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蒙古國全覽探索八日 2017.02.20更新 

蒙古是藍色的    一年超過 260天的湛藍晴天 

蒙古是綠色的    油綠廣裘的草原無邊無際 

蒙古是紅色的    純樸善良的居民用熱忱的心接待訪客 

蒙古是黑色的    墨寂的夜空閃爍著繁星點點 

蒙古是彩色的    以大自然為筆墨在旅遊日記中添上最美麗的色彩 

 

【班機時間】                                              中華或國泰航空以出發前公佈為原則 

 

【團費及出團時間】 

2017年出團日期   團費:NT:59,900元    訂金:NT:10,000元 

5月 05/25(四) 目前 2位報名 

6月 06/01(四)、06/15(四)、06/29(四) 

7月 07/27(四) 

8月 08/10(四)、08/24(四) 

9月 09/07(四)、09/21(四) 

10月 10/05(四) 

團費:NT:60,900元    訂金:NT:10,000元 07/13(四) 

團費:NT:61,900元    訂金:NT:10,000元 07/06(四) 

  早鳥優惠(以付訂金算，不是報名日) 

出發日 60天前付訂同行第二人優惠 NT$6000元 

出發日 45天前付訂同行第二人優惠 NT$4000元 

團費包括：全程住宿(二人一室)、餐食(風味餐)、來回機票、燃料稅、機場稅、交通、門票、履約責

任保險、蒙古簽證費用。 

費用不包：新辦(換發)護照費用、電話費、私人消費、行李小費、房間小費、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以下各種產品適用本公司與玉山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大眾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 、台新銀行所合作的刷卡優惠方案，均可選擇三期分期付款刷卡消費！★★ 

*蒙古小費參考* 

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應酌量給予小費以視鼓勵。《本行程不論派遣領隊與否，小費部份均

建議每人每天小費 US10*8天，共美金 80元。》 

床頭小費：每間房間每天 2000圖格里克或 1美元行李小費：每件行李每次 2000圖格里克或 1美元 

 

航空公司 起飛地點 抵達地點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或國泰航空 台北 香港 
CI 903 

CX465 

08:00 

07:05 

09:55 

08:55 

蒙古航空 香港 鳥蘭巴托 OM298 12:00 16:45 

蒙古航空 鳥蘭巴托 香港 OM297 06:25 10:55 

中華或國泰航空 香港  台北 
CI 680 

CX 564 

13:10 

13:05 

14:45 

14:50 



 

【精心安排】 

★班機經由香港轉機，當天抵達烏蘭巴托經濟又方便。 

★參觀窩闊台汗時期之帝國故鄉—UNESCO世界文化遺址~~哈喇和林 Kharkhorin。 

★蒙古 13世紀民族文化園區，親身體驗十三世紀蒙古部落民族的生活。 

★特別安排蒙古游牧人家生活渡假村。在該渡假村您可貼近了解遊牧民族的生活點滴，了解他們如何

飼養牛羊等家畜、在蒙古包讓熱情的牧民款待馬奶酒及奶製品、了解傳統的牧民如何準備一日生活所

需點滴、及游牧民族的遷徙搬家… 

★特勒吉國家公園，觀賞奇山異石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 

★親臨哈思台 Khustai國家公園野馬保護區，一探傳說中成吉思汗西征的祕密武器。 

★全程專業華語導遊解說，臺灣領隊親切貼心服務。 

★特別安排酒店住宿五星級酒店四晚(不為了省成本儘量安排住蒙古包) 、渡假村蒙古包三晚(兩人一

室)。 

★特別安排騎駱駝體驗 30分鐘 

★特別安排騎馬騎馬 60分鐘 

★觀賞蒙古民俗舞蹈、喉咪、馬頭琴、軟骨功等表演。 

★每人每天供應 1瓶礦泉水。 

★贈送每人蒙古包小飾品 

 

【蒙古饗宴】 

★蒙古石板羊肉、烏克蘭風味餐、俄羅斯餐、傳統蒙式風味餐、蒙式 B.B.Q、中式料理……各式料理

交叉安排，享盡當地美食風味 。 

 

【詳細行程】 

第一天  台北香港烏蘭巴托 

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整團亦可由台中、高雄出發)，搭機飛往香港轉機。繼續飛往國蒙古的

首都—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 Ulann-Baatar】烏蘭巴托蒙古語為”紅色英雄”之意，

舊名為庫倫。城市交會著游牧與都會不同的生活型態，建城於 1639

年，位於海拔1351公尺高的土拉河谷。南北兩岸是綿延起伏的群山，

山上的蒼松翠柏終年常綠，山下河水流過，兩岸垂柳如詩如畫。碧

綠的草原與 4座高低起伏的山巒環繞著烏蘭巴托的四周，藍色的土

拉河(Tuul River)中穿其間緩緩鳴唱著潺潺水聲，構成一幅最自然

的山水畫。因為長時間在共產蘇聯的控制之下，曾是一個不折不扣

的蘇聯附庸國，因此當您抵達成吉思汗機場的第一瞬間，和爾後搭

車前往酒店的途中，您會發覺烏蘭巴托的主體建築、棋盤式的街道佈置方式、飲食習慣、生活形態等

等，無所不在地深深融合了蘇聯及俄羅斯文化。 

烏蘭巴托同時聚集了全蒙古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整個蒙古的政經、文化、商業中心。穿梭在城市

高樓水泥及傳統蒙古包混亂的交錯時光中，開始探訪成吉思汗的故鄉，藍天之國，草原之都……。  

住宿：5星 The Blue Sky Hotel and Tower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Kempinsii

或 Kempinsky Hotel Khan Palace或同級酒店    

餐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場(敬請自理)   晚餐:Gjel Resturant 俄羅斯風味 



 

第二天  烏蘭巴托－世界文化遺址~哈喇和林－博物館－額爾德尼召、108座佛塔、皇都遺址石龜－

蒙古帝國版圖紀念碑 

【哈喇和林 Kharkhorin】UNESCO世界文化遺址, 離鳥蘭巴托 380公

里，是蒙古帝國建於 1235年的歷史古都。哈喇和林位於鄂爾渾河河

谷，氣候良好，水源充足，牧草肥美，額爾德尼召方圓 50公里成為

歷代游牧民族定都所在。13世紀成吉思汗以此為營地，在此種植農

作物，製造農具，武器，成為戰爭所需物資補給站，對歐亞實施征

服的企圖。窩闊台繼位後正式定都於此，並開始建城，成為蒙古帝

國的第一個都市與經濟中心。當時它是世界上陸地貿易最發達的國

際大都市之ㄧ。元朝滅亡後，雖然歷經無數的破壞，依稀可見的廣場、基石…雖然現在個人口僅 9000

的蒙古小鎮, 來此一探,發思古之悠情,念當年主宰風雲史上第一大帝國首都的雄偉。 

【博物館】該博物館於 2007年由蒙古同日本合作建立, 專門收藏和保護、研究有關元上都文物以及

世界遺產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 

【額爾德尼召寺 Erdene Zuu寺】(又名光顯寺)蒙古喀爾喀部落首領阿巴岱汗(Khan Avdai)，在明萬

曆14年(西元1577年)於哈喇和林建立的喀爾喀第一座黃教寺院。它也是蒙古帝國的第一個佛教中心。

舉世聞名的 108座白塔是額爾尼德召四周白色圍牆所圍繞的城牆，每一邊大約有 400公尺長，代表

108尊羅漢之意，塔與塔之間距離 15公尺；每一座白塔寺都紀念與歷史有關的大事，或作為某著名

政治領袖、活佛或大喇嘛的墳墓。 

【大佛塔】寺廟群與【Lavran寺】廟間的大佛塔於 1799年建，為紀念四世哲布尊丹巴而立。Lavran

寺為西藏式建築，建於 1760年，是當時布尊丹巴停留此地時間居所，宗教開放後，蒙古人常來此地

拜佛祈福。寺廟主要有中央大殿與東西殿，三殿內主倛釋迦牟尼佛。在寺廟的每邊都有一座門樓，正

殿入口處左邊是保護寺廟的大黑天護法神，右邊是騎著螺子的吉祥天。額爾德尼召寺建築採用磚石與

雕刻品為主要建材，混合蒙古、中國和西藏的藝術風格，全部建築物沒有使用一根釘子，不得不佩服

當時工匠技藝之精!巔峰時期，哈喇和林將近有百座殿堂，喇嘛多達千人。1938年時被蒙共摧毀，剩

下的三個殿堂也被封閉禁止使用。直到 1965年才被整修改作為博物館。附近不遠的【烏龜石】象徵

長壽無彊。原窩闊台汗時間的哈喇和林皇城四周各有一隻烏龜鎮守，現僅存北門外及東南邊的二隻，

信徒們在龜背上放了一些石頭，以求平安。 

【蒙古帝國版圖紀念碑 Great Imperial Map of Mounment】建於小山坡上的紀念碑，三塊紀念碑記

載包括匈奴時期、突厥時期和蒙古時期（其中三幅地圖中藍色的區域是現在蒙古國的面積），山坡上

可見鄂爾渾河谷豐美水草及俯瞰哈喇和林的最佳地點，遺蹟、清翠的山峰及 108座白塔盡入眼簾。 

夜晚在無光害的草原上，細數亮麗天空上美麗的繁點星星… 。或許正巧看見流星飛逝而過，趕快閉

上眼睛，許下一個小小的心願……。 

住宿：哈喇和林國家風景區蒙古包(兩人一室)或同級    

餐食:早餐:酒店享用    午餐:driven in 烤肉風味   晚餐:渡假村內套餐料理 

 

第三天  哈喇和林－探訪草原遊牧家－草原、自然牧場－巴彥戈壁－騎駱駝－哈斯台國家公園 

【探訪牧民家】行程中以不定點的方式，帶領貴賓探訪草原牧民家，深入草原上的風情，在熱情的牧

民家品嚐道地蒙古小點、馬奶酒、別有一番風味(由於現代化及教育等問題, 很多牧民遷移到城市居

住,若沿途無法找到牧民家敬請見諒 !)  

【巴彥戈壁 Bayan Gobi】位於鳥蘭巴托西南 280公里的巴彥戈壁是一片廣大的沙漠和草原。據＜蒙

古祕史＞記載這一帶草原曾是成吉思汗放羊牧馬的地方，13世紀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時, 在呼



根汗山附近的胡弓，薩里川一帶以少勝多，打敗了強大的乃蠻部落。沿途可休息、參觀在筆直的公路

上奔馳，駛向一個接一個的盆地，綿延無際的大草原。頓然出現在草原上的牛群、羊群、馬群追逐嬉

戲，讓您眼睛為之一亮，群起歡呼，仿如進入漫無邊際的野生動物園，這種享受於大自然的曠野，唯

有蒙古可以隨時滿足您的旅遊日記!隨時停車讓貴客攝取最精彩的鏡頭，蒙古的動、植物隨時呈現最

自然的野生味，是鏡頭中的最佳主角!沒有人工、沒有文明!一切就是”真”。 

【騎駱駝體驗 30分鍾】黃色沙漠、綠色草原、紅色山峰、特別安排在沙漠戈壁來個沙漠行舟的騎駱

駝體驗。 

【哈斯台國家公園 Khustai National park】蒙古野馬唯一的棲息地。此地擁有連綿青翠的山坡及一

望無垠的大草原，是世界上最優秀且瀕臨絕種威脅的的蒙古野馬培育繁殖中心。抵達後，在園區先由

解說員在陳列館介紹蒙古馬。 

住宿：哈斯台蒙古包渡假村(2人一室)    

餐食: 早餐:渡假村內享用 Bayyangobi camp   午餐:蒙式料理   晚餐:度假村內套餐料理 

 

第四天  哈斯台國家公園－蒙古游牧人家生活渡假村－烏蘭巴托 

【哈斯台國家公園】哈斯台國家公園東距烏蘭巴托 90多公里，佔地

五萬多公頃。因為野生蒙古馬瀕臨絕種，在國際保育人士極力呼籲

下，由荷蘭政府出資，蒙古自然環境保護協會為協助單位，在哈斯

台國家公園開始復育，成為全球蒙古馬研究重鎮。此地因有綿延不

斷的山坡大草原，因此是瀕臨絕種的蒙古野馬最佳繁殖地。別小看

蒙古馬的嬌小，牠特有的耐寒、耐熱又耐飢渴的特性，成為當年成

吉斯汗統一蒙古的秘密武器，進而運用牠而稱霸歐亞。目前全蒙古

只剩下兩百多隻，共分為 16群，每群約 5-20隻，每群由一匹公馬

帶領，為野生放養。除了野馬外，還可能會發現野狼、野鹿、老鷹等的蹤跡。 

一早由國家公園解說員帶領著大家找尋野生的純種蒙古馬(因氣候及客觀環境因素，不保證一定會目

睹到蒙古野馬的蹤跡。但這種追逐的過程絕對是不同的旅遊方式)。 

【蒙古游牧人家生活渡假村 Mongol nomadic show camp】。在該渡假村您可貼近了解遊牧民族的生活

點滴，了解他們如何飼養牛羊等家畜、在蒙古包讓熱情的牧民款待馬奶酒及奶製品、了解傳統的牧民

如何準備一日生活所需點滴、同時可以欣賞到牧民的馬上騎技等等……讓在現代科技發達的我們，去

細細體驗最純樸、大地為生的原汁原味的牧民生活。午餐在該渡假村品嚐道地的蒙式料理。午後返回

烏蘭巴托。路程中一忘無際的草原、沙漠、牛羊天然放牧，讓您渾然忘我。返回烏蘭巴托後，若有時

間可以在酒店四周自由參觀。 

住宿：5星 The Blue Sky Hotel and Tower 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Kempinsii  

或 Kempinsky Hotel Khan Palace 或同級酒店    

餐食:早餐:渡假村內享用 Mongol nomadic show camp  午餐:蒙式料理  晚餐:5星飯店內 Jade餐廳 

中式料理 

 

第五天  烏蘭巴托－13世紀蒙古民族文化風情園－特勒吉國家公園－騎馬體驗 

【13世紀蒙古民族文化風情園】。位於中央省額日德尼特蘇木區, 建

在草原上的這裏可以參觀了解到十三世紀時的蒙古遊牧部落的生活

方式。園區內有設蒙古營帳區，軍營、大汗營。有薩滿教神樹區法師

營，經書營，工匠營等各種當時生活實景情境的生活工作空間，還可

以租借穿著古代蒙古服飾照相攝像留念。13世紀文化風情園區生動地



展現蒙古大帝國時期遊牧生活和風俗文化， 

遙遠的 13世紀磅礡再現！ 

午餐後乘車前往烏蘭巴托以東 80公里處肯特山脈中的國家自然保護區 

【特勒吉國家公園 Terelj National Park】特勒吉國家公園兼具草原風情、山林景緻、奇岩異石、

溪流風光。白色蒙古包渡假村蓋在草原上，景色非常誘人。山坡上牛、羊、馬群放牧在草原上，風光

特別旖旎。沿途忽而山丘，忽而溪谷，奇岩怪石點綴其間。放眼景觀，怡情開闊。 

【烏龜石】【駱駝石】及【亦豬亦狗的化身石】這裏山巒起伏，懸崖峭壁，蒼松翠柏，河流清澈，如

人間仙境一般。 

【草原騎馬體驗 1小時】馬是蒙古人最親密的夥伴、最佳的代步工具，在專業牧民帶帶領下在草原、

山丘、林間悠走, 您可想像元帝國成吉思汗，豪邁地跨足歐亞的壯志情懷。 

【石板悶羊肉】蒙古著名風味餐，做法傳統，口味鮮嫩、特別，有燒

烤的味道，夾帶燉燜的氛圍，當地居民認為，石板羊肉是成吉斯汗西

征時因應戰時述戰述決的飲食文化所產生的烹飪方法，沒想到成為蒙

古著名的食品!也成為古代蒙古大汗和王公貴族享用的宮廷佳餚。讓

我們嚐一下不同的羊肉烹調文化吧! 

★夜晚住宿傳統蒙古包，可以浪漫的和至親好友一同欣賞漫天的星空，

做一個甜蜜的草原夢。 

住宿：特勒吉蒙古包渡假村(2人一室)    

餐食: 早餐:酒店享用    午餐:13世紀風情園內套餐料理   晚餐:石板悶羊肉蒙式料理 

 

 

第六天  特勒吉－烏蘭巴托－歷史博物館－成吉思汗廣場—賞蒙古傳統歌舞表演—國營百貨公司、超

市 

烏蘭巴托為蒙古文「紅色英雄」之意。城市交會著游牧與都會不同的生活型態，建城於 1639年，位

於海拔 1351公尺高的圖拉河谷。南北兩岸是綿延起伏的群山，山上的蒼松翠柏終年常綠，山下河水

流過，兩岸垂柳如詩如畫。 

【國立歷史博物館】記載著蒙古歷史演變的國立蒙古歷史博物館，陳列收藏超過萬件展品，包括蒙古

出土文物、元朝到清朝的珍品、各部落傳統服飾及日常用品等。詳載蒙古帝國的誕生到興盛，人們從

中可以窺見成吉思汗對蒙古的影響，以及如何凝聚出深厚的民族情感 

【成吉思汗廣場】舊名為蘇和巴托廣場，烏蘭巴托的地標，該廣場是民眾休閒、舉辦大型演唱會及國

慶閱兵隊伍的出發點。廣場四周圍繞有郵電總局、證券交易所、國立蒙古歷史博物館、國家議會、文

化局、芭蕾劇院等建築體。您可以選擇最美的角度留下自己的倩影。 

【蒙古傳統歌舞才藝表演】特別安排欣賞蒙古國粹－喉音、軟骨功、馬頭琴等。軟骨功:表演者通常

三歲閞始練習，將身體神奇地彎轉，好像可以打結似的，相當精彩。看似嬌小柔弱的小女子，彎曲而

一的出神入化表演博得滿堂彩！馬頭琴:是蒙古最著名樂器，蒙古人愛馬視如親人，傳說古時有位蘇

和，因為愛馬死掉傷心欲絕，一夜夢見白馬告訴主人，請以我的腿骨當琴頸，頭顱當琴筒，馬尾做絃。

蘇和用琴聲傳達對馬的思念。現代人以木材與馬尾製作。馬頭琴聲音淒美動人，彷彿緩緩述說美麗的

愛情故事；世界稱奇的喉音，像是幽浮發出的奇異聲音，運用口腔、喉嚨、胸腹的變化，一個人可同

時發出四部合音叫人驚嘆！ 

【國營百貨公司】烏蘭巴托最大的選購紀念品，5樓的紀念品及喀什米爾羊毛專賣店將是造訪的重點。

一樓的超市可以購買蒙古有名的伏特加酒或俄國魚子醬等…在此可.好好選購打點回國送人的伴手禮

唷！ 



住宿：5星 The Blue Sky Hotel and Tower 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Kempinsii  

或 Kempinsky Hotel Khan Palace 或同級酒店    

餐食:早餐:渡假村內享用  午餐:Ukrainskai Korchma烏克蘭餐廳  晚餐:Mongolian B.BQ料理 

 

第七天 烏蘭巴托—翟山抗日紀念碑—釋迦牟尼公園—博格多汗冬宮—喀什米爾羊毛工廠參觀—甘 

丹寺 

【翟山紀念碑】位於烏蘭巴托南郊山上為紀念 1939年卡爾客河戰

役中犧牲的蘇軍烈士而所建的，從這裏可以眺望烏蘭巴托全景。登

高望遠，烏蘭巴托全市景觀悉數呈現眼中。因為紀念碑是紀念戰役

中犧牲的無名英雄，環狀的牆上以彩繪記錄著近代的戰役與歷史，

讓蒙古人民明白自由的不易與可貴。此處為觀賞烏蘭巴托市區景觀

的最佳場所，千萬不要錯過烏蘭巴托美麗的城市景觀。 

【釋迦牟尼公園】，此公園建於 2005年，蒙古佛教界最有威望的古

日達瓦仁布齊(Gurudava rinbuch)大師帶頭捐款而建造，佛祖釋迦牟尼立像高 23米，下面有小型宗

教博物館， 

【格多汗冬宮博物館】，這座宮殿是蒙古末代帝王哲布尊丹巴 8 世冬天的住所，這也是全蒙古第一座

2層樓房，大致上仍保存原來的面貌。宮殿內展示著鑲滿玉片的龍袍、純金金履衣、800顆珍珠做成

的衣袍、80隻狐狸做成的大衣等珍貴蒐藏。除了這些珍貴的展覽品外，八世皇豐富的一生傳奇也是

導遊口中談論的好題材。 

【羊毛加工廠】參觀羊毛生產過程，從頭看到尾，終於明白羊絨的取得與製作。可以在附設商店中選

購物美價廉的特色禮品，尤其是廣受國人喜愛的喀什米爾羊毛製品。(此非團體操作的購物站,可走可

不走喔!) 

【甘丹寺】是蒙古國最著名，最大的喇嘛寺廟，也是從前的政教中心。1838年建成的甘丹寺，原觀

音像被共產黨溶化做成砲彈，現今的佛像是在 1996年用了青銅 40公噸、黃金 16公噸建成高 26公尺

的四臂觀音，神貌威嚴。離去前別忘了買一條藍色哈達，除了保平安還可做紀念。 

住宿：5星 The Blue Sky Hotel and Tower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Tuushin Hotel, Kempinsii

或 Kempinsky Hotel Khan Palace或同級酒店 

餐食: 早餐:酒店享用 午餐:Miraj Restaurant 套餐風味 晚餐:The Bull中式鍋料 

 

第八天  烏蘭巴托香港台北 

可曾在頤和園的廢墟樑柱中追憶，是否在波斯波里斯的倒榻城牆中探尋，現在又來到了蒙古的哈喇和

林的遺蹟中嘆息!三個國家、三個時代、過去的輝煌卻成為追憶的對象，旅遊就是在尋找………旅途

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與輕鬆，好像壓抑全身的

辛勞，都在這藍天綠野的自然旅行中接到聖潔的洗禮，得到無限的慰藉。早上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香港，

抵達後隨即轉機回台北。結束令人永生難忘的蒙古國八日行程 

住宿：可愛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酒店享用或餐盒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xx 

★本行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變動，以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為準★ 

 

 

 

 



 

【蒙古簽證所需資料】 

1.護照正本(有效期需滿 6個月以上，並有本人簽名)  

2. 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  

3. 2吋彩色照片 1張(6個月內)  

4. 個人基本資料,職業,電話等  

 

【貼心叮嚀】 

1.哈斯台觀賞野馬，由於野馬白天往山上避暑，或在較遠山區，您可自帶望遠鏡以備觀觀賞。 

2.蒙古部分景點觀光區相機及攝影機(含手機拍照)需要付費，收費不一，請以導遊告知為主。                                                                  

3.蒙古國不像內蒙己漢化，蒙古包都是傳統的蒙古包，故洗手間及盥洗間都在外面另一區。 

4.蒙古國並無高山症問題，敬請貴賓放心。 

5.最佳的裝備與打扮：防曬油、保濕乳液、帽子、長袖衣服、太陽眼鏡。 

6.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本公司保有調

整之權利。 

7.外蒙地區旅遊設施落後，一切行程得依當地旅行社實際情況來安排，或因氣候、機場維修、交通工

具之調度等原因而略為改變行程，請以平常心看待。 

8.時差：夏令時期，蒙古較台灣時間快 1小時，冬令時期無時差。 

9.幣值：圖格里克（tugric），1美金大約合 2000圖格里克。 

10.電壓：蒙古標準電壓為 220伏特，50HZ，採用圓形雙孔插座。 

11.消費習慣：旅館及部份餐廳收美金及信用卡。※蒙古餐廳及計程車司機均無收取小費之習慣，但

旅館搬運行李服務及房間清潔，須付 1000圖格里克或 1美元之小費。 

12.社會治安：蒙古整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搶劫及殺人等重大刑案較少。惟近年來首都烏蘭巴托快

速發展，外國旅客激增，故扒竊案件逐漸增加，建議國人旅遊時應隨時注意隨身財物不可露白及周遭

可疑人士。另夜晚最好儘量避免外出，不宜前往人煙稀少之地。街上如遇醉漢，宜及早閃避。 

13.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

原諒。 

14.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

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15.團體報名截止後，若團體人未達派遣領隊之人數，雙方改採以『國外個別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

為雙方最終權利義務之依據。 

16.前往草原蒙古人家裡作客時須注意事項： 

*每一戶人家一定會有養狗，蒙古的狗很兇悍，記得一定要有主人陪同才可以行動。 

*蒙古包的門檻代表主人的身分，不能去踩踏！ 

*蒙古包的門都比較低矮，進出時小心頭不要去撞到門，如果不小心撞到門時，要拿一塊牛糞燃料，

丟到爐火中。 

*進入蒙古包家訪時，不可去靠著蒙古包內中心點的柱子，進入後往左邊入座，中心位子是長者的座

位，右面是男、女主人的位子。 ◎於蒙古包內入座時，腳底不要朝著火爐、主人、佛龕，因為那是

不禮貌的行為。 

*小孩的額頭是天靈蓋的位置，代表著個人的智慧與健康，不要去摸小孩的頭部，否則就犯了大忌！ 

*人家敬您酒時，記得要用雙手接碗過來，並且喝前要以右手的無名指，沾著碗內的酒對空彈三次，

代表敬天、敬地、敬祖先，也代表對接待主人的尊敬。 ◎蒙古包內的爐火是蒙古人最敬畏的地方，



記得不要對爐火吐痰、丟垃圾、踩踏、跨越過去。 

17.其他注意事項： 

*牛、羊肉是您每日的主要菜餚，來此旅遊您要先有心理上的準備。 

*當地的華語導遊講解比較缺少，前往蒙古旅遊之前，記得可以先做功課，如此導遊講解時，您可隨

時進入狀況。 

*氣候：早晚溫差變化大、雨量少；最適合的旅遊季節，從 5月初至 10月中。 

春季：（3~6月）飄雪、強風、飛沙、雨雪交加的日子較多，每天驟冷驟熱，氣候變化無常，非常不

穩定。 

夏季：（7~8月）旅行的佳季。大陸性氣候，早晚溫差大。 

秋季：（9~10月）秋高氣爽，氣候穩定，天氣逐漸轉冷，與臺灣冬季的氣候差不多寒冷。 

冬季：（11~3月）最冷的時候氣溫只有攝氏 0下 40度。如果有充分嚴冬的裝飾準備的話，這個季節

也是值得一賞的時候。從 12月底至 2月是外蒙古嚴冬期。 

【 自 2016.5.1 起, 蒙古航空行(OM AIR)李規定異動如下: ( 由計重制改為計件制)】 

  艙等 重量 行李尺寸 可攜帶件數 手提行李 

大人/小孩 商務艙 32 公斤 長寛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公分 1 10 公斤 

經濟艙 23 公斤 長寛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公分 1 5 公斤 

嬰兒   10 公斤 長寛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公分 1   

*手提行李: 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15CM 

*台北 -香港段  華航  / 國泰航空 , 經濟艙的行李以限重 30 公斤為限 . 故全程行李請勿超過 23 公斤一件行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