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Nov, 2014~26Mar, 2015 schedule

Date 日期 Flight 航班 From / to Dep / Arr

Tue, Sun OM298 HKG / ULN 1325 / 1815

Tue, Sun OM297 ULN / HKG 0750 / 1220

Ref: OM-ULN-DSP10SEP14/AC500

到達烏蘭巴托

乘搭蒙古航空豪華客機到達烏蘭巴托機場，乘專車前往Zaisan紀念館參觀。紀念表彰在

二戰中喪生的蘇聯士兵，及畫作描繪俄羅斯和蒙古之間友誼的場景裝飾。

住宿 : Bayangol hotel, breakfast included

膳食 : 晚餐

雪狗拉車之旅正式展開! (Terelj --> Davanii Davaa)

早上乘專車抵達Terelj (約2-3小時車程)，抵達後會學習操控各種器材後，雪狗拉車之旅

正式開始 (路程約28km)，沿途欣賞美麗冰雪景色及造訪熱情好客之游牧家庭。

住宿 : 當地帳篷

膳食 : 早餐; 午餐; 晚餐

雪狗拉車 - 回程  (Davanii Davaa --> Terelj )

於帳篷內享用地道早餐後繼續旅程 (路程約35km)。回到Terelj之後，就要和你的雪橇犬

道別了! 到達Terelj的旅客營地，會乘專車送返烏蘭巴托市中心，到達市中心約傍晚時份。

住宿 : Bayangol hotel, breakfast included

膳食 : 早餐; 午餐; 晚餐

安排專車接送客人至蒙古國中央省的一個國家公園，及有機會觀賞當地最著名的"普氏原羚"

野馬。"普氏原羚"野馬1875年由俄羅斯生物學家(Przewalski)在中國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發

現並命名普氏原羚野馬，馬身黄褐色，臀斑白色，雄羚長有一對具有環棱的黑色硬角，角

尖相向内彎，角長约30厘米，曾在20世紀中葉瀕臨絕種。普氏原羚的馬被認為是在世界上

僅存的真正的野馬，蒙古人相信，這些斑點馬會帶來好運氣...... 

下午自由活動時間 。在黃昏時分，有機會觀看到野生鹿，旱獺，當然包括禿鷹，普氏原

羚馬等。

住宿 : Hustai 蒙古包 - 雙人

膳食 : 早餐; 午餐; 晚餐

P.1

 Hustai National Park  哈斯台國家公園

Day 2

Day 3

Day 4

天數 行程 (最少4人同行 不設小童價)

Valid for Departure : 01Nov2014 ~ 26Mar, 2015

Day 1

Ulaanbaatar 
烏蘭巴托 

6day 5night Dog Sledding 



01Nov, 2014~26Mar, 2015 schedule

Date 日期 Flight 航班 From / to Dep / Arr

Tue, Sun OM298 HKG / ULN 1325 / 1815

Tue, Sun OM297 ULN / HKG 0750 / 1220

Ref: OM-ULN-DSP10SEP14/AC500

天數 行程 (最少4人同行 不設小童價)

Valid for Departure : 01Nov2014 ~ 26Mar, 2015

Ulaanbaatar 
烏蘭巴托 

6day 5night Dog Sledding 

烏蘭巴托市內觀光

早餐後，乘專車往古突厥墓。這些都是早在六至九世紀游牧狀態下的遺跡。 

返往烏蘭巴托途中，經過Gandantegchilin寺。它是國內最大的寺院，建於

1840年，並認為是蒙古最重要的寺院。藏族名字翻譯為“完全的歡樂的偉大

的地方。”在過去，它是亞洲主要的佛教中心之一，有二十幾個小教堂和是

著名的庫宗教文獻和版式收藏。

午餐後參觀國立歷史博物館，可見到新石器時代蒙古歷史。包括一些非常罕

見物品（包括傳統服飾，禮儀長袍等……)

住宿 : Bayangol hotel, breakfast included, twin room

膳食 : 早餐; 午餐; 晚餐

返回香港

早上會由專車送至機場，乘坐蒙古航空豪華客機抵達香港。

膳食 : 早餐 - 航機上

Package Prices Include: 以上價格包括：

*Round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etween Hong Kong and Ulaanbaatar on OM (E-ticket) *蒙古航空來回香港至烏蘭巴托經濟客位機票(電子機票)

*Included meal, accommodation, Dog sledding as the above mention. *包用餐, 住宿, 雪狗車, 如上提及.

* English speaking guide fee (Excelude guide tipping). *包全程英語導遊.

*0.15% Hong Kong TIC levy + Hong Kong security charge *0.15% 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 香港保安稅

Remarks: 備註：

*Booking : by MIAT Holidays *訂位：由蒙航假期代訂

*Ticket Validity: 0-15days *機票有效期: 0-15日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on / before 26Mar, 2015. (except specified) *酒店住宿必須於2015年3月26日或之前完成。(特別註明除外)

*Minimum 4 passengers (paying adult prices) & all passengers MUST travel and *最少四人(支付成人價錢)同行﹐所有同行客人之行程﹑

 check-in together on the same outbound and inbound flights.  航班必須相同﹐並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所有同行客人必須於同一電腦代號(PNR)內訂位。

*All the above rate is person and valid on OM Operating Flights only. *以上價錢每人計及適用於OM營運航班。

*Hotel rat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for non-consecutive stay *如只預訂房間或作不連續住宿，酒店價目及條款或會有所調整及變動。

 and/or reservation(s) on accommodation only.

*Packages are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non-refundable & valid on flight/date shown. *旅遊套餐不得更改航班 / 日期 / 行程及不可退款。

*Prices exclude any applicable taxes & surcharges. *以上價格不包括所有有關稅項及附加費。

*Full pay must received within 3days upon confirmation. Otherwise booking will be *航班作實後三天內請付全部費用, 否則自動取消。

  automatically cancelled.

*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價格如有任何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In case of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所有英文及中文版本的條款如有任何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shall  prevail.

*Passport must need at least 6 months effective date from departure. *客人請持最少六個月有效期之護照入蒙古國.

訂位熱線 : 3678 2031 / 2110 4008

電郵 : pkg@pam.com.hk http://holidays.pam.com.hk/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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