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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起旅遊，
想起旅遊，
諗起旅遊，諗起旅途上的朋友(
諗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就諗起驢友
想起旅遊，想起驢友，
想起驢友，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
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

中國雪鄉－
中國雪鄉－雙峰林場 林海雪原 松原 查幹湖冬捕 國家自然保護區
國家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向海濕地 長春
吉林 霧凇島 八天冰雪風光之旅
團號：CS-WHRBCS-8A
成人團費：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ZH/CZ/MF/9C/DZ/CA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電話：27712399
出發日期：

本團特點：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
精心規劃，
精心規劃，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
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您深
度暢遊中國雪鄉
度暢遊中國雪鄉－
中國雪鄉－雙峰林場，
雙峰林場，查幹湖冬捕、
查幹湖冬捕、向海濕地、
向海濕地、吉林、
吉林、霧凇島，
霧凇島，觀賞自然美景風光
觀賞自然美景風光，
自然美景風光，領略人文
領略人文歷
人文歷
史文化民俗之旅
史文化民俗之旅。
之旅



好航機、
香港/
好航機、重成本：
重成本：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
深圳哈爾濱或
哈爾濱或長春
長春深圳/香港
深圳 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
香港
直航船或直通旅遊車往返接送，行程順暢，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慢遊吉林雾凇岛
慢遊吉林雾凇岛，
雾凇岛，盡情觀賞拍攝雾凇岛
盡情觀賞拍攝雾凇岛－
雾凇岛－雾凇。
雾凇。



覽勝查幹湖冬季風光，
覽勝查幹湖冬季風光，觀賞查幹湖冬季冰上捕魚，
觀賞查幹湖冬季冰上捕魚，體驗查幹湖古老的冬捕方式。
體驗查幹湖古老的冬捕方式。



觀賞東北冰雪世界
觀賞東北冰雪世界，
冰雪世界，銀裝素裹，
銀裝素裹，茫茫雪海、
茫茫雪海、千里冰封、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萬里雪飄，觀賞大自然賦予的神奇美景。
觀賞大自然賦予的神奇美景。



帶您暢遊中國雪鄉
帶您暢遊中國雪鄉－
中國雪鄉－雙峰林場，
雙峰林場，走進冰雪童話，
走進冰雪童話，體驗雪鄉
體驗雪鄉民俗風情
雪鄉民俗風情，
民俗風情，在雪鄉尋找讓人心動的美麗
雪鄉尋找讓人心動的美麗，
尋找讓人心動的美麗，雪鄉
冬天之旅必將給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冬天之旅必將給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暢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暢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向海濕地、
向海濕地、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拍攝丹頂鶴，
拍攝丹頂鶴，觀賞濕地
觀賞濕地風光
濕地風光，
風光，領略“
領略“美在自然，
美在自然，貴在
原始”
原始”的國家級保護區風貌
國家級保護區風貌。
風貌。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
住宿安排：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當地高等級酒店，尽情覽勝黑龍江、
尽情覽勝黑龍江、吉林冰雪風光
吉林冰雪風光。
冰雪風光。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長春或
深圳 長春或哈爾濱
長春或哈爾濱或
哈爾濱或香港/
香港/深圳北京
深圳 北京哈爾濱
北京 哈爾濱(
哈爾濱(晚餐)(
晚餐)(品嚐東北風味
)(品嚐東北風味)
品嚐東北風味)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前往深圳寶安機場，搭乘民航客機飛往
吉林省省會城市－長春(或乘車往吉林市或轉乘哈大高鐵/動車或旅遊車往哈爾濱)或黑龍江省會城市―哈爾濱
(或轉乘哈大高鐵/動車或乘旅遊車約 4 小時往長春或吉林市)。長春，是吉林省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
東北地區第二大城市。長春素有“汽車城”、“電影城”、“科技文化城”、“大學之城”、“森林城”、“雕
塑城”的美譽，是中國汽車、電影、光學、生物製藥、軌道客車等行業的發源地。吉林市是東北著名的歷史文
化名城，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國唯一一個與省名相重的城市。哈爾濱市地處松嫩平原東部，松花江右岸，
是黑龍江省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特殊的歷史進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哈爾濱這座具有異國
情調的美麗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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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俄羅斯東歐風情，是我國著
名的歷史文化名城，素有“江城”、“冰城”、“天鵝項下的珍珠”以及“東方莫斯科”之稱譽。晚宿長春五
晚宿長春五
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海航名門酒店或長春華天大酒店或吉林世貿萬錦大酒店或世紀
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海航名門酒店或長春華天大酒店或吉林世貿萬錦大酒店或世紀大飯店或紫光苑大
或長春華天大酒店或吉林世貿萬錦大酒店或世紀大飯店或紫光苑大
飯店或哈
飯店或哈爾濱五星級標準
爾濱五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萬達索菲特大酒店或哈爾濱萬達嘉華酒店或凱賓斯基酒店或
五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萬達索菲特大酒店或哈爾濱萬達嘉華酒店或凱賓斯基酒店或齊魯
香格里拉大飯店或萬達索菲特大酒店或哈爾濱萬達嘉華酒店或凱賓斯基酒店或齊魯
國際大酒店或新巴黎大酒店
國際大酒店或新巴黎大酒店或
或新巴黎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長春/
長春/吉林或
吉林或哈爾濱～
哈爾濱～中國雪鄉－
中國雪鄉－雙峰林場+
雙峰林場+景區交通車(
景區交通車(林海雪原、
林海雪原、木屋雪景、
木屋雪景、
雪鄉賞雪、
雪鄉賞雪、大紅燈籠)
大紅燈籠)(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雪鄉風味
品嚐雪鄉風味)
雪鄉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有“中國雪鄉”稱譽的海林市雙峰林場。雙峰林場山區的地理位置獨特，形成了獨特的氣候，
西伯利亞冷空氣與日本海暖氣流在這裡交匯，自然產生降雪，凝結成厚厚的白雪。每年 10 月份就開始紛紛揚
揚飄灑，能留存達 7 個月之久，造就了雪之源、雪之鄉，其雪奇美。在山村裡，厚厚的白雪覆蓋在屋頂上，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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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樁上，在風力的作用下，就會隨風具型，堆積成一個個千姿百態蘑菇狀的雪堆，加上典型的東北民居，相得
益彰。觀賞雪鄉美麗夜景，淳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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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為基調，山是白的，路是白的，房頂是白的，宛如一個冰雪童話世界。晚住宿
晚住宿萬
晚住宿萬
嘉雪鄉戴斯度假酒店或政府接待中心雪韻閣酒店或同級，
嘉雪鄉戴斯度假酒店或政府接待中心雪韻閣酒店或同級，體驗雪鄉
體驗雪鄉風情
雪鄉風情。
風情。

第三天：
第三天：雪鄉+
雪鄉+景區交通車(
景區交通車(林海雪原、
林海雪原、雪鄉晨曦、
雪鄉晨曦、炊煙、
炊煙、雪景、
雪景、雪上活動)
雪上活動)～吉林(
吉林(早/
午/晚餐)
晚餐)(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早起，漫步在雪韻大街，觀賞雪鄉美麗晨景，呼吸雪鄉清新的空氣，觀賞充滿童話意境的雪屋、木屋雪景、炊
煙、大紅燈籠、籬笆牆、林海雪原。早餐後，團友可自費參加扒犁，滑雪、馬拉雪橇、狗拉扒犁等活動，親身
體驗雪鄉的雪上運動，領略雪鄉風情。晚宿
晚宿吉林世貿萬錦大酒店或世紀大飯店或紫光苑大飯店
晚宿吉林世貿萬錦大酒店或世紀大飯店或紫光苑大飯店或
吉林世貿萬錦大酒店或世紀大飯店或紫光苑大飯店或同級酒店。
同級酒店。

第四天
第四天：吉林(
吉林(雾凇岛+
雾凇岛+乘渡船、
乘渡船、拍攝霧凇
拍攝霧凇、
霧凇、松花江風光、
松花江風光、吉林霧凇、
吉林霧凇、天主教堂外景)
天主教堂外景)～
松原(
松原(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魚宴
品嚐魚宴風味
魚宴風味)
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松花江畔霧凇島，觀賞中國自然奇觀之一的"吉林霧凇"（視天氣情況而定）霧淞是霧和水汽遇
冷凝結而形成的奇異氣象現象。松花江兩岸樹茂枝繁，冬日裡不凍的江水騰起來蒸汽，遇到寒冷的空氣，在樹
上凝結為霜花，氣象學稱之為“霧淞”，也稱為“樹掛”。霧松島因霧凇多，且美麗而得名。這裡的地勢較吉林市
區低，又有江水環抱，冷熱空氣在這裡相交，在樹上凝結為晶瑩的樹掛。觀賞松花江沿江美麗風光，觀賞中國
四大自然奇觀之一的"吉林霧凇
吉林霧凇"（視天氣情況而定）及歌特式建築天主教堂外景，感受童話般的冰雪世界。(霧
霧
吉林霧凇
凇只有冬季才出現，
凇只有冬季才出現，吉林觀賞霧凇的最佳季節一般是每年的 12 月下旬到第二年的
月下旬到第二年的 2 月底)。
月底 。之後乘車往吉林松
原市，松原市位於吉林省中西部，地處松嫩平原南端，坐落在美麗的松花江畔。晚宿松原四星級標準石油大廈
晚宿松原四星級標準石油大廈
或郭爾羅斯飯店或同級
郭爾羅斯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松原(
松原(松花江大橋)
松花江大橋)～查幹湖(
查幹湖(冬季冰上捕魚、
冬季冰上捕魚、冰湖風光、
冰湖風光、查幹高娃廣場)
查幹高娃廣場)～通榆/
通榆/
向海(
向海(品嚐東北火鍋風味)
品嚐東北火鍋風味)(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觀賞“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松花江大橋。乘車往查幹湖，觀賞冰上冬捕((查幹湖冬捕
一般從每年的 12 月中旬開始（
，至次年的
視乎當地天氣及
月中旬開始（開網）
開網）
，至次年的 1 月中旬結束（
月中旬結束（收網）
收網 ，視乎當地天
視乎當地天氣及冬捕
氣及冬捕時間
冬捕時間安排
時間安排，
安排，其他
時間則只
時間則只能拍攝查幹湖風光)
拍攝查幹湖風光)。查幹湖又名查幹淖爾，蒙語，意為“白色的湖”是吉林省最大的內陸湖泊，也
是吉林省著名的淡水漁業基地，盛產鯉魚、鰱魚、魚等１５科 68 種魚類。查幹湖漁獵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
源於史前，盛於遼金。乘船欣賞到沙歐集翔，水天一色的壯美景色。春天，沉睡了一冬的湖水靜悄悄地醒來，
湖畔鷗鷺齊飛，湖中煙波浩淼、漁帆點點。夏日，乘船遊覽，穿梭在綠色的蒲葦長廊，湖邊的蘆葦在微風中搖
擺著，觀湖水碧波萬頃，聞兩岸花開香溢，置身於如詩如畫查幹湖中。秋天，美麗的查幹湖又增添了幾分塞北
風光的雄渾與壯美。冬季，查幹湖銀裝素裹，冰面上一串串冬捕的扒犁往來穿梭，沉甸甸的大網拉出了鱗光耀
眼的鮮魚，構畫出冬日查幹湖的壯觀景象。晚住宿向海準三
晚住宿向海準三星級假日
星級假日酒店或專
酒店或專家公寓或
公寓或通榆向海大酒店或同級
通榆向海大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通榆(
通榆(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向海濕地、
向海濕地、仙鶴島、
仙鶴島、拍攝丹頂鶴
拍攝丹頂鶴、
丹頂鶴、蒲草葦蕩、
蒲草葦蕩、自然
博物館、
物館、蒙古黃榆林雪景
蒙古黃榆林雪景)
黃榆林雪景)～松原(
松原(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向海，向海是觀賞具有中國西部草原原始特色的水塘、沼澤、湖泊、鳥獸、
黃榆、葦蕩、淺灘、杏樹林和捕魚等自然景觀為主的風景區。這裡優越的自然條件成為鳥類、禽類棲息、繁殖
的樂園。並已被列為國家級森林和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其中僅鶴類就有丹頂鶴、灰枕鶴、白枕鶴等 6 種，野
鴨、鴻雁等鴨類 26 種。目前世界上僅有的 1500 多隻一類保護珍禽丹頂鶴中，就有 60 多隻在這裡生息繁衍，
向海已成為世界上較大的鶴類觀賞區之一。是以保護丹頂鶴等珍稀鳥類和蒙古黃榆等稀有植物為主要目的的內
陸濕地水域生態系統類型自然保護區。自然博物館收集了向海絕大多數動物及珍稀樹種蒙古黃榆的標本，神態
各異，栩栩如生。向海的魅力在於“美在自然，貴在原始”。每年
每年 4-6 月的繁殖期和
月的繁殖期和 9-11 月的遷徙期
月的遷徙期，
遷徙期，都是觀
鶴和其他鳥類的好季節
和其他鳥類的好季節。
的好季節。乘車往松原市，松原市位於吉林省中西部，地處松嫩平原南端，坐落在美麗的松花江
畔。晚宿
晚宿乾
晚宿乾安泥林賓館
林賓館或松原四星級標準石油大廈或郭爾羅斯飯店
松原四星級標準石油大廈或郭爾羅斯飯店或
郭爾羅斯飯店或同級。
同級。

第七天
第七天：松原(
松原(郭爾羅斯王府)
郭爾羅斯王府)～長春(
長春(清．偽滿皇宮、
偽滿皇宮、乘車觀賞偽滿洲國八大部舊址)
乘車觀賞偽滿洲國八大部舊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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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
哈爾濱(關東古巷、
關東古巷、聖索菲亞教堂、
聖索菲亞教堂、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東北餃子風味
品嚐東北餃子風味)
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有 300 多年歷史的末代旗王官邸—王爺府，占地面積約 6 萬平方米。依山傍水，前面是平
坦遼闊的沃野，背後是花木叢生的山坡，後邊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左邊蒼翠茂密的樹叢，旁是蜿蜒流淌的松花
江。王爺府是一座呈長方型的宮殿式建築，府內院落分三部分，第一進院落為迎賓館，兩側有廳房、客房以接
待來賓及辦事的官員，迎賓館的東西廂房後面是兵營。第二進院落是王爺府的印務處，設大堂和牢房及文武官
員的住宅。第三進院落設佛堂。整個院落雕樑畫棟，金龍盤柱，富麗堂皇。兩個側府是七大爺府和祥大爺府，
都是典型的四合院格局，府內建築是斑斕典雅、古色古香。或
或乘車往吉林省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東
北地區第二大城市—長春。遊覽中國最後一代皇帝溥儀的行宮―偽滿皇宮，緝熙樓、勤民樓、同德殿、懷遠樓、
嘉樂殿、御花園、跑馬場等景觀。乘車觀賞偽滿洲國八大部舊址外觀（現今已成為長春市各政府機關、醫院的
辦公用地）。或
或乘車往黑龍江省會－哈爾濱。關東古巷位於哈爾濱群力南岸文化廣場內，是一條室內仿古步行
街，清磚黛瓦，白灰勾縫，雕花圍簷，回廊連環，古巷內主要以買各種風味小吃店為主。關東古巷以關東鄉村
民俗風情、關東少數民族風情為主，以“關東手藝、關東風味、關東風情”為主要展示內容，不論是街旁中西
合璧風格的建築，還是兩側老東北人像雕塑，都展示著哈爾濱早期的民俗歷史文化。遊覽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
教堂―聖．索菲亞教堂。聖．索菲亞教堂是一座始建於 1907 年拜占庭風格的東正教教堂，是哈爾濱的標誌性
建築。之後遊覽電視劇《夜幕下的哈爾濱》拍攝地―歐羅巴風情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始建於 1898 年，初稱
“中國大街”。1925 年改稱為“中央大街”，現在發展成為哈爾濱市最繁華的商業街。被譽稱“東北一街”
的中央大街，以其獨特的歐式建築，鱗次櫛比的精品商廈，花團錦簇的休閒社區以及異彩紛呈的文化生活，成
為哈爾濱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晚宿哈爾濱五星級標準
爾濱五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萬達索菲特大酒店或哈爾濱萬達嘉華
五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萬達索菲特大酒店或哈爾濱萬達嘉華
酒店或凱賓斯基酒店或齊魯國際大酒店
酒店或凱賓斯基酒店或齊魯國際大酒店或新巴黎大酒店
齊魯國際大酒店或新巴黎大酒店或
或新巴黎大酒店或長春五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海航名門酒店或
長春五星級標準香格里拉大飯店或海航名門酒店或
長春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長春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八天：長春/
長春/哈爾濱(
哈爾濱(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或長春/
香港或長春/哈爾濱(
哈爾濱(早餐)
早餐)北京
北京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長春或哈爾濱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安排乘搭旅遊車或船，返回香港九龍
指定地點，散團。

行程至此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1.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行李保險費、行李生小費、行李超重費、行李保管費等。

2.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X8天＝HK$640；

3.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以作保障。

4.

以上行程、風味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行程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5.

酒店在未獲得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公司以準★星級或★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6.

東北冬季，千里冰封，行程中某一些路段，路況崎嶇，車程常超出預計，不一定按所定時間內參觀景點，請客人有
所心理準備。

7.

為保障客人權益，客人報名前，請細閱本公司有關旅遊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及臨時取消細則等有關需知的條例
細則，亦請將各條款細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8.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廣州、長春、吉林、哈爾濱、北京、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
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能會更改為長春、哈爾濱、北京至香港往返，客人需補回差價(香港機場稅、香港機場
保安費、香港燃油附加費、中國至香港機場稅等)。

9.

晨霧、霧凇、樹掛、雪雕、冰燈等視乎季節天氣而定，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請客人留意。

10.

如因冰雪影響及各種因素各而引致各景點封閉，遊船停開及倒站車偶爾受風雪或其他因素影響停開，我公司不作另
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11.

如人數不足15位客人，本公司可能不會安排領隊跟團隨行，改由當地導遊接待，當地導遊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為主
要講解語言。本公司將會安排領隊在香港集合地點至深圳機場往返接送，為客人辦理登機手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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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因冰雪影響而引致航班因安全理由未能依原訂時間起飛，團隊須接受航空公司的安排改乘航空公司指定的新班次
及時間出發，團友不得藉詞要求退出。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
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
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確保在旅遊期間萬一遇上
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
冰雪大風暴，亦可得到最全面之保障。

13.

查幹湖冬捕一般從每年的12
，至次年的
查幹湖冬捕一般從每年的12月中旬開始
12月中旬開始（
月中旬開始（開網）
開網）
，至次年的1
至次年的1月中旬結束（
月中旬結束（收網）
收網）(資料只供參考，
資料只供參考，如有變動均以主辦
單位安排為準
單位安排為準)
安排為準)。

14.

如因冰雪影響及各種因素各而引致各景點封閉，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屆時將改其他景點代替，均以當地接待單位
安排為準。

15.

團費並不包括雪鄉雪上活動(扒犁，滑雪、馬拉雪橇、狗拉扒犁等，每項/每次/約80RMB、時間每項/每次/約30分鐘)，
安排時間：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不參加者可以在當地自由活動攝影。自費活動必須遵守工作人員之指引及安排，
並先因應個人健康情況及體格、安全等而自行衡量選擇是否參與自費活動，如有任何意外，責任須由參加者自行承
擔。價格僅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改，均以當地所訂為準。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
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作保障
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 以作保障。
以作保障。

16.

如單數客人報名，將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客人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3人、5人等
等，客人須預繳單人房附加費。3人或以上之單數組合可選擇試做三人房，三人房通常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
加床或三張單人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又或沙發床。另本司會以各貴賓報名之先後次序，而順序安
排與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最終在出發前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同性團友同房或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客人不得藉
故反對或退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17.

東北冬季，
東北冬季，千里冰封，
千里冰封，一般下午16
一般下午16：
16：00後已天黑
00後已天黑，
後已天黑，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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