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中華

五星雙古都、悅椿溫泉、少林寺、龍門石窟、兵馬俑六日
■含稅、無購物、無自費、個人耳機■
■【河南】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河南則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發祥地，河南地處黃河流域，
是古人類繁衍生息的地方。早在新石器時代，文明的曙光就已在河南升起，裴李崗文化和仰紹文化的精
美陶器以及八千多年前的文字契刻符號和樂器等都足以震燦古今。問鼎中原，逐鹿中州，這神密而富於
傳奇色彩的中州大地，期待著您來探覓。
■行程特色：
■黃河遊覽區【含氣墊船】：由於黃河在這裏沖出最後一個峽谷進入平原，形成懸河，所以在這裏觀黃
河別有一番情趣。南面就是遊覽區的中心景區五龍峰景區，古典式的亭臺樓閣依山而建，錯落有致。游
覽區的其他主要景點還有嶽山寺、駱駝嶺、漢霸二王城、炎黃二帝石塑等。乘氣墊船暢遊黃河可經過中
下游分界地，並可觀賞到“漢霸二王城”，即劉邦和項羽平分天下的古戰場，此處也是象棋盤中“楚河、
漢界”的發源地，並在黃河中央下船，真正投入母親河的懷抱當中。
■清明上河園：按照 1：1 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代表作，堪稱中華民族藝術之瑰寶的《清明
上河圖》復原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用各元素還原如上河圖般的盛景也形成了中原地區最
大的氣勢磅薄的宋代古建築群。

■山陝甘會館：是清代山西、陝西、甘肅三省旅居開封的商人集資修建的。始建於乾隆年間，距今已有
200 多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館內的雕刻和丹青，館內遍佈各種各樣的木雕、石雕、磚雕等，雕工精美，
造型栩栩如生，是我國雕刻藝術中的珍品，而各色的丹青彩繪極具民族特色，藝術價值不菲。
★【西安】中國西北歷史文化古城，包括秦、漢、唐等朝代在內的十二朝古都。西安古稱長安，先後有
11 個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國古代建都最早，為時最久的都城，享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美譽，不僅是
中國六大古都之首，更與雅典、開羅、羅馬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它同時也是絲綢之路的起點。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特別安排：

■正宗道地美食：
※河南：新開元杭幫菜 RMB80/人
宴天下粵菜風味 RMB80/人
※陝西：陝西風味 RMB80/人
飯店內自助午餐

第一樓包子風味 RMB80/人
魚頭風味 RMB80/人
國花驪宮坊 RMB80/人

嵩山風味 RMB80/人
大秦小宴 RMB80/人

以上行程如有老人、小孩之門票一概不退
■班機時間：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桃園機場

鄭州

華信航空

AE-993

13： 25

16： 25

西安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562

18： 05

21： 45

(時 間 若 有 調 整 ， 正 確 時 間 航 空 公 司 公 佈 為 主 )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鄭州～二七廣場～德化步行街～鄭州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中國河南省會～鄭州。鄭州位於河南省中部，黃河南
岸，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鄭州市位於中原腹地，交通位置極為重要。鄭州商業發達，又有《中
原商城》之稱。現轄 6 區 5 市 1 縣，一個國家級新區，兩個國家級開發區、一個國家級出口加工區，是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八大古都之一、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綜合
交通樞紐、中國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是中華人文始祖軒轅黃帝的故里，夏
朝的都城陽城，商朝開國君主商湯所建的亳都，今河南省政治、經濟、教育、科研、文化中心。

【二七廣場】鄭州最具代表性的商業區。位於鄭州市區中心，集大型商場和數百家中小型商店、餐飲店，
是外地遊客的必到之處。二七紀念塔坐落在二七廣場中心，為紀念 1923 年 2 月 7 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
工而建。塔頂建有鐘樓， 六面直徑 2.7 米的大鐘，整點報時演奏《東方紅》樂曲， 鐘聲悠揚悅耳， 綿
延數公里。 入夜後， 多種彩燈內透外照， 使雙塔更加絢麗多彩。
【德化步行街】百年德化風情購物街位於德化街以西，正興街以南，福壽街以東，裕元裏以北，北臨二
七塔，處于二七商圈與火車站商圈傳統商業地帶，占地 51.5 畝，總面積 6 萬多平方米。
餐食：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新開元杭幫菜(RMB80/人)
住宿：五星鄭州建業艾美酒店 或 五星鄭州裕達國貿酒店 或五星鄭州希爾頓酒店同級旅館
第二天 鄭州～黃河遊覽區(含氣墊船)～開封(約 80KM，1.5H)包公祠～清明上河園～鼓樓夜市～開封
【黃河遊覽區】周圍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登高北望，黃河水無際無涯，浩浩蕩蕩向東流去。由於黃河
在這裏沖出最後一個峽谷進入平原，形成懸河，所以在這裏觀黃河別有一番情趣。南面就是遊覽區的中
心景區五龍峰景區，古典式的亭臺樓閣依山而建，錯落有致。游覽區的其他主要景點還有嶽山寺、駱駝
嶺、漢霸二王城、炎黃二帝石塑等。乘氣墊船暢遊黃河可經過中下游分界地，並可觀賞到“漢霸二王城”，
即劉邦和項羽平分天下的古戰場，此處也是象棋盤中“楚河、漢界”的發源地，並在黃河中央下船，真
正投入母親河的懷抱當中。
【包公祠】是為紀念中國歷史上著名清官包拯而建的祠堂。包拯在北宋時期曾任開封府尹，一生為官清
廉，不畏權貴，執法如山，其功德為後人世代傳頌。包公祠占地 1 公頃，風格古樸，莊嚴肅穆。東側為
靈石苑，由石雕、水榭構成，典雅別致。祠內陳展有包公銅像，龍、虎、狗銅鍘，包公斷案蠟像，《開
封府題名記碑》、包公正史演義等文物史料。1997 年被評為河南省十佳旅遊景（區）點。
【清明上河園】按照 1：1 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代表作，堪稱中華民族藝術之瑰寶的《清明
上河圖》復原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用各元素還原如上河圖般的盛景也形成了中原地區最
大的氣勢磅薄的宋代古建築群。
【鼓樓夜市】鼓樓夜市因其濃鬱的地方傳統特色，被中央、地方、港澳臺以及海外的百餘家媒體廣播報
道，名噪八方。除開封傳統風味小吃外，還有全國各地的名吃特色。到鼓樓吃夜市成了海內外來汴遊客
晚間的主要旅遊項目，每逢節假日，鼓樓夜市的客流量可達數萬人之多。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第一樓包子風味(RMB80/人)
│晚餐：酒店合菜(RMB130/人)
住宿：五星開封中州國際酒店 或同級旅館
開封～鐵塔～山陝甘會館～登封(約 200KM，3H)～少林寺(含電瓶車)～塔林～武術表演～洛
陽(約 80KM，1.5H)
【鐵塔】是北宋遺物也是開封市的地標，又名「開寶寺塔」，以許多「結構磚」組合，因塔身全部以褐
色琉璃瓦鑲嵌，遠看酷似鐵色，故稱為「鐵塔」。鐵塔設計精巧，結構堅固，塔身呈 8 角形，共 13 層，
高 55.88 公尺，從底層向上逐層遞減，有「天下第一塔」之稱。
【山陝甘會館】位於市中心的書店街和西大街的交界處，是清代山西、陝西、甘肅三省旅居開封的商人
集資修建的。 始建於乾隆年間，距今已有 200 多年。始建於乾隆年間，距今已有 200 多年。會館佈局
嚴謹，建造考究，裝飾華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館內的雕刻和丹青，館內遍佈各種各樣的木雕、石雕、
磚雕等，雕工精美，造型栩栩如生，是我國雕刻藝術中的珍品，而各色的丹青彩繪極具民族特色，藝術
價值不菲。
【嵩山】雄偉險峻，氣勢磅礡，自古有中嶽之稱，是《中國五嶽名山之一》。嵩山自然景觀優美，山體
從東至西橫臥，故有《華山如立，中嶽如臥》之說。
【少林寺】(含電瓶車)的秀麗景色早已從這首優美的歌裏栩栩如生地縈繞心懷。有《天下第一名剎》少
林寺的嵩山，座落在河南省登封市西北，主體由太室山、少室山東西兩座大山組成。嵩山被譽為中國歷
史發展的博物館，儒、釋、道三教薈集，擁有眾多的歷史遺跡。看一看幽靜神秘的佛門勝地，感受那裏
的清淨脫俗，也許會成為每個喜歡旅遊者的一個美好的願望。
【少林寺】位於登封西北，泛稱北少林，為中國武術發展地之一。其寺內有天王殿、藏經閣、立雪亭為
其主體建築。尤其以練功房內地磚之凹陷情形，即可知少林功夫深奧之道；本日特別安排貴賓欣賞絕妙
的少林武術表演。
【塔林】為歷代少林高僧的塔墓，目前塔林現存石塔兩百多座形狀各異，是現存中國最大之塔群。
註:若遇電瓶車無預警停駛會以退費處理，每位現場退 RMB10/人，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嵩山風味(RMB80/人)
│晚餐：宴天下粵菜風味(RMB80/人)
第三天

住宿：五星洛陽鉬都利豪國際飯店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洛陽～龍門石窟(含電瓶車)～關林～隋唐城遺址植物園～神州牡丹園～搭高鐵～西安
【龍門石窟】(含電瓶車)，於 2000 年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遺為名錄」。龍門石窟與
煌的莫高窟、大同的雲岡石窟並稱為中國三大石窟。龍門石窟主要開鑿於北魏時期和唐代武則天時期，
歷經 400 餘年的雕刻，現存窟龕 2,300 多個，雕像 10 萬餘尊，碑刻題記 30 多萬字。其中規模最大、名
聲最響的是鑿於唐代武則天時期的奉先寺石窟，裡面的佛像造型雍容典雅、面目傳神，所穿服飾紋路清
晰、衣褶宛然。
註:若遇電瓶車無預警停駛會以退費處理，每位現場退 RMB10/人，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關林】相傳是埋葬三國蜀漢名將關羽首級的地方，是中國和海內外三大關廟之一。但田福生考證認為
關莊村關羽墓才是埋葬關羽頭顱之處，關林是萬曆年間建的祀祠場所。關林占地百畝，殿宇廊廡 150 餘
間（也稱關林廟），古碑刻 70 余方，石坊 4 座，大小獅子 110 多個，古柏 800 餘株。建築宏偉，環境
幽雅。舊時關林地區有傳統的廟會，現在每年會在此舉辦關林國際朝聖大典。
【隋唐城遺址植物園】進行參觀遊覽，隋唐城遺址植物園位於隋唐城遺址裏坊區西部，西至王城大道，
南接古城路，東與龍門大道相望，北與洛河相鄰。按照植物生長習性，結合洛陽氣候條件，該園以展示
中部地區和暖溫帶植物景觀為主，園內種植植物近 1000 個品種，綠地總面積 130 萬平方米，喬灌木 130
萬株。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魚頭風味(RMB80/人)
晚餐：陜西風味(RMB80/人)
住宿： 五星西安臨潼悅椿溫泉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含電瓶車、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大唐芙蓉園+夢回大唐秀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含電瓶車、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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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親身看到秦始皇龐大的陵寢中許多重要的寶物。現場遺址的一級古蹟、是千年難得一見的。
另 1 號坑後方考古學家又在努力開挖，幸運的話您還可看到他們努力的發掘文物的情況。
【大唐芙蓉園+夢回大唐秀】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建築面積 10 萬平方米，擁有全球最大的
水景表演，全球最大的戶外香化工程。在此可觀看到地道的高蹺表演、 秦腔表演、皮影戲表演以及舞
獅表演等，以及全球最大的水幕電影(寬 120 公尺 x20 公尺)，音樂噴泉、鐳射、火焰、水雷、水霧等為
一體的世界級大型現代水體景觀。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國花驪宮坊(RMB80/人)
│晚餐：大秦小宴(RMB150/人)
住宿： 五星西安臨潼悅椿溫泉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六天 西安～大雁塔(含慈恩寺不含登塔)～古城牆～鐘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機場／桃園
【大雁塔】(含慈恩寺不含登塔)是中國佛教名塔之一，大雁塔是樓閣式磚塔，塔身呈方形錐體，具有中
國傳統建築藝術的風格。塔高 64 米，共七層，塔身用磚砌成。塔的底層四面皆有石門，門楣上有精美
的線刻佛像，相傳出自唐代大畫家閻立本的手筆，塔底層南門兩邊立有碑石，左邊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親
自撰文、大書法家褚遂良手書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右邊的是唐高宗李治撰文，這兩塊碑石是唐高
宗永徽四年(653 年)十月由玄奘親手豎立於此的，至今保存完好。
註：大雁塔為唐代遺留建築，經歷千載風雨，目前塔身微微傾斜，為不再給大雁塔帶來更多的壓力，我
們僅安排您進入慈恩寺參觀，不安排登塔，您可在寺內遠觀大雁塔之雄美。
【古城牆】建於明洪武三年（西元 1370 年），自唐朝安史之亂後，長安城幾乎毀了一大半，到了五代
以後，因駐守長安的將領覺得長安城地廣人稀難於防守，於是就將長安城縮為新城，這也就是五代、宋、
元的長安城。而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認為長安這兒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重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
險固」，於是在此設了「西安府」（因封蕃王 - 秦王，所以也稱秦王府），修築西安城墻，這也是我
們現在看到西安城墻的原型。

【鐘鼓樓廣場】鐘樓位於西安市中心，建於明萬曆十年，它的面積為 1377.64 平方公尺。基座方形，用
青磚砌成，為三屋簷，四角頂的木構建築形式，覆於深綠色的琉璃瓦，青綠彩繪，整個建築顯得金碧輝
煌。鼓樓與鐘樓相伴，令人不禁感受古時那暮鼓晨鐘的情景。
【回民一條街】位於西安鼓樓到北院門長約 500 公尺的小吃街，特點是青石鋪路，綠樹成蔭，路兩旁一
色仿明清建築，或餐飲，或器物，均由回民經營，具有濃郁清真特色，深受遊客的喜愛。
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這令人回味之旅。
餐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德發長餃子宴(RMB80/人)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