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拉穆仁草原】俗稱“召河”，因在希拉穆仁河邊有清代喇嘛廟“普會寺”而得名。希拉穆仁草原是

典型的高原草場，每當夏秋時節綠草如茵，鮮花遍地，一望無際的景色，使人如癡如醉。每到夜晚遊人

還可圍著篝火欣賞民族歌舞晚會，歡歌共舞。 

  

【響沙灣景區】蒙語中被稱為“布熱芒哈”，意思是“帶喇叭的沙丘”。它坐落在內蒙古達拉特旗境內

庫布其沙漠東端，北距草原鋼城 50 公里，高大的沙丘呈月牙形狀約有 80 多米高，橫亙數公里，金黃色

的沙坡掩映在藍天白雲下，有一種茫茫沙海入雲天的壯麗景象，好似一條金黃色的臥龍。 

 

  

【鄂爾多斯婚禮】內蒙古的地域十分遼闊，因而蒙古族的婚姻儀式是多種多樣的，這其中尤以鄂爾多斯

婚禮最為精彩。鄂爾多斯婚禮已經流傳了 700 多年，至今仍保留著古老的風格和情趣。它以其獨特的民

族特色，濃鬱的生活氣息，悠揚的歌舞形式和熱烈隆重的場面，表達了勤勞、勇敢、智慧的鄂爾多斯蒙

古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情追求和粗獷、豪爽、善良的性格。因此，鄂爾多斯婚禮廣為傳頌。這種婚禮

一般要持續兩天，自始至終都洋溢著迷人的蒙古族風情。 



   

 

●【購物站】不進購物站、導遊於車內介紹當地特色伴手禮及手工藝品，可自由訂購 

 

   

內蒙古錦江國際大酒店 

離市中心僅有 3 km，在內蒙古錦江國際大酒店停留期間，住宿會竭盡全力用最優質的服務和設施為您帶

來的尊貴體驗。入住期間，客人可享受停車場, 送餐服務, 餐廳, 送洗服務, 咖啡店。這裡設有 953 間精

美的客房，其中部分房型配有平面電視, 禁菸房, 空調, Morning call 服務, 書桌。 健身房, 桑拿三溫暖, 室

内游泳池, Spa。 

   
敕勒川國際大酒店 

2012 年開業共有 277 間房，內蒙古敕勒川國際大酒店處新城市核心區，與旗政府、各機關、敕勒川博物

館遙相對望，位於呼包鄂經濟區中心位置。以敕勒川文化為主題特色的綜合性酒店。環境優美、交通便

利，是旅遊、會議、商務、度假的理想之地。擁有中、西、日等各式餐廳及裝飾風格迥異的宴會廳，豪

華餐飲包房 20 餘間，酒店特聘請粵、川、湘、蒙各地高級名廚主理，引領本區域餐飲新時尚。 



  

 

鄂爾多斯博源豪生大酒店 

位於東勝，距離市中心僅 2.3 km，離機場也不過 30 分鐘的路程。享受的服務與設施一定能讓您有賓至如

歸的感覺。住宿內能享受到 24 小時送餐服務，所有房型皆附免費 WiFi, 配有無障礙協助設備, 公共區域

WiFi, 代客停車等一系列頂級設施。共有 383 間房間，全部都給人安靜典雅的感覺。 健身房, 桑拿三溫

暖, 室内游泳池, Spa, 按摩服務能讓您玩足一整天，開心一整天。 

 

第一天 桃園／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場)～大召寺～塞上老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直航班機飛往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 

※特安排導遊盛裝蒙古族服接機。 

【呼和浩特】是蒙古語音譯，意為"青色的城"，是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

金融中心。是國家森林城市、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市、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城、全國雙擁模範城和中國

經濟實力百強城市，被譽為"中國乳都"。 

【大召寺】是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區南部的一座大藏傳佛教寺院，蒙語漢名原為“弘慈寺”，後改

為“無量寺”，因為寺內供奉一座銀佛，又稱“銀佛寺”，大召寺是呼和浩特最早建成的黃教寺院，也

是蒙古地區僅晚於美岱召的蒙古人皈依黃教初期所建的大型寺院之一，其中著名的有大召、小召、席力

圖召、五塔寺召、烏素圖召、巧爾其召等。宗教文物眾多，其中銀佛，龍雕、壁畫堪稱“大召三絕”。 

【塞上老街】這些古式房子，有三十年左右歷史，很多都是土牆，合適做與舊城相配的古玩、民俗、百

貨、土產商店。有老銅匠開的鋪子，也有近年發展起來的民族工藝品店，守著這達賴三世、五世駐蹕過，

遊人往來非常熱鬧。 



 溫暖的家  機上簡餐  中式料理 

 五星 錦江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呼和浩特～希拉穆仁草原【展開草原活動：下馬酒、希拉穆仁草原騎

馬或乘坐勒勒車去祭祀敖包、牧民家訪《品嚐奶茶、乳酪》、摔角比

賽、賽馬表演、席間銀碗哈達敬酒敬獻哈達儀式、著蒙古袍拍照、篝

火晚會】 

   

【希拉穆仁草原】位居包頭市達茂聯合旗的東南部，是旅遊避暑勝地，建於乾隆 34 年，雕樑畫棟，頗

為壯觀。希拉穆仁草原是典型的高原草場，每當夏秋時節綠草如茵，鮮花遍地。近年來當地政府不斷的

投資建設，接待設施相當完善。成為著名的內蒙古草原旅遊點。 

【下馬酒】接受傳統的歡迎儀式－－下馬酒歡迎儀式。特別安排馬匹組成的迎賓馬隊迎接貴賓，馬佇列

陣由身著蒙古族服裝的蒙古族男女歌手，手捧銀碗哈達向每位來賓敬酒獻歌。 

【展開豐富的草原活動+著蒙古袍拍照】 

將安排：希拉穆仁草原騎馬或乘坐蒙古獨有的運輸工具「勒勒車」去體驗原始的草原情懷，安排兩個景

點：祭祀敖包、牧民家訪《品嚐奶茶、乳酪》，前往訪問牧戶，熱情的蒙古人用醇香的奶茶，奶製品招

待遠方的客人。 

【賽馬博克】蒙古族那達慕大會男兒三藝中“賽馬+摔跤【博克】”，是蒙古男人基本的生存技能。我

們可以近距離的觀看這一過程，瞭解技法，感受特色。此表演過程大約 30 分鐘左右。晚餐席間有蒙古

族最高禮節印碗哈達敬酒儀式。 

晚餐特別安排豐富具有蒙古風情的－蒙古盛宴烤全羊大餐 

蒙古盛宴的最高潮－烤全羊，由蒙古族推著烤全羊出場，並且舉行開羊儀式，一口羊肉一口酒，體現出

蒙古人無酒無肉不歡的豪邁生活。 

【篝火晚會】每當夜幕降臨，就是希拉穆仁草原最熱鬧的時候了。旅人們酒足飯飽後，會到廣場參加篝

火晚會，大家唱歌跳舞，忘記了一天的疲憊，忘記了煩心的事情，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中，跟著最淳樸的

牧民唱跳，欣賞熱鬧非凡的蒙古歌舞表演。草原的夜晚滿天星斗盡收眼底，遼闊夜空，點點星光，在皎

潔的月光下渡過一個美麗難忘的草原之夜。 

 酒店內用  蒙古手扒肉風味  草原烤全羊風味 

 豪華宮帳空調蒙古包(二人一包)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希拉穆仁草原～晨觀草原日出→哈素海景區（快艇遊蘆葦盪迷宮、觀

賞野鴨與候鳥、成吉思汗聖主壇、呼和敖包）→包頭（美岱召）→莎

拉旗 



    

【草原日出】今日旅客可自行設定鬧鐘，於清晨 4-5 點左右離開溫暖的被窩，在蒙古包外尋找適合的位

置觀看草原日出，此時，絕大多數人們都還沉浸在甜蜜的睡夢之中，看看周圍那黑黝黝的草地，還有遠

處寂靜的蒙古包，站在空曠的草原上，等待著草原日出。對著遠處的地平線，按下快門拍攝這美麗又令

人感動的草原日出。結束後返回住宿區享用蒙古式早餐。 

【哈素海景區(含遊船) 】：哈素海距呼和浩特 80 公里，面積 32 平方公里，海拔 1000 公尺。這裏地域遼

闊，河流眾多，水草豐美湖面被周圍的高山環抱，就像是一盞巨大的翡翠玉盤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間，

構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壯美風光和綺麗景色。 

【快艇蘆葦盪迷宮】湖水清澈見底，品類各異的小魚悠遊往來，各種各樣的鳥兒盤旋在煙波浩渺的湖面

上，在蘆葦蕩內忽隱忽現，讓人遐思不已。這裡蘆葦搖曳，荷花綻開，鯉魚打挺，百鳥齊鳴，組成一幅

十分壯觀的圖景。可以乘遊船出海，一覽湖光秀色。 

【成吉思汗聖主壇】：聖主壇背靠千里屏障陰山山脈、面對哈素海，中心聖主台高約 40 公尺，正中成吉

思汗以威嚴、莊重的姿態穩坐寶椅，座上刻有四十國政要對千古風雲第一人成吉思汗的評價。 

【美岱召】位於包頭市郊區，美岱召是一座城堡、寺廟和邸宅功能兼具的建築，總面積約 4 萬平方公尺 

 中式早餐  全魚宴  酒店內中式料理 

 沙拉旗準 5 薩拉齊刺勒川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薩拉旗→達拉特旗響沙灣（纜車來回、衝浪車、滑沙、騎乘沙漠之舟

駱駝、小火車、鄂爾多斯婚禮秀）→ 成吉思汗陵陵園+聖燈祝頌 →

康巴什新城 →鄂爾多斯 

   
【庫布其沙漠】“庫布齊”為蒙古語，意思是弓上的弦，因為它處在黃河下像一根掛在黃河上的弦，因

此得名。沙漠位於鄂爾多斯高原脊線的北部，西、北、東三面均以黃河為界，地勢南部高，北部低。南

部為構造臺地，中部為風成沙丘，北部為河漫灘地，總面積約 145 萬公頃，主要植物種類為東部的多年

禾本植物，西部的半灌木植物，北部河漫灘地堿生植物，以及在沙丘上生長的沙生植物。在北部的黃河

成階地地區，多系泥沙淤積土壤，土質肥沃，水利條件較好，是黃河灌溉區的一部分，糧食產量較高，

向來有“米糧川”之稱中國第七大沙漠。 

【銀肯響沙灣景區】中國三大響沙之一，這裏沙丘面水向陽，每當天氣晴好，沙粒乾燥時摩擦會發出隆

隆巨響，這種特殊的現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原因。高大的沙丘呈月牙形狀約有 80 多公尺高，橫亙

數公里，金黃色的沙坡掩映在藍天白雲下，壯麗景象好似一條金黃色的臥龍。 

【沙漠之舟騎駱駝】到達景區乘 3 號纜車登上景區至高點福沙島，俯瞰大漠全景，乘坐著沙漠深處的火



車，跟著長長的駝鈴商隊，路過古老的蒙古族部落，無論你是熱愛藝術的文藝青年，還是喜歡體育的運

動健將，都會讓你乘興而來滿意而歸。 

【鄂爾多斯婚禮】已經流傳了 700 多年，至今仍保留著古老的風格和情趣。它以其獨特的民族特色，濃

鬱的生活氣息，悠揚的歌舞形式和熱烈隆重的場面，表達了勤勞、勇敢、智慧的鄂爾多斯蒙古族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熱情追求和粗獷、豪爽、善良的性格。 

【成吉思汗陵】建立越歐亞非的偉大天可汗。坐落在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中部的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

上。整座陵園占地面積 5 萬多平方公尺。步入陵殿，成吉思汗英武偉岸的坐像，流洩出一股氣壯山河的

浩氣，八百年不熄的酥油聖燈，閃動著神采的亮光，懸掛飄拂的條條哈達，好象在向如織的拜遇者訴說

著成吉思汗的偉績奇功，傾訴著成吉思汗陵近八百年的漫長歷程… 

【成陵祭祀活動】蒙古民族最隆重、最莊嚴的祭祀活動。可分為三類，平日的祭祀，每月固定的月祭和

季祭三類。準備祭拜祈福的民眾要準備的祈福物品為：藍色的哈達一條、一大塊青磚茶，這是必備之物，

由達爾扈特人手持聖燈唱誦祝頌詞，祝頌過的美酒賜予祈福之人暢飲，接受來自聖主的賜福，飲酒後以

自己的方式祭拜即可。 

【康巴什新城】康巴什新區是一座荒原上崛起的新城，它背山面水，北靠青春山，南鄰東紅海子濕地風

景區，三面被烏蘭木倫河環繞，境內有烏蘭木倫河、考考什納兩座水庫，自然條件得天獨厚，交通快捷

便利，三面環河，一面靠山，環境優雅，是鄂爾多斯市城市中心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鄂爾多斯市新的

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科研教育中心和轎車製造業基地。康巴什人文環境優雅，民族文化濃郁，各

類文化場館齊全，綠色率高，宜居宜業，被批准為首個中國環境藝術示範試點城市。 

 酒店內  沙漠自助餐或中式料理(RMB.60/人)  鄂爾多斯風味(RMB.60/人) 

 准五博源豪生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鄂爾多斯～伊利羊乳購物廣場（免費品嘗雪糕或優酪乳）呼和浩特～

公主府、伊斯蘭風情街 

   

【伊利羊乳購物廣場（免費品嘗雪糕或優酪乳）】全國乳品行業的龍頭企業，全國工業旅遊示範點，北

京 2008 年奧運會唯一乳製品贊助商。伊利工業園區位于呼和浩特金川開發區。通過參觀，您可以親眼目

睹伊利乳製品的生產全過程，全國品鑒民族乳業的愛國情懷，真切感受草原乳文化的深厚底蘊，盡情分

享百年奧運的健康之旅。 

【公主府】距今已 300 餘年歷史。滿蒙聯姻是清政府鞏固西北方統治的國策，因而不斷有公主遠嫁。公

主府按皇族品級營造，占地 40 餘公頃，院落五重，殿堂三進。寢殿兩面建花園、馬場，其後為禁衛房

和園林，園林內池、山、樓、塔諸景齊備。民國時，公主府幾經改建，但主體建築尚保存完好，是塞外

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清代古建築群體。 

【伊斯蘭風情街】伊斯蘭建築特色景觀街位於呼和浩特市回民區，全長 1150 米。 這裡回族群眾聚居、

伊斯蘭風格建築集中、穆斯林商業繁榮，特別是因有著千百年濃厚的伊斯蘭文化積澱，使這裡形成了濃

郁的伊斯蘭氛圍。 街道兩側以疊澀拱券、穹隆、彩色琉璃磚裝飾出來的高樓氣勢宏偉，渾厚飽滿的綠

色或黃色的球形殿頂，高聳的柱式塔樓，以沙漠黃為主的色調，會讓人領略到濃郁的伊斯蘭風情。 



 酒店內  中式料理  蒙古涮羊肉 

 五星 錦江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六天 呼和浩特～內蒙古博物院～成吉思汗廣場～呼和浩特(白塔國際機

場)／桃園 

   

【內蒙古博物院 (含門票)】成立於 1957 年 5 月 5 日。有四項基本陳列：“內蒙古古生物”、“內蒙古

歷史文物”、“內蒙古革命文物”、“內蒙古民族文物”。是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最早建立的博物館。全

館建築面積 15000 平方公尺。內蒙古博物館的展廳大樓造型別致，極具民族特色的白色建築。樓頂塑有

蒙古民族喜愛的淩空賓士的白色駿馬，象徵著內蒙古的吉祥與騰飛，該建築從建成之日起就成為自治區

首府地標性建築。 

【成吉思汗廣場】標誌性建築為成吉思汗“手握馬鞭、指點江山”的騎馬鑄銅像，總高 36 米，由青銅

鑄成，坐西朝東，威武莊嚴。展示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非凡戰績、運籌帷幄、大治天下的豐功偉績。

威武莊嚴，展示了成吉思汗戎馬一生、非凡戰績、運籌帷幄、大治天下的豐功偉績。 

 酒店內  莜麵風味  機上料理 

 甜蜜的家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價值台幣 120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包含 另收 3000 元 

   直飛呼和浩特 獨家規劃 從包頭或北京拉車 

     使用長榮航空 有 不一定 

 大召寺-大藏傳佛教寺院 包含 沒有包含 

 塞上老街、希拉穆仁草原 包含 沒有 另外自費 

全程餐食無自費 

特別安排烤全羊大餐 
獨家推行無自費 一般行程 2-3 餐自理 

牧民家訪(贈奶茶、乳酪) 包含 沒有 

哈素海景區(含遊船) 包含 沒有 

達拉特旗響沙灣:纜車來

回、衝浪車、滑沙、騎乘

沙漠之舟駱駝、小火車、 

包含 沒有 

公主府:清代古建築群體 包含 沒有 

內蒙古博物院 (含門票) 包含 沒有 

篝火晚會-蒙古歌舞表演 

+ 

鄂爾多斯婚禮秀 

包含 沒有 

專業.風趣 DJ 導遊 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