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文化燦爛，人傑地靈、名人輩出，是中國姓氏的重要

發源地；因大部分地區位於黃河以南，故稱河南。河南又被形像地描述爲人牽象之地，這就是像形字

“豫”的根源，也是河南簡稱“豫”的由來。 《尚書•禹貢》將天下分爲“九州”，豫州位居天下九州

之中，現今河南大部分地區屬九州中的豫州，故有“中原”、“中州”之稱。中國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四

個，即九朝古都洛陽、七朝古都開封、殷商古都安陽、商都鄭州。 

◆鄭州 

爲中國八大古都之一，它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文物古跡、文化遺址衆

多，自然地貌複雜多樣，高山、平原、丘陵、河流，構成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 

◆洛陽 

洛陽，華夏文明發源地之一，中國四大古都之一，世界文化名城，國務院首批歷史文化名城，隋唐大運

河中心城市，是中國建都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較多的千年帝都，有“十三朝古都、八代陪都”之說。

洛陽有三千餘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是一座無愧於國色天香之美譽的牡丹花都。 

◆登封 
登封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我國第一個朝代夏王朝定都陽城，即今天的登封告成，“登封”、“告成”則

因西元 696 年武則天“登”嵩山，“封”中嶽，大功“告成”而得名。綿延數千年的文化積澱，使登封

成爲“佛道儒”三教薈萃之地，成爲中國傳統文化“三教合一”的一個縮影，2010 年 8 月嵩山古建築

群列入世界文化名錄。 

◆開封 
開封中國八大古都之一，歷史上曾被稱爲汴梁、東京、汴京等，至今已有 3000 多年的歷史。戰國 時期

的魏國，五代時期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北宋和金七個王朝曾先後建國都於開封。 

◆焦作 
焦作市位於黃河北岸，於十三朝古都洛陽接壤 

※【購物安排】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2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285.htm


全程不進購物站，旅遊品質有保障、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讓您輕鬆玩~無壓力！  

※【特別贈送】 

(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航班參考】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710 桃園 鄭州 08:30 11:35 

BR-709 鄭州 桃園 12:20 15:00 

 

 

 

 

 

 

 

◆第一天   桃園  鄭州(二七廣場、百年德化步行街)/ 新密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並以電話聯絡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

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鄭州】。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醉愛中國假期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河南省省會─鄭州，鄭

州的歷史源遠流長，它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堪稱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文物古跡、文化遺址

眾多，自然地貌複雜多樣，高山、平原、丘陵、河流，構成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二七廣場】鄭

州市的標誌性建築，建成於 1971 年 9 月 29 日，是為了紀念發生於 1923 年 2 月 7 日的二七大罷工而

修建。紀念塔高 63 米。塔平面為東西相連的兩個五邊形，從東西方向看為單塔，從南北方向看則為雙

塔。塔內一邊為旋梯，一邊為展室，遊人可登至塔頂，遠眺市容。入夜後，多種綵燈內透外照，使雙塔

更加絢麗多彩。【百年德化步行街】位於德化街以西，處於二七商圈與火車站商圈傳統商業地帶。驅車

前往新密，祥用歡迎晚宴後.入住。 

 

早:  X          午: 空中餐廚       晚:  酒店內歡迎晚宴 70RMB/位 

住宿：5 星承譽德大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新密 / 登封【少林寺（含電瓶車）、塔林、武術表演、麗景門（不登樓）+明

清一條街、隋唐遺址植物園(四月赏牡丹)】 / 洛陽                   

【少林寺(含電瓶車)】位於中嶽嵩山西麓，背依五乳

峰，周圍山巒環抱、峰峰相連、錯落有致。嵩山東為

太室山，西為少室山，各擁三十六峰，峰峰有名，少

林寺就是在竹林茂密的少室山五乳峰下，故名“少

林”。少林寺為中國武術之鄉，也是禪宗祖庭，寺內

古建築以（練功房）內地磚之凹陷情形，可知少林功

夫深奧之道。隨後前往歷代少林高僧的塔墓【塔林】

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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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全方位觀看精彩的【少林武術表演】，不同特色的少林武術絕學一一展示，

更有邀請貴賓互動參與切磋少林十八班武藝，精湛武藝讓人嘖嘖稱讚。【外觀麗景門城樓+明清一條街】

最早始建于隋代，據《唐兩京城坊考》記載，東都皇城西面有兩門，南曰麗景門，北曰宣輝門。是洛陽

古城的西大門。麗景門是由洛陽市政府投資三千多萬元於 2002 年在原址新建的，占地面積一萬八千餘

平方米，城門樓共分四層，鋼筋混凝土結構，2004 年竣工。白天跟其他城門差不多，晚上比較有逛頭，

主要是洛陽老城區小吃一條街。【隋唐城遺址植物園】位於隋唐洛陽城遺址 ，始建於 2005 年 12 月， 

佔地面積 2800 餘畝，是以河南豫西地區地帶性植物和隋唐城遺址文化為基礎，堅持科學保護與合理利

用相結合，集科研、科普、文化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植物園。 園內建設有千姿牡丹園、野趣水景園、

木蘭瓊花園、百草園、梅園、竹園、桂花園等 17 個專類園區。 

 

早:   酒店內       午:  嵩山風味 50          晚: 牡丹城洛陽半水席 100RMB/位  

住宿：5 星凱悅嘉軒酒店或洛陽鉬都利豪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洛陽【龍門石窟(含電瓶車)、洛陽牡丹園、小浪底水利工程（不含遊船）】/ 濟源   

【龍門石窟(含電瓶車)】中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之

一，兩山對峙，伊水中流，形成天然的門闕而得名。

石窟始鑿於北魏孝文帝時（西元 471～477 年），

歷經 400 餘年才建成，迄今已有 1500 年的歷史，

現存佛像 11 萬餘尊，是世界文化遺產。其中盧舍

那大佛位於西山南部山腰奉先寺，通高 17.14 米，

頭高 4 米，是按照武則天的形象塑造的，作於唐高

宗鹹亨四年，即西元 672 年，雍容高貴的氣勢被稱

為石窟精品。【洛陽牡丹園】揉合隋唐的傳統建築

與宋明的園林景觀，遊客在欣賞花卉之餘也能感受亭台樓閣、綠蔭長廊、瀑布與雕塑作品等的古典雅韻，

作為推廣牡丹之地，園內也設牡丹文化石刻長廊、牡丹名畫欣賞與牡丹奇石等區域，詳細介紹了牡丹花

的起源與發展歷史等故事，此外更與洛陽牡丹文化節配合，舉辦世界牡丹精品展、攝影展、科普展等展

覽，極具教育意義。【小浪底水利樞紐】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孟津縣與濟源市之間，三門峽水利樞紐下游

130 公里、河南省洛陽市以北 40 公里的黃河幹流上，控制流域面積 69.4 萬平方公里 ，佔黃河流域面

積的 92.3 %。 壩址所在地南岸為孟津縣小浪底村，北岸為濟源市蓼塢村，是黃河中游最後一段峽谷的



出口，是黃河幹流三門峽以下唯一能取得較大庫容的控制性工程。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是黃河幹流

上的一座集減淤、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發電等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水利工程，是治理開發黃河的關

鍵性工程。 小浪底水利樞紐是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河南省十大旅遊熱點景區，更被譽為“小千島湖”。 

早:   酒店內       午:魚頭風味 50 BMB/位           晚:酒店內 50 BMB/位 

住宿：5 星宏安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濟源【雲臺山（含環保車）、紅石峽、潭瀑峽】 / 焦作          

【雲臺山】 雲臺山風景區，位於河南省修武縣境內，以獨具特色的“北方巖溶地貌”被列入首批世界

地質公園名錄。同時又是河南省唯一一個集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 AAAAA 級景區、國家地質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水利風景名勝區、國

家獼猴自然保護區六個國家級於一體的

風景名勝區。雲臺山滿山覆蓋的原始生

林，深邃幽靜的溝谷溪潭，千姿百態的飛

瀑流泉，如詩如畫的奇峰異石，形成了雲

臺山獨特完美的自然景觀。漢獻帝的避暑

臺和陵基，魏晉“竹林七賢”的隱居故

裏，唐代藥王孫思邈的采藥煉丹遺跡，唐

代大詩人王維寫出“每逢佳節倍思親”

千古絕唱的茱萸峰，以及眾多名人墨客的

碑刻、文物，形成了雲臺山豐富深蘊的文化內涵。【紅石峽】又名溫盤峪，全長約 1500 米，是雲台山

景區峽谷的主要代表，景區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谷，這裡外曠內幽，奇景深

藏，兩岸峭壁山石秀麗，仿佛鬼斧神工雕鑿而成的一個巨大盆景，又似名山大川的濃縮，素來享有「盆

景峽谷」的美譽，園林專家稱之為「自然山水精品廊」。明代懷慶知府徐以貞，曾寫詩道「何年鬼斧劈

層崖，鳥翼飛來一線開。斜陽在山歸意懶，不堪回首重徘徊。」【潭瀑峽】全長約 2000 米，它的主要

特點是「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景區內各種飛瀑走泉相互映襯，形色各異。更有諸如水簾

洞、豐收圖、龍鳳壁、洗硯池等多達幾十處的景觀。 

 

早:   酒店內       午:  雲台風味 50 BMB/位        晚:四寶藥膳 50 BMB/位 

住宿：準 5 星雲台天階酒店或三維戴斯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焦作 【萬仙山（含環保車）、絕壁長廊、郭亮村】/ 輝縣 

【萬仙山】中國 4A 級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是中國著名的休閒旅遊勝地、避暑基地、影視基地、

寫生基地和拓展培訓基地。景區由中華影視村—郭亮、清幽山鄉—南坪、人間仙境—羅姐寨三個分景區

組成，位於太行山腹地。森林覆蓋率達 95%以上，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夏季平均氣溫比山外低 5 度左

右，是理想的避暑勝地，世外桃源。萬仙山景區是南太行風光的典型代表，太行之魂的集中體現，既有

雄壯而蒼茫的紅崖絕壁，又有妙曼而又秀雅的山

鄉風韻，集雄、險、奇、秀、幽為一體。絕壁長

廊長 1,200 多米，完全由人工開鑿，被譽為－世

界第八大奇跡。 

【郭亮村】一條橫穿絕壁的長廊通道，影視村是

郭亮的美譽。幾十戶人家依勢座落，房子不分行，



不成排，錯落有致，參差不齊。青石壘牆，白灰粘縫，藍瓦蓋頂，木門木窗。村後是翠巒疊嶂的蓮花山，

村前是溝壑起伏的皇碑尖嶺。西元 1975 年以來，海內外影視界看好郭亮的自然風景，40 多部影視劇在

這拍攝外景，也稱郭亮是太行明珠，而郭亮村還是輝縣抗日政府所在地。電影《李向陽》生活原型，傳

奇英雄郭興曾在這裡學習培訓、接受任務，那些老房子仍然完整的保存著。註：含電瓶車。 

 

早:   酒店內       午:農家宴 50 BMB/位       晚:酒店內 50 BMB/位 

住宿：4 星豐勝中州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輝縣 / 開封【清明上河園、七盛角、包公祠、畫舫船夜遊禦河】       

【清明上河園】按照 1：1 的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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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中原地區最大的氣

勢磅礴的宋代古建築群，整個景區栩栩如生

的古風神韻。遊覽清明上河園，可以跨虹橋、

登上善門，遊鴻福寺、文繡院、古驛站、孫

羊正店，還有聞名中外的開封小吃。七盛角

是開封首個集旅遊、文化、休閒、餐飲、購

物為一體的全仿宋建築項目開封建業東京夢

華七盛角文化民俗街。【七盛角】位於開封

市龍亭西路 7 號（ 清明上河園迎賓門南

側），屬開封建業東京夢華項目首期，旨在

打造以宋文化為主題，中原民風、民俗為內

涵，融入現代創意文化及時尚氣息，滿足現代人消費習慣、審美需求，體現開封文化特色，集時尚購物、

特色餐飲、民宿客棧、娛樂休閒、文化體驗為一體的民俗文化休閒街區。 經過數次論證、兩年緊張施

工七盛角街區餘 2014 年 5 月盛大開街。【包公祠】位於開封城西南碧水環抱的包公湖畔，是爲紀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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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爲官清廉，不畏權貴，執法如

山，其功德爲後人世代傳頌。包公祠占地 1 公頃，風格古樸，莊嚴肅穆。東側爲靈石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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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被評爲河南省十佳旅遊景（區）點。 

 

早:   酒店內     午:   包子風味 50 BMB/位         晚: 開封包公宴-80BMB/位     

住宿：5 星開封中州國際或開元名都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開封 / 鄭州【開封文化客廳（週一閉館）、鄭東新區、外觀河南省藝術中心、

如意湖、商城遺址】  

【開封文化客廳】隸屬於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

區--開封宋都古城文化產業園區，位於碧波蕩漾

的龍亭湖畔，緊鄰六朝皇宮龍亭。 整個文化客廳

契合古城開封的“宋韻彰顯、親切溫潤、外在古

典、內在時尚”的人文訴求，是系統展示開封文

化的窗口和平台，是 2015 年開封市十大文化旅

遊項目，開封市旅遊新地標、新名片。【鄭東新



區】西起中州大道，東至萬三公路，北起黃河南岸，南至隴海鐵路 ，由中央商務區、龍湖區域、白沙

園區、綜合交通樞紐區、龍子湖高校園區、沿黃都市觀光區等六大功能組團組成，區域管理面積 260 平

方公里，同時對連霍高速以北、中州大道以東區域實施規劃管理，規劃控制面積達到 370 平方公里。【河

南藝術中心】（英文：Henan Art Center）位於河南省鄭州市 鄭東新區 CBD 核心區。 由加拿大國際

著名設計大師卡洛斯·奧特設計。 靈感來源於河南出土文物樂器陶塤 、 石排簫和賈湖骨笛的造型，藝

術牆的設計源自黃河波濤翻捲的浪花造型。 河南藝術中心是古代中原文化與現代建築藝術的完美結合。 

工程總投資約為 9.26 億人民幣 ，開工於 2003 年 12 月 12 日，2007 年 11 月 29 日完工。 佔地面積

10 公頃，總建築面積 7.5 萬平方米。 建築密度 23.6%綠化度 43% 。【如意湖】位於鄭州鄭東新區 CBD

中央公園的中心，周圍分佈著 CBD 三大標誌性建築——鄭州國際會展中心、河南藝術中心、鄭州會展

賓館。 如意湖佔地約 160 畝，最深水位達 3.5 米，湖區注水量約 26 萬立方米，它與如意河、昆麗河、

金水河、熊兒河等形成一個完整的城市生態水系。 CBD 中心與 CBD 副中心通過如意河相聯，空中俯瞰，

酷似中國傳統的吉祥物――如意，CBD 如意湖因此而得名。【鄭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都城遺址，坐落在

鄭州商代遺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鄭州市區偏東部的鄭縣舊城及北關一帶。 陳運和詩稱“七公里長的商

代古城牆一根能挑起鄭州歷史的扁擔 3500 多年的延綿不斷 3500 多頁的樹碑立傳”、“考古價值無法

估量現代的目光莫輕視這殘壁殘垣”。 

 

早:   酒店內         午:   豫菜風味 50          晚:  歡送晚宴 80   

住宿：5 星裕達國貿大酒店或建業艾美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鄭州【黃河風景區(含氣墊船)】 桃園        

【黃河風景區】北臨黃河，南靠嶽山，東西南北寬約 5 公

里。遊覽區主要包含邙山、黃河鐵路橋、大禹像等景點。

登高北望，黃河水無際無涯，浩浩蕩蕩。由於黃河在這裡

沖出最後一個峽口進入平原，形成懸河，所以在這裡觀黃

河別有一番情趣。每年吸引著上百萬中外遊客，被譽為萬

里黃河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註：含氣墊船。 

早:    酒店內        午: 空中餐廚              晚:溫馨的家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

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全程飯店皆為二人一室，大陸沒有自然單間。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旅客，需補單人房

差，敬請見諒。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

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

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此行程機票為團體機票，不能更改日期及延回及退票，一但開票後取消敬請補足機票款。 

 使用全素客人，因大陸一般餐聽的素食餐，菜色變化少及質量也較差。敬請見諒。飛機上若有特

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

示檢查，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  



 以上行程，16 人以上出團！  

 

醉愛中國溫馨提醒：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  

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  

醉愛中國假期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