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北長白山鏡泊湖采風之旅 11天 

     ~長春、吉林、哈爾濱、鏡泊湖、長白山、撫順、瀋陽~ 

 

 

 

 

 

 
行程特色：  

※遊覽中國東北部最高的山峰。山上終年積雪，岩石多呈白色、灰白色，故名【長白山】。 

  可以說是旅遊東北的經典線路，以自然風光為主，既有鴨綠江沿岸的北韓邊境的民俗風 

  情，又有壯觀的天池，親近朝鮮－鴨綠江沿線.丹東.集安.通化等特殊文化及景觀一次全 

  覽。不走回頭路，一氣呵成。 

※長春早班機進 瀋陽晚班機出 深度遊覽東北二大省之大城市，足足走玩 11 天 

  避開長途跋涉之苦，盡情享受東北異國風情！  
 

全程 NO-SHOPPING（無購物）；全程無攝影，無自費，盡情享受旅遊！ 

 

第一天  台北桃園長春   AE269 0705/1025  華信航空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飛往中國吉林省的省會長春市，位於中國東北地區的「天然

地理中心」，是東北幸福感最高的城市中排行前列。參觀日軍扶植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所創立的偽滿州國的【偽

皇宮】，這也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宮殿。續車參觀【偽八大部】，偽滿洲國的八大機構（治安部、

司法部、經濟部、交通部、興農部、文教部、外交部、衛生部），建成於 1936 年。八大部各幢大樓的建築

風格都不相同，集中西方風格為一體，既有外觀宏偉的大樓，又有垂花拱門的庭院。在新民大街兩側，滿是

高大挺直的楊樹，這八幢建築獨特的大樓就繁花綠樹之中隱隱而現，將這條街裝點得典雅清靜。然後行經【新
民大街】，這條綠蔭夾道的馬路，兩旁都是偽滿州國時期的重要建築。新民大道南接南湖公園，北連文化
廣場，堪稱長春市最美麗的道路。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農家菜風味 40            晚餐：自助烤肉 RMB50 

住宿：準五星/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長春一吉林 1.5h  
吉林有《江城》之稱，市內松花江流貫市區，更有四座名山環繞，是一個有山有水的美麗城市。北山公園是

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占地萬平方米，以山地景觀為主，主峰海拔 270 米，園內峰巒疊翠，亭臺樓

閣遍佈，一座臥波橋把一池湖水分為東西兩部分，夏季湖中荷花盛開，微風起時，花香四溢；公園內的古建

築主要有玉皇閣、藥王廟、坎離宮和關帝廟，全部座落於東峰上。前往參觀【隕石博物館】，位於吉林大

街上，主要陳列吉林市有關的歷史文物，世所罕見實質隕石雨，都是十分罕見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隕石

陳列館。以及【世紀廣場】，位於吉林市博物館和松花江南岸之間，由博物館建築群、旱噴泉、

國旗平臺、 "世紀之舟 "巨塔、音樂噴泉、望江平臺等部分組成。是吉林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81%E4%BC%9A


的風景園林。車遊【松江中路】位於市中心臨松花江的一段，從臨江門大橋起，到吉林大橋止，是冬季

到吉林觀賞霧淞的主地場所。這條街道路面寬敞，兩側綠樹繁花，是吉林市綠化最好的街道之一，市政府、

市人大、天主教堂就位於街道一側。在濃濃的綠意之外，松江路上還立著幾座搶眼的雕塑，有“世紀之光”、

“北國之聲”和“風帆”等，而江城廣場中心的一座噴泉，更為這條路增色不少。【吉林天主教堂】聖名“耶
穌聖心堂”，為典型的哥特式建築，主體由教堂和鐘樓組成，平面略呈“十”字形。全部建築為磚石拱形建築，

無木梁或木柱，磚用的是當地特殊燒制的長 31 釐米、寬 25 釐米的青磚，石料全是用自吉林城區東南 10 公

里的阿什哈達採集的上等花崗岩，而後精雕細磨成各種規格的花紋石柱、石門楣、石窗臺等。教堂院子整體

占地 6449 平方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1902 年）購買了今天主教堂所占的土地約 6400 平方米，開始籌

建天主教堂。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出資，建築圖紙由法國人設計，中國奉天省蓋平縣穆工程師承包施工，於

民國六年（丁巳 1917 年）動工，費時 10 年，民國十五年（丙寅 1926 年）落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三套碗風味 RMB50 

住宿：準五星/紫光苑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吉林一哈爾濱 3.5h  
前往東北黑龍江省的省會—哈爾濱。哈爾濱市是全省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中心，也是東北北部最大

的城市，近代長期受俄國影響，建築、街道、飲食無一不感染上俄國風味，使整個市容充滿著異國情趣。【東

北虎林園】，東北虎林園是哈爾濱市獨具特色的旅遊景區，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飼養、繁育東北虎

的基地。占地面積 144 萬平方米，擁有各種不同年齡的純種東北虎 300 多隻。東北虎林園目前有「成虎園」、

「育成虎園」、「幼虎園」、「非洲獅園」等景區。遊人能與虎近距離接觸，可搭乘特殊的“ 驚險一號 ”觀
光車，由鋼筋網做防護，隔著這層鋼筋網欣賞老虎，給老虎投餵食物，兇猛的老虎直立著身體，兩隻前爪扒

在鋼筋網上，向遊人們索要食物。這種驚險刺激的感覺只有坐上了這輛觀光車才能真正體會到。【松花江】

流經哈爾濱市區的這一段，早已成為這座城市的重要景觀。每到冬季，冰封的江面上便成了人們的遊玩勝地，

可以在江上體驗坐馬車、玩雪圈兒等活動，而夏季的松花江畔也是人們納涼散步的好去處。 松花江是黑龍

江最大的支流，東北地區的大動脈，本身也有兩條主要支流。其一為源於白頭山天池的第二松花江，另一為

源於小興安嶺的嫩江，兩條支流在扶餘縣匯合始稱松花江，折向東北流至同江縣注入黑龍江。【太陽島風

景區】（含電瓶車）：位於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松花江北岸，為江漫灘濕地草原型風景名勝區，全國著

名的旅遊避暑勝地。太陽島由於江水環繞，景色十分秀麗。四季不同的絢麗景色，構成一個得天獨厚的生態

自然風景區。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餃子中式合菜 40           晚餐：東北火鍋風味 RMB50 

住宿：準五星/凱賓斯基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哈爾濱 一伏爾加  往返 2h  俄式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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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多功能為一體的國家 AAAA級文化旅遊度假區，並被評為國家中俄文化交流

基地。伏爾加莊園風景秀麗，有大片的園林和灘塗濕地；蜿蜒曲折的阿什河流過莊園，水連水、橋連橋，一

派優美的田園風光；莊園 複建了聖尼古拉教堂作為建築藝術館，複建了“米尼阿久爾”餐廳及建設了 30

多座精典的俄式建築。莊園美輪美奐的風景將帶給您“莊園畫裏聽鐘聲，推窗憶情俄 羅斯”的意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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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臺"。【巴甫洛夫城堡】是莊園最有吸引力的建築

之一，也是新人們最期盼的婚禮場地。現在這座城堡靜默的佇立在伏爾加河畔，每當傍晚的時候，夕陽的餘

暉將城堡籠罩在溫暖而昏黃的光芒之中，仿佛時間靜止，人們常常會不自覺的在此尋覓俄羅斯歷史的痕跡，

一切都顯得如斯靜謐美好。【關東古巷】是一條仿古內街，占地面積約 5500平方米，建築面積 9200平方

米的巷子整體以中華巴羅克式建築風格為主，還原“闖關東”時期哈爾濱的市井面貌，讓遊人在品嘗美食、

觀看表演、動手操作中全面體驗闖關東時期當地的風土人情，真實感受關東生活。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醬骨頭風味 RMB50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0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269/5044037.htm


住宿：準五星/凱賓斯基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哈爾濱一海林 3.5h 
前往俄羅斯風格的【聖索菲亞教堂】，與其外觀，與其廣場，現名【哈爾濱市建築藝術館】。【索菲

亞教堂】始建於 1907年 3月，當時為木制結構，是沙俄東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的隨軍教堂。四年後在木墻

外部砌了一層紅磚墻，從而形成磚木結構式的雙層教堂。教堂的平面為拉丁十字形對稱佈局，高 53米，屬

拜佔廷式建築風格。外型以大小套疊的磚砌拱券為主要特徵，拉丁十字高高的矗立於每個塔的頂端；正門頂

部的鐘樓內有 7座鐘，最大的重達一噸多。續前往參觀【史達林公園】，此公園位於松花江南岸，是哈爾

濱`濱江公園的代表。續前往充滿異國風味的哈爾濱第一街，最有“洋味”的街道，【中央大街】（舊稱

中國大街），這是一條很有特色的步行街，兩側彙集了文藝復興、巴洛克、哥特等多種風格的歐式建築，濃

濃的異國情調，別致的石磚路面，總能讓人拾起一些舊 日的情懷，確有 東方小巴黎 ”，“ 東方莫斯科 ” 

的風韻。北起松花江岸的防洪紀念塔，南至經緯街，全長 1450 公尺，寬 21.34 公尺，街道全以花崗石鋪設，

1923 年俄羅斯人初建這條大街時，據說一塊花崗石的造價就要美金一元，相當於當時一個窮人家一個月的

伙食費，所以整條街也稱為「黃金大街」。中央大街最值得欣賞的地方，是有上百棟純歐式和仿歐式的建築，

幾乎包括西方最有影響力的四大建築流派。中央大街又被其他街道橫貫，分為 13 道，精華區集中在第 8 道

至 3 道之間。位在中央街第 8 道，編號 89 號的馬迭爾賓館，是街上最有名的純歐式建築，當年曾有許多名

人入住。北端盡頭是象徵哈爾濱精神的【防洪勝利紀念塔】，而兩旁林立的商店，吸引了來往的行人，

成為哈爾濱最主要的商業街。【阿列克謝耶夫教堂】原為設在公主嶺的隨軍教堂，日俄戰後遷哈爾濱。

這是一座俄羅斯巴羅克式教堂建築的經典之作。至今，這裏依然有許多俄國人舊地重遊，絡繹不絕地來此參

觀。之後車遊【果戈里大街】道路兩側為現代馬蹄石，每隔一段鑲嵌一塊刻有黑龍江歷史文化名人名典，

名歌名曲和名著的大理石石板，以展示黑龍江的歷史文化和底蘊。隨後前往【史達林公園】，位於松花江

南岸，是哈爾濱濱江公園的代表，園內植花草，花木扶疏，並有各類藝術雕塑點綴其中，參觀哈爾濱最古老

的俄羅斯風情街道：【大直街、紅軍街、承德街、奮鬥街、中山路】….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準五星/儷倈戴斯大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海林一鏡泊湖一敦化  1h+3h 

早餐後專車前往位於牡丹江市甯安縣境內的【鏡泊湖風景區】。約在 1 萬年以前，由於火山爆發熔岩堵塞了

牡丹江河道堰塞而成，因湖面水平如鏡而得名；山清水秀，靜幽多姿，秀麗的自然景觀聞名天下，乃有“山

上平湖水上山，北國風光勝江南”之美譽。此地還流傳著紅羅女寶鏡化湖的美麗傳說。這裡群山環抱，山重

水複，景色秀麗。湖區天然形成的吊水樓瀑布大孤山、小孤山、白石砬子、城牆砬子、珍珠門、通士山、老

鴰砬子等八大景觀。首先前往鏡泊湖遊覽的中心－【鏡泊山莊】；接著前往鏡泊湖邊一座白石層疊錯落有

致的白崖島，島上常年堆積的白色的魚鷹糞，像無數塊巨岩粘在一起，層層疊疊，奇形怪狀，故而得名【白

石砬子】。前往【吊水樓瀑布】；參觀一萬年前形成的自然景觀玄武岩。它位於鏡泊湖北端，是中國著名

的瀑布之一，湖水由陡壁毅然而下，浪花飛濺，水霧漫天，在陽光下形成絢麗的彩虹，蔚為壯觀，美麗的景

點伴著美麗的傳說帶給人無限的遐想。之後前往敦化。(含遊船+二次電瓶車)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四星/同悅居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敦化一長白山  3h 
我們前往【長白山風景區】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曾有過三次噴發，由此形成了長白山獨特的地質地貌，

使其自然景觀極其絢麗多姿。前往【天池】遊覽，（視天氣而定），天池是火山噴發自然形成的我國最大

的火山口湖，也是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三江之源。因爲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達 2150 米，所以被

稱爲“天池”。其實在中國叫做「天池」的景點高達 15 座，其中長白山的這座是海拔最高，也是面積最大

的。長白山天池位於長白山的主峰之巔，池面南北長 4400 公尺，東西寬 3370 公尺，平均水深 204 公尺，池

http://www.longtour.net/disp.asp?id=139&c=%E7%89%A1%E4%B8%B9%E6%B1%9F


水四周環繞著許多奇怪的石柱，色澤異常詭麗，是一種不真實的藍，從湛藍到粉藍，偶爾，又像是土耳其玉

藍。大天池的另一邊是北朝鮮的領土，中韓的國界從天池中橫過，因此有很多南韓人來此旅行，遠遠眺望

天池另一邊他們，迄今無法跨越的國土。天池是火山噴發自然形成的我國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松花江、圖

們江、鴨綠江三江之源。因爲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達 2150 米，所以被稱爲“天池”。後欣賞【長白

瀑布】，是瀑布群中最為壯觀的一個，位於天池北側，系長白山名勝佳景。由於落差大，在兩條玉龍般的

水柱猛烈沖而下，濺起數十米高的霧氣茫茫的水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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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品嚐東北的溫泉蛋及玉米。

【綠淵潭】是北坡景區內的一汪水潭，因其潭水極為碧綠清澈，頗似九寨之水，故有“東北小九寨”的美

譽。綠淵潭一側有瀑布順山崖而下，為潭水增添色彩，景致優雅。 綠淵潭瀑布最高落差達 26 米，瀑水落于

巨石而四濺，而後流入深潭。每逢霧起，潭上水霧彌漫，美不勝收。遊客可在潭邊遠觀瀑布和碧潭全景，也

可下到瀑布邊近觀。 小天池 又名銀環湖。水面略呈圓形，周長 260 米，面積約 5380 平方米，水深 10 餘米。

只有進水口，沒有出水口，池水終年不枯，保持不變，四周環繞著別具風格的岳樺林。(含環保車+倒站車) 【地
下森林】，地下森林為火山口森林，是東北旅遊的一大自然景觀。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長白山珍宴 RMB50 

住宿：準 5星/金水鶴大酒店或長白天地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長白山一通化 4h 
前往【玉皇山公園】座落在屬長白山脈系的玉皇山上，位於通化市城區中心渾江北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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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山公園是伴隨著玉皇閣廟而

興起的。主山分東西北三面屏立，圍出一小盆般地域建有廟宇，其主建築為玉皇閣廟，玉皇山綠化

覆蓋率 95%。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酒店內 RMB50 

住宿：準 4星/曼福特大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  通化 新賓  撫順 3.5h 

【赫圖阿拉故城】是一座擁有 400 餘年的歷史古城，始建于明萬曆三十一年(1601)。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

正月初一努爾哈赤于此“黃衣稱朕”，建立了大金政權，史稱後金。後金天聰八年(1634)，被皇太極尊稱為

“天眷興京”。 城赫圖阿拉故城是後金開國的第一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座山城式都城，更是迄今

保存最完善的女真族山城。是後金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的中心，被視為清王朝發祥之地，滿族興

起的搖籃。城內有清王朝第一座關帝廟、孔廟（文廟）等七大廟宇，500 多年前的汗王井，是中國罕見的明

代早期木結構泉水井。它首創布椽築城法，開創了大清建都之制等。在此欣賞滿族歌舞表演。【清永陵】，

原名興京陵，位於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永陵鎮，是努爾哈赤祖先的陵墓，又稱「興京陵」。葬有孟特穆（肇

祖）、福滿（興祖）、覺昌安（景祖）、塔克世（顯祖）以及努爾哈赤的兩位叔伯禮敦和塔察篇古以及他們

的配偶。始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後多有改造和擴建。永陵神道長約 800 米，神道口有下馬碑

（建於 1783 年），神道無石像生、華表。永陵入口為正紅門，正紅門以木柵欄為門，是滿族建築特色。 “世

界罕有、東亞第一”的撫順西露天礦這是一座世界聞名的大型露天煤礦，也是一處世界罕見的人工傑作，

面積相當於半個澳門，體積據說能裝得下全世界人口，號稱“亞洲最大人工礦坑”。撫順城市的歷史，是與

煤炭有著歷史淵源的文化發展史，從 7200 年前人類最早利用煤精雕刻的歷史、漢代以來利用煤炭作燃料的

歷史，到近代撫順城市工業文明史，都離不開煤炭的歷史，是豐盛的礦產資源支撐了這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饗宴(RMB40)         晚餐：中式合菜饗宴(RMB40)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xGxhXvcfx0k55bDOpLl56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97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46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97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90.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E%BE%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E%BE%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A%E5%B0%94%E5%93%88%E8%B5%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9%B9%E7%A9%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6%BB%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9%E6%98%8C%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5%85%8B%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AE%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5%AF%9F%E7%AF%87%E5%8F%A4&action=edit&redlink=1


住宿：準五星/嘉華大酒店 或同級 
 
第十天   撫順一瀋陽  2.5h 
早餐後，前往參觀遼寧六大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瀋陽故宮】，在舊城中央的故

宮是清初努、爾哈赤和皇太級的皇宮清入關後為康、乾、嘉、道等帝王東巡行

宮。整個皇宮樓閣聳立，殿宇巍然，雕樑畫棟，富麗堂皇，是現存僅次於北京

故宮的最完的皇宮建築。清朝遷都北京後，改為陪都宮殿，現為瀋陽故宮博物

院。在故宮大門前面的【滿清一條街】，其建築大都依清朝建築風格而建，古

味十足，而街上的古玩城，販售著一些小玩意、字畫、古玩…等。午餐後前往少帥府─【張學良故居】參

觀，是中國近代著名人物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的官邸及私宅，緬懷這位著名的愛國將領。著名的【趙四小

姐樓】，格調各異，小宵樓色調育青，秀氣而華貴占地 547．2 平方米，四周圍以賭石紅的水泥圍牆，鋁箔

的槽育，綠色的望板，仿佛是一座獨立的城堡。若有時間前往瀋陽市的東北大學，創校於 1923 年，是一所

以工科為主的多科性國家重點大學。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饗宴(RMB40)       晚餐：原味齋吊爐餅烤鴨(RMB50) 
住宿：準 5星級  龍之夢酒店 或碧桂園瑪麗蒂姆酒店  

 
第十一天 瀋陽一台北桃園 AE976 1955/2320 
【清昭陵】也稱為“北陵”，位於瀋陽市區北部的北陵公園內，是公園內的主體景點。清昭陵是清朝第二

代開國君主太宗皇太極與孝端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的陵墓，還葬著關睢宮宸妃、麟趾宮貴妃、洐慶宮淑妃等

後妃佳麗。在清初的“關外三陵”（福陵、昭陵、永陵）中，昭陵是規模最大、氣勢最宏偉的一座，這裡古

松參天、樓殿威嚴，處處透著皇陵的氣勢，你還能在這些建築中看到明朝皇陵和滿族建築特點的融合。陵寢

始建於 1643 年，於 1651 年基本建成。瀋陽邊業銀行大樓是邊業銀行在瀋陽市建造的分行大樓。第二次直奉

戰爭後，由奉系張作霖接辦天津邊業銀行，並將總行從天津遷至瀋陽。瀋陽天主教堂，亦稱瀋陽南關教堂、

南關天主教堂，瀋陽耶穌聖心主教座堂位於瀋陽市沈河區小南街南樂郊路 40 號，現在教堂前已建成廣場。 

教堂原建於 1878 年（清光緒四年），是法國傳教士方若望所建。1900 年被義和團焚毀，現存建築為 1912

年由南滿教區法國蘇悲理斯主教利用《辛丑合約》中的庚子賠款在原址上重建的。【方圓大廈】英國《衛

報》近日公佈全球「21 處最醜建築」排行，奪得第 4 名。由台灣 101 大樓建築師李祖原設計的大陸瀋陽方

圓大廈，繼今年 1 月入圍 CNN 旗下生活旅遊網站，評比「全球最醜 10 大建築」第 9 名後，今年 4 月再次入

圍《衛報》世界最醜建築評選。據瞭解，當初大陸瀋陽方圓大廈建成時，還在 2000 年威尼斯世界建築設計

展覽會上大放異彩，得到「世界最具創意性、革命性的完美建築」的美譽，成為亞洲唯一獲獎的作品，與今

年 2 度評為世界最醜建築形成強大反差。 

 

早餐：酒店內         午餐：滿族人家 (RMB40)    晚餐：機上便餐 
住宿：五星級溫暖的家 

 
 
備註： 

※大陸班機偶有變動，以上行程、航班、飯店僅供參考，實以說明會之資料為準。 

※一切行程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可能會前後順序調換，保證不會影響行程內容，敬請諒解！ 

※行程須同進同出，不可延回，若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將視同為個 

  人放棄行為，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http://you.ctrip.com/sight/shenyang155/9264.html
http://you.ctrip.com/sight/fushun514/17763.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B9%E4%B8%9A%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9%98%B3%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7%9B%B4%E5%A5%89%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7%9B%B4%E5%A5%89%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9%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

	【赫圖阿拉故城】是一座擁有400餘年的歷史古城，始建于明萬曆三十一年(1601)。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努爾哈赤于此“黃衣稱朕”，建立了大金政權，史稱後金。後金天聰八年(1634)，被皇太極尊稱為“天眷興京”。 城赫圖阿拉故城是後金開國的第一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座山城式都城，更是迄今保存最完善的女真族山城。是後金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的中心，被視為清王朝發祥之地，滿族興起的搖籃。城內有清王朝第一座關帝廟、孔廟（文廟）等七大廟宇，500多年前的汗王井，是中國罕見的明代早期木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