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白山紅葉谷盤錦紅海灘賞楓之旅 10日 

 
【行程特色安排】 

★紅葉谷： 

吉林紅葉谷最佳賞紅季節是在每年的 9月底到 10月中旬之前，歷時 10多天的絕妙佳景，紅葉滿天，五

彩斑斕。穀中景點眾多，主要有紅葉溪、南湖瀑布、愛林林場、林蛙溝、五彩路等。紅葉谷除規模宏大

以外，主要是顏色比較豐富。由於不同樹種對霜凍的反應不一樣，有的火紅，有的橘紅，有的金黃。還

有的樹種形不成紅葉，因此仍然碧綠。所以形成了紅葉穀色彩斑斕的獨特景觀。再加上這裏的霜期比較

長，紅葉經受霜凍的時間更長，使紅葉的色彩也就更加鮮豔。   

★暢遊東北最知名的景區：與五嶽齊名的北方聖山─【長白山】，長白山景區安排環保車，長白山天池

安排四輪傳動吉普車，一睹長白山天池神秘面紗。 

★長白山： 

風光秀麗、景色迷人的關東第一山，因其主峰白頭山多白色浮石與積雪而得名，素有“千年積雪萬年松，

直上人間第一峰”的美譽。位於歐亞大陸東端、吉林省東南部，地處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白山地區境內，

在安圖、撫松、長白三縣境內，主峰海拔 2691米 ，海拔 2500米 以上的山峰有 16座，是我國大自然

保護區之一，也是關東各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搖籃、東三省地區的生態屏障、滿族的發祥地，清朝時

期定它為聖地。   

★【精彩遼寧】： 

從楓紅、銀杏、紅海灘，讓遼寧秋色，五彩繽紛。每到深秋，滿山遍谷的楓紅，一路從桓仁楓葉谷、天

橋溝、老邊溝，向西蔓延至「東北小黃山」關門山國家森林公園、鞍山千山風景區，逐漸凋零的萬物，

也因染上楓紅而重展笑顏。此次行程特別將多處美景收錄在行程安排中。 

 

★【關門山風景區】： 

關門山素有『東北小黃山』之稱，景色有五美：山美，山峰奇峭，拔地而起，峰頂松姿綽約，怪石林立，

宛若天造地設的巨型盆景。水美，紅葉湖碧波蕩漾，兩岸青山倒映，搖漿蕩舟，其樂無窮。樹美，關門

山樹木繁多，千枝競秀，尤以“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楓林秋色而聞名。花美，天女木蘭花和山杜鵑，

漫山遍野，芬芳宜人。雲美，雲、水、霧渾然一體，分外妖嬈，近處輕霧繚繞，撲朔迷離；遠處雲蒸霞

蔚，織雲弄巧；山峰若隱若現，嫵媚含羞。關門山佔盡了黃山神韻，盡得江南的靈秀。每年，到這裏寫

生繪畫的人絡繹不絕。 



★【盤錦紅海灘】： 

位於盤錦市西南部，距市區約 30公里。在蘆葦、沼澤中棲息著 236種鳥類。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頂鶴」

和「黑嘴鷗」。葦海觀鶴、鷗及珍稀鳥類考察是這裏具有濃厚自然情趣的旅遊活動。區內建有觀鶴台。

仲夏至 11月這時間，雙臺子河口附近長 26公里，寬約 1公里的堿蓬植被紅豔如火，十分壯觀，有『紅

海灘』之譽。 

【班機時間安排】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 抵達地 抵達 

去程 第 01天 南方航空 CZ3052 桃園機場 12:20 長春機場 15:40 

回程 第 10天 南方航空 CZ3011 瀋陽機場 15:00 桃園機場 18:05 

 

 

【每日行程安排】 

日期: 09/20(二) 住宿: 橋山北大湖渡假村 或紫光苑大酒店(准 5星級) 

行程: 桃園/長春～吉林 南航 CZ3052  12:20/15:40每週 1.2.4.6飛 

 

餐食:早餐: ×              午餐: ×                晚餐: 三套碗風味 50 

 

今日於桃園搭機飛往吉林省會(長春)，出關後隨即專車前往吉林市。晚餐後休息整裝，準備明日起的東

北賞楓之旅。 

 

 

日期: 09/21(三) 住宿: 蛟河雅舍添香精品酒店 或 同級 

行程: 吉林～蛟河紅葉谷～蛟河市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慶嶺魚宴風味 40 

                        

早餐後，驅車前往【蛟河紅葉谷】位於長白山西麓，松花湖畔，著名的拉法山國家森林公園覆蓋全境，

這裏春可踏青、夏季避暑、秋賞紅葉、冬嬉冰雪。秋天的蛟河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時候，紅葉脫去綠意

換新顏，那裏的紅葉林、白樺林，紅白相映、妙趣天成。蛟河的紅葉有四個國家之最，在蛟河白樺紅葉

中漫步，宛如進入夢幻般的童話世界。 

紅葉觀賞時限最珍貴，蛟河紅葉只有在每年 9月 20日至 10月 10日才“曇花一現”，美在瞬間★【蛟



河紅葉谷】；每到深秋霜降，整條山谷層林盡染。紅葉谷的紅葉有四個全國之最。一是規模最大，北起

解放石虎河，南到杉松嶺，綿延近百華里，寬 30余華里。二是品種最多，紅葉樹種多達 10餘種，各種

紅葉濃淡相宜、錯落有致。三是色彩最迷人。受長白山和松花湖獨特氣候的浸染，色彩亮麗奪目，充滿

生機和活力。傍晚專車前往蛟河市區住宿。 

 
 

日期: 09/22(四) 住宿: 金水鶴酒店(準五星) 或 同級 

行程: 紅葉谷～(1.5小時)敦化～(300km約 4小時)長白山北坡風景區(地下森林+環保車)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山珍宴風味 40 

                        

今天早上從蛟河市出發，經朝鮮族自治州敦化市前往長白山，抵達後前往園區搭環保車。地下森林的壯

麗雄偉,是由於造山運動及火山活動;造成大面積地層下榻,形成這座巨大的山谷;整片的森林隨，之沉入

谷底,站在邊緣的懸崖上俯瞰谷底森林;可見處處樹木參天,美如似仙境!漫遊在林間的步道中,四周非常

安靜幽雅;偶爾聽到鳥兒婉轉的叫聲,外露的樹根形成了天然的根雕;此為大自然工匠的條件,更具完美

的神韻;宛如就像水墨畫一樣雄偉!之後返回住宿酒店休息。 

 

 

 

 

 

 



日期: 09/23(五) 住宿: 長白山萬達度假酒店(準五星級) 或 同級 

行程: 長白山(安排乘坐景區環保旅遊車及吉普車登山 )～天池 ～長白瀑布～溫泉群～小天池～綠淵

潭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朝鮮風味 40 

 

【天池】，是中國最大的火山口湖，池面南北長 4400公尺，東西寬 3370公尺，平均水深 204公尺，是

松花江、圖們江、鴨綠江的三江之源。天池宛如鑲崁在群峰之中的一塊碧玉。天氣晴朗的時候，池水映

對著蔚藍的天空和美麗的白雲，水天相連景色非常秀美。後前往遊覽◎【長白瀑布】，到過長白山的人，

都為那宏偉壯觀、奔騰不息的長白瀑布所迷戀！那銀流似從天而降，落地如雷聲貫耳。長白瀑布位於天

池北側，乘槎河盡頭。乘槎河流到 1250m後，飛流直瀉，便形成高達 68m的長白瀑布。因系長白山名勝

佳景，故名長白瀑布。後◎【小天池】又稱銀環湖、長白湖、東湖，海拔 1780公尺，湖面呈圓形，周

長 260米，面積 5380 平方米，水深有 10 餘米，只有進水口，沒有出水口，池水終年不枯，四周環繞

著別具風格的岳樺林，小天池的成因歸納起來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冰川成因說，是第四紀冰川刨蝕的冰

斗演化而成的湖盆。其二是寄生火山口成因說，是說小天池是與天池主火山口同時噴發的小火山口積水

而成。 

 

 

日期: 09/24(六) 住宿: 隆興國際大酒店 

行程: 長白山～(4~4.5小時)通化～(120公里 3小時)谷景區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山野菜風味 40 

 

今天須搭長途車程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桓仁楓林谷賞楓楓林谷森林公園位於桓仁滿族自治縣向陽鄉境內，

隸屬于國有和平林場，景區在鶴大(丹通)高速公路設有砬門出口，距景區僅 6公里。景區距丹東 145公

里。景區森林覆蓋率高達 93.4%，樹種多樣，景區楓葉景觀優美。園內楓葉分佈最廣，林上、林下、山

坡、溝谷楓樹遍佈，占公園面積的 70%；品種最全，遼寧 13個楓樹品種在公園均有分佈。 

 



 

日期: 09/25(日) 住宿: 玉龍灣渡假村 或同級 

行程: 桓仁楓林谷景區～天橋溝景區(含單程電瓶車)：棧道紅葉景區：棧道、鵲橋、龜壽石、觀峰台、

紅楓小橋～老邊溝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中式合菜 40 

 

【桓仁楓林谷】楓林谷森林公園位於桓仁滿族自治縣向陽鄉境內，隸屬于國有和平林場，景區在鶴大(丹

通)高速公路設有砬門出口，距景區僅 6公里。景區距丹東 145公里。景區森林覆蓋率高達 93.4%，樹種

多樣，景區楓葉景觀優美。園內楓葉分佈最廣，林上、林下、山坡、溝谷楓樹遍佈，占公園面積的 70%；

品種最全，遼寧 13個楓樹品種在公園均有分佈。 

    【天橋溝國家森林公園】，位於遼寧省東部的寬西北山區。西與本溪縣毗鄰，與桓仁縣接壤。屬長

白山脈老嶺支脈，平均海拔 600米，最高峰摩天嶺海拔 1205米，有森林面積 6萬餘畝。全區內山峰俊

秀，奇石林立，古樹參天，溪流潺潺，幾乎我國所有的名山在這裡都能尋到它們的縮影，具有「奇、特、

俊、險」的景色特點。這裡還是一個天然的動植物園，木本植物有 50科、170多種。草本植物有 987種

之多。野生動物有黑熊、野豬、水獺等十幾種，鳥類有鴛鴦等數十種，還有豐富的林蛙資源。傍晚前往

老邊溝景區入住休息。 

 

 

 

 



日期: 09/26(一) 住宿: 鞍山五環國際大酒店(準五星級) 

行程: 老邊溝(含電動車)～本桓公路(中華楓葉大道)～關門山國家森林公園(景區小車)～本溪～鞍山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中式合菜 40 

 

    【老邊溝景區】位於本溪滿族自治縣東營坊鄉南營坊村，景區面積 22.8平方公里，由擁硌河、石

陣坡和萬象谷三大遊覽區組成。老邊溝景區，遊覽擁洛河：一河，三灣，兩谷，兩面坡，萬象谷，木蘭

谷，石陣坡，漫山楓葉簡直就是夢幻天堂，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紅葉，更成為攝影愛好者的聖地，藝

術家的天堂。 

以楓林秋色而聞名的★【關門山】，關門山是中國有名的楓樹為主的國家旅遊風景區。景區內有紅葉樹

有日本紅楓，中國紅楓，五角楓，三角楓，羽毛楓，青楓，元寶楓，血皮槭，雞爪槭，地錦槭，秀麗槭，

紅翅槭，樟葉槭等多達 120多種。景區大門為◎《紅楓湖》，湖邊矗立著奇巖怪石，故有"東北小黃山"

之稱。★搭乘景區小車入山，公路沿著溪澗、峽谷，峽谷峰頂松姿綽約，怪石林立，宛若天造地設的巨

型盆景。途經◎《五彩湖》倒影著火紅楓樹的湖面班駁絢爛，非常美麗。抵達以賞楓為主的◎《龍門峽》，

下車漫步溪邊的林間小徑，曲曲彎彎，向楓林深處無盡地伸延著，偶接著一兩座跨過溪流的小小的木拱

橋，橋頭歪斜著枝幹蒼虯的楓樹，火一樣的紅葉滿枝頭，從溪谷底一直仰望到高高的峽谷頂端，舉目漫

山紅遍，層林盡染，宛如人間仙境。 

 

 

 

日期: 09/27(二) 住宿: 盤錦水遊城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Panjin Aqua City 

行程: 鞍山～千山景區(含電瓶車、玉佛苑、無量觀、龍泉寺)～(110 

公里 1.5小時)盤錦(含電瓶車、紅海灘碼頭、月牙灣溼地公園、葦海觀鶴)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40               晚餐: 中式合菜 40 

 

遼寧流傳著一個說法：「南有黃山，北有千山」，讓遊人不難想像千山到底有多美。千山，古稱積翠山，

之所以稱為千山，正因為登高向下望，連綿突出的小山峰，就有如千朵蓮花，因此又名千朵蓮花山。千

山是長白山的支脈，呈東北、西南走向，南北綿延 200多公里，縱貫整個遼東半島，且自古就有「無峰

不奇、無石不峭、無寺不古」之譽，是鞍山旅必遊風景。千山風景區分為五區：仙人台國家森林公園、

大佛景區、天上天景區、五佛頂景區和百鳥園，共有景點 400多處。一年四季皆可遊千山：春天梨花遍

谷、一片雪白，夏季湖光山色、變化萬千，秋天楓紅絕景迷人。 

【盤錦紅海灘風景區】位於盤錦市西南部，距市區約 30公里，在蘆葦、沼澤中棲息著 236種鳥類。其

中最著名的是丹頂鶴和黑嘴鷗。葦海觀鶴、鷗及珍稀鳥類考察是這裡具有濃厚自然情趣的旅遊活動。區



內建有觀鶴台。仲夏至 11月，雙台子河口附近長 26公里，寬約 1公里的堿蓬植被紅豔如火，十分壯觀，

有“紅海灘”之譽。盤錦紅海灘屬於濕地生態旅遊景區。包括紅海灘碼頭、葦海觀鶴、濕地公園及紅海

灘度假村等景觀。 

●【紅海灘碼頭】是一處在灘塗上建起的純木制仿古建築，兩座蜿蜒的九曲廊，護衛著漁民平安歸來。

碼頭設有遊船和快艇，可載遊客出海觀光，觀賞海鳥穿梭於雲天，近距離欣賞燃透天涯的紅海灘。 

◎【月牙灣溼地公園】是一處潮間地帶，擁有一條歷史悠久的古河道，形狀酷似月牙，又名“月牙灣”。

蕩起雙漿暢遊葦海迷宮，盡情領略大自然的秀美與寧靜，感受返璞歸真的真正內涵。 

●【葦海觀鶴】葦海探險讓您在自然環境中體驗探險橋的刺激；鳥語林讓您與丹頂鶴、黑嘴鷗等國家級

保護鳥類零距離親密接觸；鸚鵡表演讓您感受動物的聰明才智；濕地博物館向世人展示遼河三角洲濕地

的生物多樣性；是一處貼近自然和體驗生活的好地方。 

 

 

日期: 第九天 09/28(三) 住宿: 瀋陽今旅酒店(準五星)或 同級 

行程: 盤錦～(2.5~3小時)～瀋陽(薰衣草花園)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河蟹風味 60               晚餐: 京老邊餃子 60 

                 

今日前往參觀瀋陽紫煙薰衣草莊園(含電瓶車)是全國最大的薰衣草主題公園，1600多畝的薰衣草花田，

每到七月中旬便開始盛艷綻放，一直呈現出最壯觀的薰衣草花海景色，展現出如普羅旺斯般浪漫的花海

樂土，直至 10月中下旬。在花海蔓延的莊園裏，有著婚禮殿堂、露天劇場、天鵝湖、莫奈畫廊等特意

打造的浪漫景點，在浩瀚薰衣草花海裏留下最芳香甜蜜的紀念。 

 



日期: 第十天 09/29(四)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 瀋陽(大帥府、中街)/桃園 CZ3011 15:00/18:05 

餐食:早餐: 酒店內             午餐: 吊爐餅烤鴨 40             晚餐: X 

 

早餐後安排前往【大帥府】，府內建築群融合中式傳統四合院與歐式羅馬建築風格，中西合璧。建於 1914

年，面積 5.3萬平方公尺，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和長子張學良主政東北時的官邸與私宅，雖然在偽滿洲

國時期建築曾遭受毀壞，但仍然是目前東北保存最完好的名人故居。之後安排前往中街，它是瀋陽最早

形成的商業中心。1625年（明天啟五年、後金天命十年）至 1631年（明祟幀四年、後金天聰五年），後

金將明朝所築磚城進行改建擴建。午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出發日期： 2016年09月20 - 29 日 10天9夜  

每人團費 : NT 45500 元 (含導遊.領隊及司機小費) 

        ※ 不含新辦護照、新辦台胞證 

        ※ 全程要求住單人房須補房間價差9,500元(十天九晚) 

        ※ 全程無購物  

小費建議  

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議導遊、領隊及司機小費，每天合計新台幣200元。  

因絲路、新疆團路程遙遠、辛勞，故建議導遊.領隊及司機小費，每天合計新台幣250元。  

若行程報價中有包含小費，以上則不適用。  

部分特殊團有額外的小費規定，將於行程內容中另做說明，則依該說明為主。  

 

 

 

 

 

 

 

 

 

 

 

 

 

發現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6號5樓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業務洽詢:蘇文妍 0909-082-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