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雪博會～童話雪鄉、太陽島雪雕、伏爾加莊園、
冰雪大世界六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2018

年 12 月 22.29 號
2019 年 1 月 5.12.19.26 號
2 月 9.16.23 號

現金優惠價：298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中國童話雪鄉：隆冬季節幾乎日日飛雪迎賓，好一派北國風光。擁著層層疊疊的積雪，百餘戶的居民區猶
如一座相連的“雪屋”，房舍隨物具形的積雪在風力的作用下可達 1 米厚，其狀好似奔馬、臥兔、神龜、巨
蘑……千姿百態，仿佛是天上的朵朵白白雲飄落，雪鄉從初冬冰花乍放的清晰到早春霧淞涓流的婉約，無時
無刻不散發著雪的神韻，因此得名－中國雪鄉。
★哈爾濱雪雕藝術博覽會：欣賞各式各樣的雪雕、冰燈作品，享受戲雪樂趣！
★哈爾濱：素有《東方小巴黎》、《東方莫斯科》之稱，是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建築風格別具風韻，很多歐
式建築遍佈市區。它不僅薈萃了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而且融合了中外文化。
★太陽島雪雕：哈爾濱是中國雪雕藝術的發源地和龍頭，是哈爾濱冰雪節的最大亮點，每年雪博會的展出週
期長(60-70 天)，號稱《世界上最大的冰雪狂歡嘉年華》。
冰雪大世界：座落於松花江哈爾濱城區段，將其與觀賞、娛樂結合，使您置身於冰雪盛宴之中。
★伏爾加莊園：以俄羅斯文化為主題，集休閒娛樂活動、戶外運動等為一體，並被評為中俄文化交流基地。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2/22
〔星期六〕
2018/12/27
〔星期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768

台北(桃園)

哈爾濱

10:15

13:55

BR767

哈爾濱

台北(桃園)

15:00

18:5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哈爾濱～車遊果戈里大街～車遊阿列克謝耶夫教堂～哈爾濱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飛往～哈爾濱，哈爾濱市是一座近 900 年歷史的古城，在清末隨著東清鐵路的修築，
俄國勢力進入東北地區，作為鐵路樞紐的哈爾濱便首當其衝，俄羅斯風格的建築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起，整
個城市散發濃厚的異國風情，故素有東方莫斯科之稱。
車遊果戈里大街：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早在 18 世紀初，隨著中東鐵路的修築和新城市規劃的實施，果
戈里大街出現了雛形。1902 年興起多家俄國人的商號、藥店等，果戈里大街也逐漸開始擴展。
車遊阿列克謝耶夫教堂：阿列克謝耶夫教堂是日俄戰爭時期的產物，1907 年隨調防的俄軍從公主嶺遷來哈爾
濱。1912 年在現址建起一座木結構的教堂，1930 年在木結構的教堂旁，開始建造這座磚石結構的現存教
堂，由俄國建築師斯米爾諾夫‧托夫塔諾夫斯基設計。1935 年落成，現為哈爾濱天主教愛國會。
註:該團型車上將會推薦土特產，您可依個人需求購買。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 東北酸菜白肉鍋風味
住宿 : 哈爾濱雅悅精品酒店 或 哈爾濱奧利加爾酒店 或 同級

第二天 哈爾濱(車程約 5 小時)～中國雪鄉(沿途欣賞千里冰峰、林海雪原、奇松樹掛雪景)～雪韻大街(賞
雪.打雪仗.雪地攝影創作)～雪鄉
中國雪鄉：猶如一顆璀秈的明珠，鑲嵌在張廣財嶺的東南坡，由於受山區小氣候的偏愛，這裡每年冬季積雪
厚度可達 2 米深，雪質優良，雪量豐富。隆冬季節幾乎日日飛雪迎賓，好一派北國風光。擁著層層疊疊的積
雪，百餘戶的居民區猶如一座相連的雪屋，房捨隨物具形的積雪在風力的作用下可達 1 米厚，其狀好似奔
馬、臥兔、神龜、巨蘑千姿百態，仿佛是天上的朵朵白白雲飄落，雪鄉從初冬冰花乍放的清晰到早春霧淞涓
流的婉約，無時無刻不散發著雪的神韻，因此得名。
中國雪鄉是大海林風景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積雪期長達七個月，積雪深達 2 米，皚皚白雪在風力的作用下隨
物具形，千姿百態，雪鄉的夜景尤為美麗，淳朴的雪鄉人在自家掛起大紅燈籠，潔白如玉的白雪在大紅燈籠
的照耀下，宛如天上的朵朵白雲飄落人間，幻化無窮。
雪韻大街：為當地的唯一主要幹道，在此您可以自由地賞雪，打雪仗，更可進行攝影創作，讓瞬間的美麗留
在您的永恆回憶中。
註：因雪鄉之盛名，每當冬季時將會有大量遊客(車輛)湧入，在您開心遊玩之餘，務必注意您的個人安全。
註：因所安排體驗之農家火炕為民宅，而當地環境、餐食、衛生條件等則無法與市區星級飯店集團管理比
擬，火炕近年因應外地遊客安全考量趨向於電熱暖氣化且所入住房型亦無法事先指定，為此如有造成不便，
請多包涵。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中式合菜
晚餐: 雪鄉農家宴
住宿 : 雪鄉農家房(二人一室) 或 同級

第三天 雪鄉～羊草山日出～夢幻家園～農家院落～(車程約 4.5 小時)伏爾加莊園
羊草山日出：羊草山是中國雪鄉最高的一座山，位於雪鄉西北角，是雪鄉第一縷陽光升起的地方，駱駝峰海
拔 1235 米，雪鄉最美麗的地方，在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它卻以山頂樹少草多而得名，因為它的領先高度，
再加上樹木稀少，視野廣闊，所以這裡是如天氣允許下觀看日出或日落是絕佳觀賞地點，清晨天未亮時登上
山等待日出，羊草山上玉樹瓊枝的霧淞也是讓人感動和讚歎的。
您可以再次一覽無遺地賞雪，觀農加院落與夢幻家園，讓瞬間的美麗留在您的永恆回憶中。
伏爾加莊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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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繽紛的冬季來到莊園又是另外一道美麗的銀白風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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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多座精典的俄式建築。莊園美輪美奐的各季節風景將帶給您：莊園畫裏聽鐘
聲，推窗憶情俄羅斯的意境。
餐食 : 早餐 : 農家輕食

午餐 : 中式合菜

晚餐 : 伏爾加莊園俄式餐+伏特加

住宿 : 伏爾加莊園 或 同級

第四天 莊園滑雪活動(含越野型輕便雪撬+手杖+高山雪圈每人一次)～伏爾加莊園～尼古拉教堂～米莎俄
羅斯商店～巴甫洛夫城堡～小白樺餐廳～(車程約 1.5 小時)哈爾濱
伏爾加莊園(冰雪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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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娛
樂、婚禮慶典、冰雪活動、戶外運動等功能為一體的國家 4A 級文化旅遊度假區，並被評為國家中俄文化交
流基地。
莊園內風景秀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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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建米尼阿久爾餐廳及建設了 30 多座精典的俄式建
築。在莊園裡，特別贈送您各種冰雪活動。
註 1：特別安排滑雪活動(含滑雪用具：輕便型雪撬+手杖)，您還可參與高山雪圈(每人體驗一次)等其它雪上
活動。提醒您，體驗滑雪時，敬請注意自身安全！
註 2：若您因自身因素，無法參與體驗滑雪活活動，建議您放鬆心情在莊園裡閒逛欣賞美麗雪景、拍照，或
者建議您前往餐廳喝飲品，享受這趟東北假期！
註 3：因滑雪活動本身具備一定風險，在參與旅遊行程內之滑雪活動時，建議您衡量自身身體狀況及滑雪技
能、並依照滑雪場工作人員之指導、及滑雪場之安全規定，進行滑雪活動，以維護您與他人安全。如於活動
操作上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之處，請隨時求助於滑雪場工作人員並務必注意自身安全。
伏爾加莊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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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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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拉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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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台》。
米莎俄羅斯商店(原普希金沙龍)：按照 19 世紀末俄羅斯建築風格建成，獨特的磚結構牆面、對比強烈的配色
向人們展示著它別具一格的魅力。土紅色的磚石壘砌成美麗的十字花形遍佈建築外觀，磚結構鏤空工藝也在
這座建築得以體現。在沙龍門口佇立著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銅雕，以此向明媚而略帶哀傷的俄羅斯文學
藝術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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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幸福橋遠眺的那一刻，
人們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會落在這座雄渾美麗的城堡之上。巴甫洛夫城堡由俄羅斯著名設計師弗‧弗‧布列恩
於 1795-1797 年設計。它歷經滄桑，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古城堡，曾經做過醫院、警察局、監獄等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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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樺餐廳：俄羅斯著名設計師拉別奇在參加巴黎國際展覽會時設計的作品，建築從四個方面看都是正面，
堪稱世界經典建築之一。它屬於 19 世紀俄羅斯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在建築的正面和其他細部有大量的木雕
刻。
晚餐 : 東北火鍋風味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莊園內用中式料理
住宿 : 爾濱雅悅精品酒店 或 哈爾濱奧利加爾酒店 或 同級

第五天 哈爾濱～太陽島公園雪雕展(含電瓶車)～中央大街(特別贈送馬迭爾冰棍)～聖索菲亞教堂廣場～
冰雪大世界～哈爾濱
太陽島雪雕(含電瓶車)：它位於松花江北岸，占地面積 120 萬平方米，這裡的冬天則是東北著名雪雕藝術博
覽會場所，精美絕倫的大型雪雕藝術品供遊客們參觀遊覽。冬季的太陽島每年都舉辦聞名中外的雪雕博覽
會。近幾年更與日本、加拿大、法國等世界著名冰雪國家聯合舉辦，以雪雕為載體，表現各國風情文化。遊
客不僅可以欣賞精雕細刻的國際雪雕作品，還可以參觀氣勢恢宏的大型雪塑。其中很多大型雪塑作品都曾衝
擊世界金氏世界紀錄。

中央大街(馬迭爾冰棍)：始建於 1900 年，街道建築包羅了文藝復興，巴羅克等多種風格的建築 71 棟。涵蓋
了歐洲最具魅力的近 300 年文化發展史.現在的中央大街已經成為了集休閒、遊覽、購物為一體的步行街。
中央大街是哈爾濱的縮影，哈爾濱的獨特建築文化和哈爾濱人的歐式生活，這裏都有明顯的體現。
註：特別安排哈爾濱著名的馬迭爾冰棍，讓您身處在這俄羅斯情調的大街上，感受這白色城市帶來的異國風
味！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築的典型代表。聖索菲亞教堂氣勢恢弘，精
美絕倫。教堂的牆體全部採用清水紅磚，上冠巨大飽滿的洋蔥頭穹頂，統率著四翼大小不同的帳蓬頂，形成
主從式的佈局，巍峨壯美的聖索菲亞教堂，構成了哈爾濱獨具異國情調的人文景觀和城市風情。
冰雪大世界：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始創於 1999 年，憑藉冰城哈爾濱的冰雪節優勢，而推出的大型冰雪藝術精
品展，展示了北方名城哈爾濱冰雪的文化和旅遊冰雪的魅力，冰雪大世界透過不斷創新的設計理念，將文化
與娛樂活動相結合，還有景觀與冰雪體育等相結合，更引進 LED 燈光技術來與冰雪景觀相輔相成，形成一道
道與一幕幕冰雕作品，同時也具備觀賞、娛樂、文化性為一體的特色冰雪主題遊樂園。
晚餐 : 東北鐵鍋燉魚宴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東北春餅風味
住宿 : 哈爾濱雅悅精品酒店 或 哈爾濱奧利加爾酒店 或 同級

第六天 哈爾濱～松花江冰上活動～關東古巷～哈爾濱機場／桃園
松花江冰上活動：安排乘冰橇和滑冰坡等冰上活動，讓您體驗在冰天雪地裡遊玩的快感。
觀冬泳：表演特別安排您觀看東北健兒在冰天雪地下，不畏風雪赤膊冬泳，堅強的精神令人動容。
關東古巷：是一條大型仿古內廊，之所以稱之為“古”巷，也是涵蓋了哈爾濱地緣文化中，最為悠遠的金源
文化、赫哲文化、巴羅克文化、關東文化等多種文化。這個占地面積約 55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9200 平方米
（因古巷為中空結構所以建築面積要比占地面積大些）的巷子由餐飲、非物質文化遺產、購物、觀看表演等
多項功能組成。
午餐後前往機場後前往辦理登機手續，隨後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六天的哈爾濱之旅。
晚餐 : 機上套餐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張包鋪風味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