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愛中華～  

秦代兵馬俑、漢城遺址、西嶽華山五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保證升等二晚五星級悅椿溫泉度假酒店│ 

■【行程特色】 

★西嶽華山(纜車上下)：古稱太華山，海拔 2155公尺，是中國國家級風景區。在五嶽之中，華山以險

著稱，登山之路蜿蜒曲折，到處都是懸崖絕壁，還有《自古華山一條道》之說。 

 

★秦代兵馬俑(含電瓶車)：世界第八奇觀的秦始皇於 1974年發現秦始皇陵墓地下之兵馬俑，剎時轟動

全世界，因此成為四方遊客必遊之地。 



 

★漢城遺址(含電瓶車、船遊漢城湖、大風閣、弧幕電影)：原為一處雜亂的水庫，在地方政府極力改造

下已然蛻變成一處受歡迎的園區，匯集了防洪、園林景觀、水域生態、文物保護和都市農業灌溉為一體

的特色生態園區。 

 

★回民一條街(長安尋寶遊戲活動)：帶您領略一下西安古街的氛圍，客人置身繁華熱鬧的街市中，體驗

陝西特色方言民俗美食帶來的樂趣。 

 

 

★特別安排：免費 WIFI巴士。 

上網已經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隨時隨地都在上網，出國旅遊時更希望隨時都能把歡樂的

照片分享給親人朋友。但是在國外想上網如果沒有免費的 WIFI，可得花上一筆可觀的費用呢? 

■特別說明 1：本產品所提供之 WIFI巴士網路訊號會受制於當地地形、天氣或基地台訊號強弱等條件



而有所變化，如遇訊號不良或無法使用，敬請包涵、見諒！謝謝！ 

■特別說明 2：中國大陸受限於當地規範，經常無法使用國人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或網站

(如:line.yahoo.goole) 免費車載 wifi或飯店 wife的使用，會因此而受限制，特此說明!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景點：全程 NO SHOPPING 。 

■【酒店介紹】 

★升等兩晚五星：悅椿溫泉酒店 

★大廳和房間有提供免費 WIFI。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西安：五星威斯汀大酒店 
★大廳和房間有提供免費 WIFI。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西安威斯汀大酒店位於古都的繁華地段-曲江旅遊文化度假開發區內，直面一千多年歷史的大雁塔。 距
離附近餐廳酒吧，本地及國際美食，大型商場，公園景點僅數步之遙；距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西北地
方最大的國際化龍頭企業聚集地僅 10分鐘車程；距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僅 40公里。 



 
★西安：五星溫德姆至尊酒店 

★大廳和房間有提供免費 WIFI。 

★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2014年 8月 26日開業的西安豪享來溫德姆至尊酒店坐落于西安曲江新區大唐不夜城的核心位置，大雁
塔及眾多風景名勝、購物中心、商業步行街近在咫尺。酒店距離西安國際會議中心及曲江國際會展中心
僅 5分鐘車程。該酒店是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團公司—溫德姆酒店集團旗下的頂級品牌，也是該集團在中
國直屬管理的第一家超五星級國際奢華酒店。 

 
★★★溫馨提醒與建議★★★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
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
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

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
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
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6.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
三人一室加床(須另外加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7.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
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
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9.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灰、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採緊急行
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10.根據中國民用航空局有關規定，旅客不得隨身攜帶或在手提行李、托運行李中運輸打火機火柴。如您
隨身攜帶或在手提行李、托運行李中有打火機火柴的，請您取出並自行處置。否則，您可能面臨公安機
關人民幣 5000元以下罰款、拘留等行政處罰。由此造成的其他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11.中國大陸受限於當地官方電信管控，導致遊客在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或網站(如:fb.line.yahoo.google...

等)無法使用。舉凡在中國大陸使用之所有 WiFi 系統皆會有受限，特此說明! 

註:如使用漫遊則不受制大陸電信規範，但其漫遊資費與使用方式請洽詢所屬之台灣電信公司，謝謝。 

12.鑑於中國大陸運輸安全法規定，搭乘高鐵(動車)所攜帶的隨身或托運行李中不得含有各式刀具、槍砲、
彈藥等危險物品，故請勿攜帶搭乘。否則，您將可能面臨公安機關罰款、拘留或沒收等行政處罰。如由
此造成任何損失則需由您自行承擔。 

13.中華航空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CI/AE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報名時請先
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參考航班】 

 

■【行程安排】 

第一天 桃園／西安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飛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西安乃千年古都，與雅
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從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 10世紀左右，先後有 13個朝代或政權
在西安建都或建立政權，歷時 1100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餐食：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天朗時代酒店迎賓宴包間(RMB.100) 

住宿：五星威斯汀酒店  或  五星溫德姆至尊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西安～(90KM/車程約 2H)乾陵～永泰公主墓～法門寺＋珍寶館＋電瓶車～(130KM/車程約 

         2.5H)大唐不夜城～西安 

【乾陵】位於鹹陽市乾縣城北 6公里的梁山上，埋葬著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一座兩朝帝王、一對夫妻皇帝合葬陵，建於西元 684年，歷時 23年才修建完成，氣勢雄偉壯
觀，現存司馬道及兩旁一百餘件石雕藝術品，堪稱唐代陵墓石刻之精品。 

【永泰公主墓】是乾陵 17座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顯的第七個女兒，西元 701年因難產死
於洛陽，後遷至幹陵腳下，墓道全長 87．5米，墓道兩側壁龕內陳列著造型逼真、工藝精湛的三彩器，
墓室繪有豐富多彩的人物壁畫，其造型之美，實為罕見。 

【法門寺＋珍寶館＋電瓶車】位於扶風縣法門鎮，因安置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為舉國仰望的佛教聖
地，西元 1987年，被封閉了 1113 年的唐代地宮被打開，佛教世界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佛祖釋迦牟尼真

身指骨舍利及輝煌燦爛的唐代文化寶藏得以面世，法門寺已成世界佛教朝拜中心、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
海內外人士嚮往的旅遊勝地。 

【大唐不夜城】位於西安市大雁塔腳下，其中央景觀步行街全長 1500米，寬 80 米，是中國第一個全景
式展現大唐盛世文化的大型景觀步行街，彰顯了古都西安的巨大魅力，成為西安公共文化建設的重大亮
點，展現了人文、活力、和諧西安的絢麗畫卷。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佛緣素食養生宴 RMB.60/人│晚餐：蓮花餐廳陝南菜風味 RMB.100/人 

住宿：五星威斯汀酒店  或  五星溫德姆至尊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西安～(80KM/車程約 1.5H車程)樓觀台+電瓶車+財神廟～(80KM/車程約 1.5H車程)古城牆～鐘 

        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車程約 1H 車程)臨潼 



【樓觀台+財神廟+電瓶車】號稱"天下第一福地"，位於西安市周至樓觀台趙公明財神文化區，樓臺得名
於西周，相傳西周大夫函谷關令尹喜結草為樓，夜觀天象，見紫氣東來，知道將有真人從此經過，後來
果然老子西遊入關，被尹喜迎草樓。老子在這裏著《道德經》五千言，並在樓南高崗築台授經，留下樓
觀台這一名稱。 

【財神廟】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各路神仙眾多，中國民間供奉財神的習俗大約在宋代才出現，財神被民
眾敬稱為“財神爺”，由於民間經濟交流的空前繁榮，才使財神作為一種精神的保護和寄託受到廣泛的
關注。財神是善神、福神，雖然不是最高地位的神靈，但可以說是最受民眾歡迎的神靈之一。 

【古城牆】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位於西安市中心區，呈長方形，牆高 12米，總周
長 11.9 公里，現存城牆建於明代，是在唐皇城的基礎上建成的，至今已有 600 多年歷史，是中世紀後期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 

【鐘鼓樓廣場】位於西安市中心鐘樓、鼓樓之間，廣場花團錦簇、碧草如茵，周邊商鋪林立，彙集有"

同盛祥"牛羊肉泡饃館、"德發長"餃子館等久負盛名的地方名牌老店，是遊客休閒遊覽的重要場所。 

回民一條街：位於鼓樓北側，全長 1100米，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格，步入其中，地鑲青石、鋪懸
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是西安獨具古城風貌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化旅遊街區。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樓觀印象餐廳(RMB.80/人)  │晚餐：德發長餃子宴包間(RMB.80/人) 

住宿：五星臨潼悅椿溫泉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臨潼～(90KM/車程約 1.5HR)西嶽華山風景區(北峰往返索道+進山車)～西嶽廟～(90KM/車程約 

        1.5HR)～享受酒店溫泉和設施～臨潼 

【西嶽華山風景區(北峰往返索道+進山車)】有西嶽之稱，古稱太華山，海拔 2160 米，是中國國家級風
景區。在五嶽之中，華山以險著稱，登山之路蜿蜒曲折，到處都是懸崖絕壁，還有《自古華山一條道》
之說。東峰(朝陽)、西峰(蓮花)、南峰(落雁)三峰較高。東峰是淩晨觀日出的佳處；西峰的東西兩側狀如
蓮花，是華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是華山最高峰。三峰以下還有中峰(玉女)和北峰(雲台)兩峰。玉女
峰相傳曾有玉女乘白馬入山間。雲台峰頂平坦如雲中之台，著名的《智取華山》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 

西嶽廟：素有“小故宮”之稱，位於華山以北 5公里，是供奉西嶽大帝華山神的廟宇，以氣勢雄偉，富
麗堂皇，古木參天，蒼鬱肅穆，而被譽為“五嶽第一廟”，至今保留著明清時期的古建築，堪稱中國文
化遺產之珍品。 

註：使用溫泉設施需著泳衣下水(泳裝自行攜帶)。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午餐：射雕英雄宴(RMB.60/人)  │晚餐：酒店合菜(RMB.150/人) 

住宿：五星臨潼悅椿溫泉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含電瓶車、1.2.3號坑、銅車馬展館、環幕電影)～(50KM/車程約 1H)漢城 

        遺址(含電瓶車、船遊漢城湖、大風閣、弧幕電影《天漢長安》～機場／桃園 

【秦始皇兵馬俑(含電瓶車、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環幕電影)】世界第八奇蹟，1974年西安市臨潼區
村民在打井時發現了大大小小的殘俑，由此秦始皇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狀況逐漸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1979年規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隆重開放，舉世罕見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開放後，很快就轟動了中外，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秦兵馬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面，和
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們驚嘆不已。★重回時光隧道，2200年前的秦始皇建造了他永生的住所，
我們一起來看看。目前開放 1~3 號坑及銅車馬坑。現場遺址的一級古蹟、是難得一見的。另 1號坑後方
考古學家仍在努力挖掘與修復，幸運的話您還可看到他們努力的發掘與修復文物的情況。 

【漢城遺址：電瓶車、船遊漢城湖、大風閣、弧幕電影】位於西安市西北部，原為一處雜亂的水庫，在

地方政府極力改造下已然蛻變成一處受歡迎的園區，水面最寬處為 80 米，最窄處 30米，水深 4至 6米，
湖面 850 畝，園區裡分別有著上千畝園林景觀與十二處親水平台、是匯集了防洪、園林景觀、水域生態、
文物保護和都市農業灌溉為一體的特色生態園區。 

【大風閣】總面積 9442平方米，高 60米，地下 2層，地上 7層，美景盡收眼底。一層的牛文化展廳、
漢文化展聽、唐三彩展廳、瓷器展廳；一層主要展示絲綢之路浮雕和漢高祖劉邦的雕像；五層展示漢朝
服飾；六層展示漢代 8個經典戰役和 12個漢代歷史典故；七層主要展示漢代皇帝和風雲人物。 

【弧幕電影】其主題是《天漢長安》。開篇展示的是西漢史學家、文學家班固所創作的《西都賦》，其次
展示的是長安城宮殿佈局情況及歷史建設發展演變情況。貴賓在登閣眺望漢城湖和 36平方公里長安城
遺址的同時，盡情感受兩漢的強大和繁榮，接受漢文化的傳播和薰陶。 

傍晚前往咸陽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愉快而難忘的旅程！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午餐：驪山十三花民俗餐廳(RMB.80/人)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甜蜜的家 

 

■【新辦台胞證】(2016/08/01 公佈實施相關規定) 

 A.首次申辦台胞證者: 

 ● 護照正本 

 ● 護照影本一份 

 ●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公分，與護照規
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 未滿 16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 工作天約 10天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 護照影本一份 

 ●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公分，與護照規

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 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 未滿 16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 工作天約 10天 

■【落地單次新證】(2015/07/01 公佈之相關規定) 

1. 請注意，並非所有大陸機場都有開放落地簽證服務。請務必提早與客服人員確認以利作業。 

2. 需攜帶近期二吋白底彩色脫帽照片二張。 

3. 落地單次新證費用：人民幣 50元。 

4. 開放申請時間：以中國大陸各機場的開放申請時間為主。 

5. 兒童沒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需備齊護照及戶籍謄本正本或可以證明與父母關係相關文件。 

6. 需攜帶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7. 此規定若有任何變更，請以該國簽證部門公告為主。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

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行程規定】 

1.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
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2.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0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3. 貼心提醒：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
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
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4. 中國地區飯店規則說明： 

1.中國地區飯店評等以【星級】為準則，最高為五星、最低為一星。 

2.近年來中國地區逐步發展迅速，飯店如雨後春筍中增加，故會有一種【準星級】名詞出現，針對此現

象提出說明如下： 

A、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但各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
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等等名詞產生。 

B、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

等等名詞產生。 

5.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6.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大陸地區有部份四、五星級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若
有貴賓指定要用加床方式住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7.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8.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並持有效台灣護照及台胞証(卡)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人士
參團每人須補收非優惠售價價差，每位 USD100。 



9.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10. 本優惠行程不適用當地台商或大陸人士。 

■【小費說明】 

1. 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費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2. 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請自付，約人民幣 5～10 元，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3.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