺裡最引人注目的是觀音 

         菩薩殿，這座殿建於 1911—1913 年，是烏蘭巴托最高的佛殿，殿中的巨大觀音菩薩高 25 米、重 

         20 噸，全身鍍金，鑲嵌大量寶石，氣勢雄偉，是蒙古的國寶。此佛現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內站 

         立佛像。然後前往蒙古國第三大城市達爾汗，達爾汗烏勒省省會。人口 85000。蒙古語的意思是 

        「鐵匠」或「冶鐵場」。抵達達爾汗后展開達爾汗市區觀光，參觀馬頭琴紀念碑、當地博物館等 

         景點，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 飯店早餐    [午]中式合菜       [晚]酒店內 

         [宿] BUUDAI HOTEL 或 COMFORT 或 DARKHAN HOTEL 

 

 

 

 

 

 

 

 



 第 06 天 達爾汗 100km -蘇赫巴托 30km -恰克圖 230km -烏蘭烏德 ULAN UDE (俄羅斯) 

   早餐後，搭車前往蒙古北部的『蘇赫巴托』，它是蒙古最北端的一站。隨後前往邊界，進入俄羅 

         斯。沿途為色楞格河流域大草原及森林。色楞格河是一條流經蒙古國和俄羅斯的河流。由伊德 

         爾河和木倫河合成，最後流入貝加爾湖。全長 992 公里，流域面積 447,000 平方公里。色楞格河 

         三角洲因為有大量的水生植被，一直被人們稱為“貝加爾湖的篩檢程式”。美麗的色楞格河， 

         穿越大森林，迷人的原野草原，伴隨在你身旁，歌頌了被譽為蒙古“母親河”的色楞格河。途 

         經美麗的古西諾耶湖，邁向『恰克圖』，臨近蒙古國。這裡是「茶葉之路」重要的一站，自從 1727 

         年 10 月中俄恰克圖條約在此草簽且於次年正式換文後，從中國福建運來的茶葉經過長途跋涉在 

         這裡集結，重新分揀、加工、打包、上稅後運往俄羅斯以及歐洲國家。今天的恰克圖雖然沒有 

         當年的繁華與喧囂，但是一個人口不足 2 萬的邊境小鎮恰克圖，低矮的房屋卻留著懷舊的氛圍。 

         烏蘭烏德，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人口 404,357。是東西伯利亞第三大城市。1666 年由哥          

         薩克人建立，舊名上烏金斯克，是蘇俄內戰時期遠東共和國的第一座首都。 

   [早] 飯店早餐  [午] 俄式套餐   [晚] 酒店內 

   [宿] SAGAAN MORIN HOTEL 或 BAIKAL PALZA HOTEL 或同級 

          

 第 07 天 烏蘭烏德+++伊爾庫茨克 IRKUTSK 

         早餐後參觀★歷史博物館，館舍當年是本地某富商的豪宅，裡面介紹這個城市自一個布里亞特 

的人的小鎮到哥薩克的要塞，從中俄蒙重要商站上烏金斯克逐步發展為西伯利亞地區有數的大 

         城市的歷史。前往參訪★舊教派村落，起源於十七世紀，老信徒或布里亞特當地人保存了古俄 

         羅斯的生活習慣。老信徒的文化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參觀老信徒 

         教堂博物館，並且品嚐舊教徒的傳統佳餚。前往參觀★布里亞特伊沃爾金寺院，俄羅斯現代佛 

         教中心，距烏蘭烏德不遠。它是 1945 年經斯大林批准開始建造的。現在它包含數座寺廟，達沙 

         喬伊霍爾林學院，酒店、圖書館、神社和喇嘛之家。主要最神聖的是達沙多喬吉諦洛夫寺廟。 

         布里亞特的第 12 位最高喇嘛圓寂的地方，至今學者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市區參觀中央廣場聳 

         立著▲列寧大頭像(全世界最大的頭像)，沿行人徒步區被譽為香舍裡榭大道。晚餐後搭乘夜臥火 

         車前往伊爾庫次克。 

         [早] 飯店早餐            [午]舊教派傳統餐食       [晚]中式餐 

         [宿] 西伯利亞大鐵路貝加爾湖支線(兩人一室) 

          

 

 

 

 

 

 

 

 

 

 

 

 



 第 08 天 伊爾庫茨克 IRKUTSK李斯特維揚卡 

         火車抵達伊爾庫茲克，早餐城市導覽。市區觀光遊覽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城市古蹟包刮久負盛

名的▲東正教堂、▲波蘭大教堂、▲市政府大樓、▲二戰勝利紀念廣場、▲十二月黨人文化公

園等人文風光，在這裡可領略東西伯利亞獨特人文歷史。參觀★十二月黨人故居博物館，並欣

賞小型古典音樂會。前往★塔利茨木製露天博物館，這裡集中了40多座木質建築古蹟，講述著

17-20世紀貝加爾湖沿岸人民的日常和文化生活特點。這裡真正的農民宅院都是木質結構，寬敞

的庭院和倉房。可在古老紡車，高板床和俄式爐灶旁照照留念。抵達李斯特楊卡後，市容觀光，

參觀★貝加爾湖博物館，近距離了解神秘的貝加爾湖及湖底生物和礦產。借助潛水器開始貝加

爾湖深度遊覽，貝加爾湖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北海“，著名的蘇武牧羊的故事就發生在這一

帶，貝加爾湖是世上最深和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最清澈的湖泊之一，已有2500萬年

曆史，1996年貝加爾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搭乘★纜車，前往切爾克夫山頂，

這裡是視野極佳的觀景台。可以一覽整個貝加爾湖。 

        [早] 飯店早餐              [午]西伯利亞餐            [晚]酒店內 

         [宿] KRESTOVAYA PAD HOTEL 或同級 

 

第 09 天 李斯特楊卡-布里亞特村落-奧利洪島 

         早餐後前往布里亞特村落參觀傳統民俗之旅，此地居民信仰神秘的薩滿教，薩滿被認為有控制

天氣、預言、解夢及占星的能力，在此有機會體驗當地居民的熱情好客及傳統食物，並接受薩

滿巫師的祈福儀式後，繼續前往奧利洪島。抵達奧利洪島後，漫步到布爾汗海灣，傳說貝加爾

湖神居住的地方。角灣上的沙曼卡岩山是九大神聖景點，貝加爾湖最著名的地標，風景美麗動

人。薩滿教信徒敬立的十三根薩滿柱代表了上帝的 13 個兒子。上面纏滿了祈福的彩色絲帶，不

妨也綁上絲帶或衣物或是獻上硬幣許願！ 

[早] 飯店早餐          [午]布里亞特族傳統佳餚  [晚]酒店內 

        [宿] VILLA MALINA 或 BAIKAL VIEW HOTEL 或同級 

 

第 10 天 奧利洪島 

         今日奧利宏島之旅 ，首先前往奧利洪島最北端：合波角，沿途經過哈蘭茨，三色水，三兄弟山，  

         合波角，男孩山和女孩山及貝加爾湖湖邊風光，可欣賞小木屋，人臉山，鮭魚島，村落，沙灘 

         怪松林，三色水，美麗的草原，紅岩石。 

        [早] 飯店早餐         [午]野餐(現煮魚湯)       [晚]晚餐-酒店內/ 

        [宿]VILLA MALINA 或 BAIKAL VIEW HOTEL 或同級 

 

 第 11 天 奧利洪島伊爾庫茨克 

         早餐後搭船遊遊覽貝加爾湖。午後返回伊爾庫茨克。抵達後前往 130 風情街，位於市中心，包 

含了幾十座木製小房子。是城市最熱鬧的商業區，也是當地人休閒娛樂購物的地方。街道兩邊

都是餐廳商店，巴洛克式和俄式風格的小木屋建築，盡頭是大商場。晚餐，欣賞俄羅斯傳統歌

舞表演。 

         [早] 飯店早餐          [午]酒店內          [晚]獵人餐廳＋歌舞表演 

         [宿] INTERNATIONAL HOTEL SAYEN 或 COURTYARD MARRIOTT 或 IRKUTSK HOTEL 或同級 

          

 



 第 12 天 伊爾庫茨克香港台北 

   S7 549 1125/1615、HKGTPE (飛行時間 04：50、02：00 時) 

    今日上午前往機場，準備搭機回程。經由香港機場轉機後，飛回桃園國際機場，回到溫暖的家。 

        [早] 飯店早餐          [午]機上           [晚]機上 

 

         

         

【特別說明】： 

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 UNESCO 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及飯店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六個月內之二吋彩色照片 3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旅客基本資料（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15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