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東北 十日 

盤錦紅海灘 天橋溝  

長白山雙坡雙宿 中國十大美瀑鏡泊湖瀑布 
 

★市場唯一★ 
◎長榮航空直飛瀋陽，哈爾濱出，十天行程。 

◎全程超高級住宿，超高餐標〈本團最低餐標 RMB80，是一般團隊的最高餐標〉。 

◎長白山：雙宿/西口五★萬達威斯汀度假酒店，北口五★紫玉度假酒店；高房費、高餐費。 

◎雙坡/西口景區、北口景區，雙倍門票，暢遊菁華景點，不省門票。 

◎市場唯一特殊行程、景點安排，A 點進 B 點出不走回頭路；突破一般市場東北三省八天團幾乎 

  只能在各大城市參觀景點、購物，無法深入景區的瓶頸。 

◎全程使用新車，不補人頭費，無購物點，無自費。 

 

 

【盤錦紅海灘風景區】－觀賞大自然的奇景 

   
 

 

【長白山西坡、北坡菁華全覽，市場僅有住宿西口及北口超高檔度假村】 

   
  

 

【鏡泊湖、吊水樓瀑布】～中國十大美麗瀑布之一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瀋陽                                
行  程 【瀋陽故宮】是滿清在入關前所建造的皇宮，黃色琉璃瓦所建構的宮殿在陽光照射下

更顯得壯麗輝煌。當時不僅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進攻中原的根據地，且年僅 6 歲的順

治皇帝，由其叔父多爾袞輔政時，也是在此登基，之後才遷都北京，可說極具歷史價

值，更是中國現今僅次於北京故 宮最完整的建築。 

【滿清古街】在故宮大門前面，其建築大都依清朝建築風格而建，可以說是古味十足，

而街上的古玩城，販售著一些小玩意、字畫、古玩……等。信步其間，別有一番情趣。 

【張氏帥府】張學良故居又稱「少帥府」，是原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官邸，

1988 年更成立了「張學良舊居陳列館」，保留文物重點以供參觀。近百年的歷史興衰，

彈指一瞬間。 

【趙四小姐樓】少帥與趙四小姐的經典愛情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帥府後面的【趙四小

姐樓】的小小陽臺上，她不知多少次站在那裏向府裏望著。這棟小樓記錄了這位元不

凡的女性多少綿綿情意。 

飯  店 五★保成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  五★皇朝萬鑫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合菜 

 

 

第二天 瀋陽－200 公里－盤錦（紅海灘景區含遊船、電瓶車） 
行  程 【盤錦紅海灘風景區】位於盤錦市西南部，距市區約 30 公里，在蘆葦、沼澤中棲息

著 236 種鳥類。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頂鶴和黑嘴鷗。葦海觀鶴、鷗及珍稀鳥類考察是這

裡具有濃厚自然情趣的旅遊活動。區內建有觀鶴台。仲夏至 11 月，雙台子河口附近

長 26 公里，寬約 1 公里的堿蓬植被紅豔如火，十分壯觀，有“紅海灘”之譽。盤錦

紅海灘屬於濕地生態旅遊景區。包括紅海灘碼頭、葦海觀鶴、濕地公園及紅海灘度假

村等景觀。 

【紅海灘碼頭】是一處在灘塗上建起的純木制仿古建築，兩座蜿蜒的九曲廊，護衛著

漁民平安歸來。碼頭設有遊船和快艇，可載遊客出海觀光，觀賞海鳥穿梭於雲天，近

距離欣賞燃透天涯的紅海灘。 

【月牙灣溼地公園】是一處潮間地帶，擁有一條歷史悠久的古河道，形狀酷似月牙，

又名“月牙灣”。蕩起雙漿暢遊葦海迷宮，盡情領略大自然的秀美與寧靜，感受返璞

歸真的真正內涵。 

【葦海觀鶴】葦海探險讓您在自然環境中體驗探險橋的刺激；鳥語林讓您與丹頂鶴、

黑嘴鷗等國家級保護鳥類零距離親密接觸；鸚鵡表演讓您感受動物的聰明才智；濕地

博物館向世人展示遼河三角洲濕地的生物多樣性；是一處貼近自然和體驗生活的好地

方。 

飯  店 五★瑞詩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原味齋吊爐餅烤鴨  晚餐：飯店內港式料理 

 

 

第三天 盤錦－250 公里－大連 

行  程 【星海灣廣場】位在大連濱海西路的最西端，也是中國最大的廣場，單單中心廣場內

圓的直徑就有 199.9 公尺，外圓直徑達 239.9 公尺，也是 1999 年 9 月為迎接大連建市

100 年所建的超大廣場。 

【濱海路】全長 33 公里，是大連 1,906 公里海岸線中最美的一段，海濱路曲曲彎彎起

起伏伏，一側是青山，林木蔥蘢、溝壑縱橫、鳥語花香﹔一側是碧海，波光帆影、礁

石錯落、風光無限。 

http://doubletree.hilton.com.cn/SHEDTDI/
http://www.royal-wanxin.com/cn/index.html
http://pjswishhotel.vip.lechengol.com/


【北大橋】是紀念大連市與日本北九洲市結為友好城市而建，為近海臨山橫跨山谷的

旱橋，1987 年 5 月 1 日竣工。該橋橋型雄偉壯觀、新穎別緻，是大連南部海濱風景區

的一景。 

【老虎灘群雕】是大連標誌建築，由巨型白色花崗岩石組成，號稱「南有五羊（廣州），

北有六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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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山觀景台】位於原大連電視塔後面，置身觀景臺上，居高望遠，白天：四面環山、

青松翠柏、藍天白雲、空氣清新；夜晚，俯瞰大連市區，萬家燈火，如繁星點點；條

條馬路，車水馬龍，流光溢彩；遠處海岸，水中倒影，如夢如幻，活脫脫是一個環望

大連整個城市的最佳去處之一。 

【俄羅斯風情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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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店 五★中運海運洲際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湘海樓海鮮餐        晚餐：天天漁港 

 

 

第四天 大連－280 公里－丹東 
行  程 【虎山長城】為鴨綠江風景名勝區的核心景區之一，與“朝鮮八大景”之一的統軍亭

隔江相望。虎山長城景區內主要有虎山長城、中朝邊境“一步跨”、睡觀音、長城歷

史博物館、古棧道遺址等景點。虎山長城現為國家 4A 級旅游景區、國家級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 

【一步跨】一步跨是中國距朝鮮最近的地方之一，因最近處一步就能跨到朝鮮而得

名。在這裡遊人不但能近距離的看到朝鮮人民生活、勞動以及工作的場面。 

【錦江山公園】風景秀麗的錦江山公園，是丹東最大的綜合性公園，位於市區北部的

錦江山南坡，南距鴨綠江岸 1.8 公里。錦江山公園綠茵覆蓋，花團錦簇，一山盡得天

下秀，素有“東北八景之首”的美譽。 

【斷橋】斷橋是抗美援朝時期被美軍轟炸機炸斷，現在只剩下一半的橋身幾座橋墩，

上面大炮和子彈的痕跡清晰可見，仿佛讓您回到了那戰火硝煙的年代。 

【中朝友誼橋】又名鴨綠江大橋，位於鴨緑江上，是連接中國遼寧省丹東市與朝鮮平

安北道新義州市的跨國橋樑。全長 941 公尺，橋墩 12 個。下游為鐵路，上游為公路。 

【船遊鴨綠江】鴨綠江因為水的顏色而得名，感受鴨綠江邊境風光，那碧綠的江水，

猶如雄鴨脖頸的瑩綠，先人們便稱其為鴨綠江，景區位於鴨綠江中下游，與朝鮮碧潼、

清水、義州、新義州隔江相望，江水蜿蜒舒緩，兩岸峭壁嶙峋，林木鬱鬱蔥蔥，形成

了絢麗多彩的自然景觀，古代城堡遺址，明代萬裏長城遺址、近代戰爭遺跡，現代橋

樑和大型水利工程，組成豐富的人文景觀，風景區分為六大景區，即江口、大橋、虎

山、太平灣、水豐、綠江景區，景觀資源非常豐富。 

【鴨綠江景觀大道】從丹東出發，沿著鴨綠江往北走，可以直達鴨綠江的發源地長白

山腳下，是世界上少見景觀最優美的邊界大道。 

【遠眺北韓新義州市】是北韓第四大城市，是平安北道的首府，位於中朝邊境鴨綠江

南岸的重要城鎮。 

飯  店 五★福瑞德大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合菜        晚餐：朝鮮燒烤 

 

 

第五天 丹東－120 公里－寬甸－200 公里－通化 
行  程 【天橋溝】地處遼寧寬甸、桓仁、本溪三縣交界處的天橋溝素有“天外小廬山”之美

譽，是中國著名的秋葉區之一，與九寨溝、米亞羅、哈納斯、松花湖、大興安嶺齊名。

http://www.intercontinentaldalian.com/
http://www.friendplazahotel.yinyukeji.net/


景區內有 6 萬多畝的森林，是名副其實的“天然大氧吧”。這裡群峰聳立，巍峨磅薄，

奇岩怪石，百態千姿。 

【青蛙石】為一塊巨型特石，石上有一凹陷處，一年四季蓄水，永不乾涸，水的來源

至今仍是一個謎，夏季時青蛙便會在此產卵。 

【石老人】因狀如老人而得名。 

本溪是一座聞名遐邇的煤鐵之城，依山建城，群山環繞,又有太子河穿城而過。登高俯

瞰全市，樓群在高崗低丘間鱗次櫛比，街道於山嶺之中縱橫交錯。山中有城，城中有

山，構成獨特的城市景觀。 

飯  店 四★東方假日酒店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合菜              晚餐：飯店內 

 

 

第六天 通化－120 公里－長白山西坡風景區（含環保車）、（度假小鎮漫步、薩滿 

文化體驗館） 
行  程 長白山西坡風景區（含環保車）又名高山花園，是東北亞大陸唯一原始高山植被的寶

庫，現已發現凍原植物 170 多種 。每年七、八月無霜期時，長白山西坡的高地上，

百花爭艷，景色壯麗令人稱奇。由於這裡人跡難至，景色絕佳，人們認為是神仙活動

之地，故稱天堂花園，被譽為天使散步的地方。 

※西坡無導站車，需爬 1,442 階台階上山看天池（台階很平緩，延途風光美不勝收） 

【松樺戀】在長白山西坡上，常常可見松樹和樺樹兩兩相依的動人情景：松樹高大挺

拔，樺樹枝葉舒展，體態婀娜；它們如同一對對情人在長白山幽會，形成了陣容強大

的松樺戀景觀。 

【雙梯子河】梯子河是河流經過狹長的懸崖峭壁形成的大深谷，由於上窄下寬， 類

似民間用的梯子，故名“梯子河”。梯子河在長白山有兩處：最著名的要屬西坡，松

花江支流南錦江和北錦江，形成大小兩道梯子河，每條長達十多公里。 

【錦江大峽谷】是長白山最為壯麗的一大景觀，被譽為中國的克羅拉多，原始混沌的

大峽谷裡，一座座、一簇簇岩狀體拔地而起，有的似奇峰，有的似石筍，有的似利劍，

活脫脫的一組組巨大盆景撂放在遊人面前。 

【長白山天池】長白山天池又稱白頭山天池，坐落在吉林省東南部，是中國和朝鮮的

界湖。長白山天池松花江之源。因為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達 2,150 公尺，所以

被稱為天池。 

【度假小鎮】度假小鎮坐落於滑雪場與原生森林之間，是度假區賓客享受運動、休閒

樂趣之地。度假小鎮擁有世界頂級品牌購物街，同時涵蓋有豪華 KTV、VIP 影院、電

玩廣場、薩滿文化體驗館、長白山秀大劇院、雪域溫泉中心等特色業態，是度假區的

奢華商業中心。度假小鎮內共有商鋪 40 餘家，包括有必勝客、星巴克、肯德基、麥

當勞、甜甜圈等歐美速食品牌，亦包括知名餐飲品牌、著名零售品牌、精品及特方特

色品牌。走住歐式的度假小鎮，感受度假休閒的樂趣。 

【薩滿文化體驗館】中國最深的湖泊—長白山天池；薩滿，是它的傳奇，最神秘也最

原始的文明；薩滿的傳說，崇拜的神，供奉的圖騰，祭祀的方式，是長白山歷史的精

華和深刻印記；在薩滿文化體驗館，你可以真實走進薩滿氏族的生活，親身體驗長白

山脈之中， 遠古的祭祀、圍獵、捕魚、篝火……等生活；更有機會聆聽薩滿的講述，

通過智者之言，體驗薩滿的真諦，轉換都市負能量，釋放真我。 

飯  店 五★萬達威斯汀度假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合菜            晚餐：合菜 

 

 

第七天 長白山北坡風景區（含環保車、導站車）、瀑布長廊 
行  程 長白山北坡風景區（含環保車、導站車）─位於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安圖縣和白山市撫

松縣境內，因其主峰白頭山多白色浮石與積雪而得名，是中朝兩國的界山，有「關東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tnhwi-the-westin-changbaishan-resort/


第一山」之稱。歷史上的長白山一直是關東人民生息勞作的場所，也是滿族的發祥地，

所以在清代有「聖地」之譽。長白山以旅遊勝地、滿族發祥地、朝鮮族聖山而聞名於

世。長白山還是一座休眠火山，由於其獨特的地質結構形成不同於其他山脈的奇妙景

觀。 

【美人松】學名長白松。生長於長白山二道白河，和平營有純或單株散生。美人松因

形若美女而得名，是長白山獨有的美麗的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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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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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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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森林】亦稱谷底林海，是一處火山口森林，長白山谷底林海距長白山冰場東 5

公里，洞天瀑北側，穀底穀松參天、巨石錯落，人稱穀底人家，為長白山海拔最低的

勝景區。 

飯  店 五★紫玉度假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合菜             晚餐：飯店內 

 

 

第八天 長白山－5 小時－鏡伯湖（含電瓶車及遊船）－120 公里－牡丹江 
行  程 【鏡泊湖風景區】鏡泊湖是歷經五次火山爆發，由熔岩阻塞河流形成的高山堰塞湖，

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山湖泊。以天然無飾的獨特風姿和峻奇神秘的景觀而聞名於世，是

國家著名風景區和避暑勝地，鏡泊湖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湖，民間有紅羅女等許多

優美動人的傳說。它東有老爺嶺，西靠張廣才嶺，鏡泊湖就像一面明鏡，鑲嵌在兩座

山嶺之間。 

【吊水樓瀑布】這兒是鏡泊湖水瀉入牡丹江的出口，只有身臨此處，才知道當地稱為

吊水樓，真是恰如其分。此處有一道大壩，水從壩上往下沖，形成一個落差約 20 公

尺，寬約 40 公尺的瀑布。瀑布下的石塊受到沖擊，年深日久，淘挖磨蝕成圓柱形的

深潭，深達數十公尺。周圍還有涼亭和鐵鏈圍欄，供遊人站在瀑布上面岸邊觀瀑。 

飯  店 五★世茂假日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魚宴              晚餐：飯店內 

 

 

第九天 牡丹江－哈爾濱 
行  程 【太陽島公園】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北岸，與史達林公園隔江相望，是聞名中外的

旅游區，總面積達 38 平方公里，具有質樸、粗獷的北方原野風光特色，是城市居民

進行「野游」、「野浴」、「野餐」的極好樂園。（含電瓶車） 

【俄羅斯風情小鎮】這是一座俄羅斯式風情極濃的旅遊休閒小鎮，具有百餘年歷史。

這裏曾是中東鐵路的中轉樞紐?熏是當年俄羅斯人在東北地區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整

個小鎮由 27 座彰顯著純樸、濃鬱的俄羅斯風情的頗具上世紀特色的別墅和民宅構成。

這些具有俄羅斯民間風格和別墅群體的建築不僅在國內罕見，對俄羅斯來說也是極少

的。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曾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外觀宏偉、巍峨寬敞、造型

典雅，是典型的拜占庭式建築。 

【史達林公園】50 年代以前，這裏是鐵路專用線和航運碼頭，建於 1953 年，原名「江

畔公園」，位於松花江南岸，占地面積達 10 萬平方公尺，為松花江畔避暑遊覽地之一，

與太陽島隔江相望。 

【防洪勝利紀念塔】它象徵著哈爾濱精神。塔底上部下有一個刻著 1998 年洪水高度

的標示板，時時提醒著市民不要忘記抗洪的重要。 

【中央大街】全長 1,450 公尺的步行街，呈現東北特有的人文風情，兩旁林立的商店，

http://purplejaderiversideresort.vip.lechengol.com/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cn/zh/mudanjiang/mdgmj/hoteldetail


吸引了來往的行人，成為哈爾濱最主要的商業街。（贈百年歷史－馬迭爾冰棍） 

飯  店 五★萬達索菲特大酒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東北農家燉菜        晚餐：滿漢樓 

 

 

第十天 哈爾濱/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東北虎林園】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東北虎野生自然保護林園，遊人可乘坐專用旅遊

車輛漫遊於群聚的野生東北虎之間，享受與野獸同遊山林之趣，別有一番風味【搭乘

驚險一號觀光車】 

飯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綠色生態園            晚餐：機上 

 

https://book.accor.cn/#/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