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遊哈爾濱】 7 天之旅 

第 1 天: 出發地>>>哈爾濱機場(接機) >>>(車程約 1.5 小時店)>>>酒店>>>(步行約 10 分鐘)>>>中央大街

(自由活動及晚餐) >>>入住市內酒店 

第 2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0 分鐘) >>>聖索菲亞教堂>>>(車程約 45 分鐘)>>>極地館>>>(車程約 20

分鐘)>>>太陽島雪博會>>>(車程約 30 分鐘)>>>冰雪大世界(享用冰宮火鍋) >>>(車程約 25 分鐘)>>>入

住市內酒店 

第 3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4 小時)>>>亞布力滑雪度假村>>>(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亞布力森林溫

泉度假村>>>泡溫泉 

第 4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5 小時)>>>雪鄉(雙峰林場) >>>(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5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5 小時)>>>雪韻大街>>>(車程約 10 分鐘)>>>雪鄉文化展覽館>>>觀光

棧道>>>吉林>>>(車程約 5 小時)>>> 入住市內酒店 

第 6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 小時)>>>霧凇島>>>(車程約 5 小時)>>>伏爾加莊園>>>入住市內酒店 

第 7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1 小時 45 分鐘)>>>東北虎林園>>>(車程約 1.5 小時)>>>哈爾濱機場>>>

回程地 



7 天獨立包團費用: 

1. HKD 7,590/ 位 (8 人同行, 安排 16 座車)

2. HKD 8,190/ 位 (7 人同行, 安排 16 座車)

3. HKD 8,290/ 位 (6 人同行, 安排 16 座車)

4. HKD 9,090/ 位 (5 人同行, 安排 7 座車)

5. HKD 9,190/ 位 (4 人同行, 安排 7 座車)

6. HKD 11,290/ 位 (3 人同行, 安排 7 座車)

7. HKD 12,090/ 位 (2 人同行, 安排 5 座車)

費用包括: 

1. 中文司機的費用和小費

2. 道路費，油費，停泊費

3. 酒店 6 晚住宿及次日早餐

4. 每天 8 小時用車（超時需收取額外費用，等候時間也計算在內）

***以上價錢不包含機票，酒店城市稅，餐食（如有註明除外）和景點門票 

***以上價錢和建議行程只供參考，我們可以按照客人的要求再編製行程 

***旺季需要加收附加費 



【傲遊哈爾濱】 7 天之旅 

【中國獨立包團系列】哈爾濱、亞布力、雪鄉、吉林、霧凇島… 

出發地: 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歐洲及美加… 

第 1 天: 出發地>>>哈爾濱機場(接機) >>>(車程約 1.5 小時店)>>>酒店>>>(步行約 10 分鐘)>>>中央大街

(自由活動及晚餐) >>>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哈爾濱萬達假日酒店(Holiday Inn Harbin-City Centre)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北起松花江畔的防洪紀念塔、南至經緯街，在這條由方石鋪成的步行街兩
側，坐落著眾多文藝復興、巴洛克等各種風格的歐式建築，充滿了浪漫色彩。而冰雪
節期間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有趣的冰雕和雪雕，等著你來與它們合影。來到中央大街一
定要去嚐嚐地道的俄式西餐，以及大名鼎鼎的馬迭爾冰棍。這條擁有超過百年曆史的
商業街薈萃著許多經典的歐式建，也開滿了各種百貨商店，每到夜晚整條街被燈光渲
染得流光溢彩，是哈爾濱必遊之地。



第 2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0 分鐘) >>>聖索菲亞教堂>>>(車程約 45 分鐘)>>>極地館>>>(車程約 20

分鐘)>>>太陽島雪博會>>>(車程約 30 分鐘)>>>冰雪大世界(享用冰宮火鍋) >>>(車程約 25 分鐘)>>>入

住市內酒店 

酒店: 哈爾濱萬達假日酒店(Holiday Inn Harbin-City Centre)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聖索菲亞教堂 

始建於 1907 年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它那綠色的洋蔥頭式大穹頂十分引人注

目，這座宏偉的拜占庭式建築雖然已不再具有教堂的功能，但作為哈爾濱較為漂亮的異域風格建

築，它仍吸引著眾人慕名前來參觀。聖索菲亞大教堂目前是中國保存完整的拜占庭式建築，雖然在

1997 年就更名為“哈爾濱市建築藝術館”，但是無論當地人，還是外地遊客，更願意稱它為“索菲

亞大教堂”。 



極地館 

哈爾濱極地館雖然不大，只有兩層，但裡面營造了各種有趣的場景。這裡除了可以看到北極熊、企

鵝、鰩魚等極地動物與海洋魚類，還可欣賞全球獨一無二的白鯨表演“海洋之心”，看兩頭白鯨明

星“米拉”和“尼克拉”與美女馴養師默契配合組成心形圖案、上演浪漫唯美的故事。 

太陽島雪博會 

陽島風景區是位於哈爾濱市區松花江北岸的江心小島，早年滿族在此漁獵，松花江盛產鯿花魚，在

滿語中這種魚的叫法和漢語“太陽”的發音極為相似，久傳至今，就被稱為太陽島了。清代康熙年

間，太陽島就被作為水師營被開發利用，後來被清朝政府作為水師查兵和訓練的基地。如今的太陽

島自然風景異常秀美，公園內的景觀，更是將人與自然和諧演繹的淋漓盡致。在島上存有大量歐式

別墅建築，是俄國人夏季避暑的場所，它們唯美而極富情調。 



冰雪大世界 

一年一度的冰雪主題嘉年華(每年的聖誕節至次年三月初期間開放) 

冰雪大世界是冬季哈爾濱的必遊之地，可以欣賞到各式各樣唯美夢幻的冰雕、雪雕，夜幕降臨後的

冰燈盛宴更是迷人，還有冰上自行車、雪地卡丁車、玩雪圈等眾多冰雪娛樂項目。 

第 3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4 小時)>>>亞布力滑雪度假村>>>(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亞布力森林溫

泉度假村>>>泡溫泉 

酒店: 亞布力森林溫泉度假村 (Yabuli Forest Hot Spring Resort )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亞布力滑雪度假村 

亞布力滑雪場位於尚志市亞布力國家森林公園 4A 級景區內，占地面積 22.55 公頃，建於 1974 年，

是我國目前最大的集競技體育與旅遊休閒於一體的綜合性滑雪場，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知名度，已成

為黑龍江省冰雪旅遊知名品牌。目前是國家田徑協會夏季專案基地；國家唯一的雪上專案綜合訓練

基地；中國拳擊協會訓練基地；國家殘疾人體育訓練基地；國家體育產業示範基地；國家海洋局極

地科考訓練基地。亞布力滑雪場已經成為黑龍江省的全民健身基地，每年向大眾免費開放場地場

館，也是全省百萬青少年上冰雪的活動基地，每年數以千計的中小學生在這裡開啟滑雪之路，不斷

壯大本省滑雪人口，享受滑雪的樂趣。 

亞布力森林溫泉度假村 



第 4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5 小時)>>>雪鄉(雙峰林場) >>>(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雪鄉雪韻閣大酒店(Xuexiang Xueyunge Hotel)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雪鄉(雙峰林場) 

雙峰林場位於牡丹江市大海林林業局境內、張廣才嶺中段，素有“中國雪鄉”之稱，這裏山清水秀，

景色神奇。有兩座近兩年 1700 多米的高峰，兩山山頂終年積雪不化，遍生高山偃松、岳樺。聞名

遐邇的“雪鄉”雙峰，年積雪期長達 7 個月，積雪最厚處近二米。每年冬季，皚皚的白雪在負力的作

用下，隨物具形，千姿百態，雪鄉雙峰成了一個冰雕玉琢的童話世界。 



第 5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5 小時)>>>雪韻大街>>>(車程約 10 分鐘)>>>雪鄉文化展覽館>>>觀光

棧道>>>吉林>>>(車程約 5 小時)>>> 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吉林金茂翡翠假日酒店(Jin Mao Emerald Holiday Inn) 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雪韻大街 

雪韻大街是雪鄉的主幹道，是雪鄉極熱鬧的街道，冬季晚上的夜景很美。這條不過百米長的街道兩

側開著各種商店、旅館，也能看到不少餐館和擺在路邊的小攤，雪鄉遊客中心以及人氣景點夢幻家

園也坐落在這條街上。雪韻大街早前是林場的森林小火車站，如今成了雪鄉的商業街。 



雪鄉文化展覽館 

雪鄉文化展覽館坐落於中國雪鄉的雪韻大街上，內設雪鄉資源展示區、雪鄉林業文化展示區、雪鄉

歷史文化展示區、雪鄉抗聯史展示區、龍江書畫展示區、雪鄉影視文化展示區等文化板塊、展覽館

內還設置服務中心，向遊客提供必要的熱飲、簡餐、禦寒品等、少兒遊樂等服務項目，是集文化、

休閑和娛樂為一體的群眾文化場所。

觀光棧道 



第 6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 小時)>>>霧凇島>>>(車程約 5 小時)>>>伏爾加莊園>>>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伏爾加莊園(Volga Manor)或同級酒店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霧凇島 

霧凇島是位於松花江上的江心島，是著名的霧凇觀賞勝地。每到寒冬，不凍的江水中升騰的水霧遇

冷，在樹上凝結為霜花，就是霧凇，從遠處看放佛傳說中的玉樹瓊花，美不勝言。此外，這裡也是

觀日出和日落的好地方。 



伏爾加莊園 

伏爾加莊園是哈爾濱東南郊區的一座俄羅斯文化主題風景園，這裡擁有大片草坪和樹林，還有古

堡、長橋等許多俄式建築和歐式雕塑，處處充滿迷人的異域風情。這裡的俄式風光也讓莊園成為婚

紗攝影取景勝地。它位於阿什河畔，這裡春夏一片綠意，可以感受東歐般的純美風光。秋季的莊園

一片金黃色，可來此感受濃郁的俄國鄉村美景。到了冬季，草地、樹木、屋頂上白雪皚皚，更是充

滿了“莫斯科郊外”的意境。 

 



東北虎林園 

哈爾濱的東北虎林園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東北虎繁育基地，這裡除了有眾多東北虎之外，還有白虎、

獅子、獅虎獸、美洲豹、狼等猛獸。人們可通過參觀車行區和步行區，了解東北虎生活的方方面

面，觀看猛虎撲食的場面。在東北虎林園門口還建有一處免費開放的東北虎科普陳列館，這裡詳盡

地展示著關於東北虎的各種標本、圖片和文字資料，可在此了解到有關這一珍貴物種的更多知識。 

第 7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1 小時 45 分鐘)>>>東北虎林園>>>(車程約 1.5 小時)>>>哈爾濱機
場>>>回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