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愛中華 2017-2018 冬季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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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旅遊團型係由中華航空主導，由數家旅遊業者共同聯營銷售，並以《最愛中華》名稱出團，特此告

知。 

★《特別安排世界文化遺產》 

(1)秦代兵馬俑─1987 年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2)龍門石窟─2000 年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3)少林寺(含電瓶車)： 

建於北魏太和十九年(西元 495 年)，是北魏孝文帝為印度僧人跋陀而建，因寺院建於少室山密林深處，

遂命名為《少林寺》。少林寺不僅是禪宗的發祥地，還是中國功夫的發祥地，有《禪宗祖庭》、《功夫聖

地》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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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遊覽區(含氣墊船)： 



南依巍巍嶽山，北臨滔滔黃河， 
雄渾壯美的大河風光，源遠流長 
的文化景觀，以及地上懸河的起 
點、黃土高原的終點。行程中特 
別安排市場上普遍做自費項目的 
氣墊船，讓您有別於其他團體， 
擁有黃河船遊的臨場體驗。 
■關林：關林相傳為埋葬三國時蜀將關 
羽首級的地方,前為祠廟,後為墓塚,位 
於河南省洛陽市老城南 7 公里的關林鎮 
。明萬曆年間始建廟、植松。清乾隆時 
又加以擴建，形成現今的規模。關林總 
面積約百畝左右，古柏蒼鬱，殿宇堂皇 
，隆塚巨碑，氣象幽然，為洛陽市著名 
的古建築及遊覽勝地。 

 

★全新體驗新加坡悅榕集團系列酒店│5 星西安臨潼悅椿溫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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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臨潼國家度假區核心位置，占地 235 畝，建築面積約 11 萬平方米。是由新加坡悅榕集團與西安曲
江臨潼旅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一個五星級溫泉酒店群。主要由主題酒店區、溫泉 Spa 區、
特色中餐區、國士館區及分時度假公寓區五大區域組成。項目整體將於 2014 年第二季度建成開放。屆
時，這裡將形成竹林環繞、古今中國元素交匯的國際一流高端休閒溫泉度假綜合體。 

 

 

 

 

 

 



★特別安排：專屬耳機導覽。 

 
★特別安排洛陽到西安搭乘高鐵動車，讓旅遊更輕鬆【洛陽/西安動車二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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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Ｘ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錦繡花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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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級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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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鄭州市西北 30 公里處，它北臨黃河，南依嶽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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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開封城西南碧水環抱的包公湖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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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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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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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星開元名都酒店  或同級旅館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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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80KM，1.5H)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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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山少林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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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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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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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飯店內自助餐  ／（午餐）嵩山風味(RMB80/人)  ／（晚餐）烤鴨風味(RMB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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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高鐵＋＋＋～西安 
【洛陽龍門石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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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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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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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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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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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原唐代芙蓉園遺址以北，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林式文化
主題公園。包括紫雲樓、仕女館、禦宴宮、芳林苑、鳳鳴九天劇院、杏園、陸羽茶社、唐市、曲江流飲
等眾多景點。是全國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築群，集中國園林及建築藝術之大成。 
【夢回大唐秀】全劇由序「遊園驚夢」 和「夢幻霓裳、夢浴華清、夢邀秦王、夢縈西域、夢遊曲江、
夢回大唐」六幕 共七個部分組成，是一台集盛唐風情、歌舞精粹、絢麗奇幻、神秘刺激、狂歡 多彩的
綜合性大型樂舞表演，可謂是現代唐風樂舞之登峰造級的精粹。 
註：若秀場遇不可抗力因素而停演，則每人退費 RMB50 元，敬請見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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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城墻建於明洪武三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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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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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以上或行動不便之貴賓，若

無親友陪同者，請務必事先告知敝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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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飯店房型為兩人一室，若無同行者一同報名參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領隊

進行分房（但無法保證）。若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

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說明公布為準。 

■特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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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