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桂林自古享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譽，是中國乃至世界重要的旅遊目的地城市，有著被國務院
確定的國家重點風景遊覽城市和歷史文化名城兩頂桂冠，被譽為國際旅遊明珠。桂林風景秀麗，以灕江
風光和喀斯特地貌為代表的山水景觀，有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絕”之譽，是中國自然風光的典
型代表和經典品牌。“千峰環野立，一水抱城流”，景在城中，城在景中，是桂林城市獨具魅力的特色。 

【特色岩洞】：銀子岩─屬層樓式岩洞，集不同地質年代發育生長的各種類型的鐘乳石，以“桂林山水

的代表”“世界岩溶寶庫”，以雄、奇、幽、美獨領風騷。 

【印象劉三姐】：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斥資約三十億台幣，表演舞臺為灕江陽朔段書童山附近的兩公里

水域及十二座背景山峰，構成全世界最大的天然劇場，觀賞場地可容納將近 5,000 多人次，絶對值得你

一探它的美。﹝如遇天候不佳或停演，將更改其他行程代替，敬請包函！！﹞ 

【灕江】： 可觀賞到灕江之上的三處勝景奇觀秀山壁畫、半邊奇渡、張果老倒期茅驢等，藉

以領略“江似青籮帶，山如碧玉簪”的灕江秀麗風光，品味兩岸秀麗山河所勾勒成的山水美

卷。  

【世外桃源】(含遊船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充滿魅力的地方，兩岸美景不斷；有山、有

洞、有小橋、有流水、有人家；乘機動船遊覽園內，觀賞悅目的少數民俗風情，更有剪不斷
的情思，讓您終身不忘。  

※【購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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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特別安排以及貼心贈送】 

(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2)西瓜霜禮品一份！ 

(3)印章一枚！ 

(4)升級 WIFI 巴士升級三排椅！讓您在旅途中可以跟您親友分享您所看見美景、心得、
歡樂每一刻！ 

＊註：當巴士於山區或是郊區時收訊較為不好，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5)全程入住五星標準飯店，為您提供一個更舒適的休息環境，為明天的行程做好準備： 

桂林---灕江大瀑布酒店 

陽朔---輔特戴斯酒店 

(6)贈送雙秀，讓您行程更加的豐富、精彩： 

桂林：山水間秀（獨家升等 VIP 席-春晚壓軸秀）；陽朔：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 

註： 

劉三姐如遇停演期間，我司將改以「足浴按摩+全身按摩９０分鐘」：為您消除旅途的辛
勞。（費用包含 20 塊 RMB 小費) 

(7)堯山不搭纜車，因為陸客太多，怕擔誤各位嘉賓旅遊時間，本公司特意安排開發另一
條休閒路線，並搭乘電瓶車來回，更獨家加贈精美早午茶 

(8)全程餐標 40 - 68RMB 標準，讓您細細品味廣西各地風味 

※【參考航班】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Z-3020 桃園 桂林 17：45 20：20 

CZ-3019 桂林 桃園 15：00 16：55 

 

◆第一天   桃園  桂林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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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桂林是中國大陸的旅遊熱點城市，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

東北部，以風光奇秀而名揚天下，人稱「千峰環立，一水抱城」，是世界各地觀光客公認的中國「十大

名勝」名列第二的風景旅遊勝地，有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大特點，難怪有人寫詩稱道『願作桂林

人，不願作神仙』。 

早:  敬請自理                       午: 敬請自理                       晚:  機上套餐 

住宿：桂林 ★★★★★ 灕江大瀑布酒店 或 大公館 或同級 



◆第二天    桂林 / 陽朔→【訾州公園（含象鼻山觀景台-2017 年春晚南方分會場外景

地）、木龍湖、陽朔西街、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戶外山水秀-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                   

【訾州公園】一個集生態、休閒、運動、文化為一

體的開放性生態公園，《訾州煙雨》就已是《桂林

老八景》之一，站在訾州景區內觀景臺上遙看灕江

對岸的桂林市城徽～象鼻山，別有一番景致。 

【象鼻山】位於桂林市內桃花江與灕江匯流處，是

桂林城的象徵，桂林的城市代表就以象鼻山為標

誌，海拔 220 米，高出水面 55 米，由 3 億 6 千萬

年前海底沉積的純石灰岩組成，山形酷似一頭巨象

伸長鼻臨江汲水，因而得名。象山的神奇，首先是

形神畢似，其次是在鼻腿之間造就一輪臨水皓月，

構成"象山水月"奇景。與象山隔河相望的訾洲翠竹簇簇，果樹蔥籠，竹籬茅舍掩映其間。若是雨季，雲

蒸霧騰，村舍與綠樹皆似披上一襲輕紗，古人稱之為"訾洲煙雨"。【木龍湖】位於廣西桂林市區北部，

東起漓江，西至中山北路，南靠疊彩山、北臨東鎮路，是兩江四湖環城水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湖的上方

有木龍洞，所以稱為木龍湖。木龍湖的位置本來沒有湖，是為了溝通漓江與內湖之水脈而掘土 45 萬餘

方，以木龍湖為中心構成了木龍湖景區，突出了自然山水與歷史文化相融合的特點。【陽朔西街】又被

戲稱洋人街，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西街至今仍是小家碧玉型的南方村鎮建築規模，但卻顯現著國際

情調的人文景觀。這裏的酒吧、飯店、網吧、工藝品書畫店等裝修風格大多中西合璧，有外語招牌，工

藝品書畫店、飯店、酒吧的服務員、普通居民以至於街上賣水果的老太太，都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這

就給西街染上了一筆異域色彩。【印象劉三姐】表演舞臺為兩公里的灕江水域及十二座背景山峰，構成

全世界最大的天然劇場，其大寫意地江劉三姐的經典山歌、廣西少數民族風情、灕江漁火等許多元素創

新組合，不著痕跡的溶入山水，還原於自然，成功詮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創造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被譽為『與上帝合作之傑作』。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添福樓養身素食自助 50 RMB          晚: 啤酒魚風味 50 RMB 

住宿：陽朔 準 ★★★★★ 輔特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陽朔 →【荔江灣遊船+天宮岩+劃龍舟、魚鷹捉魚、銀子岩、車遊高田原風

光、遇龍河景區（拍照）、途觀月亮山、船遊灕江（福利碼頭-4 人竹筏）】                   

【荔江灣遊船】有“水中水，山中山，桂林山水第一

灣”美譽的。在這裏可以探索永蘇裏人（最早的荔浦

人）古老的永蘇裏人生活遺址。乘船觀賞在景區內可

發現多幅億萬年前自然形成的山體壁畫：仙女下凡壁

畫、神龍壁畫、裸女壁畫，壁畫自然天成、形象逼真、

生動傳神、世界罕見。洞中九寨之稱的天宮岩有三絕，

一是岩洞因特殊的地質結構斷層岩而形成，整個岩洞

一萬多平方米的岩頂底矮平整而狀觀，世上罕見；二

是洞中因地下水衝刷而形成無數個水準如境絢麗的七彩池，有如九寨溝一般的美麗。因而被譽為“洞中



九寨”；三是洞中有一處因地下暗河穿岩而過，在落差處形成的一處高十米、寬二十余米的巨大溶洞瀑

布，非常壯觀。【銀子岩】旅遊渡假風景區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呈現一派

速人的田園風光，銀子岩屬層樓式岩洞、包含了下洞、大廳、上洞三部、繪集了不同年代發育生長的各

種類型的鐘乳石洞、特色景點數十個、以音樂石屏、廣寒深宮、雪山飛瀑、三絕、佛祖論經、獨柱擎天、

混元珍珠等。【月亮山】是陽朔境內的奇景，它在高田鄉鳳樓村邊，高達 380 多米。因為山頂是有一個

貫穿的大洞，好像一輪皓月，高而明亮，所以人們叫它明月峰，俗稱月亮山。【遇龍河景區】是漓江在

陽朔境內最長的一條支流，常年水質清澈，水流緩緩，有 28 道堰壩，景點百餘處，整個遇龍河景區，

沒有任何所謂現代化建築，沒有任何人工雕琢痕跡，沒有任何一點都市喧囂，一切都是那麼原始、自然、

古樸、純淨，實為桂林地區最大的純自然山水園地。如果把漓江比成“大家閨秀”，那麼遇龍河則是讓

人怦然心動的“小家碧玉”。【灕江】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發源於桂林市資源縣貓兒山，向南

流經桂林、陽朔等縣市，到平樂三江口與荔浦河、恭城河匯合後稱桂江，繼續南流在梧州與西江匯合，

全長 426 公里。灕江水質清澈，兩岸風光秀麗，以桂林至陽朔段為佳，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灕江和

湘江有秦代開鑿的靈渠溝通。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芋頭宴風味 50 RMB            晚: 南國菌苑風味 50 RMB 

住宿：陽朔 準 ★★★★★ 輔特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陽朔 / 桂林→【世外桃源含遊船、七星公園+桂海碑林+駱駝峰、榕杉湖景

區、古南門、黃庭堅系舟處、日月雙塔(外觀)、東西巷+登逍遙樓、山水間秀（獨家升等

VIP 席-春晚壓軸秀）】  

【世外桃源(含機動船)】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充滿魅力的地方，兩岸美景不斷；有山、有洞、有小橋、

有流水、有人家；乘機動船遊覽園內，觀賞悅目的少數民俗風情，更有剪不斷的情思，讓您終身不忘。 

【七星公園】景區位於桂林市區漓江東岸，漓江支流小東江畔，距市中心 1.5 公里。佔地面積約 134.7

公頃，綠化覆蓋率達 84%，是桂林市面積最大、歷史最悠久、景緻最多最集中的綜合性景區。【榕杉湖

公園】位於桂林中心城的核心地段，體現 著“城在景中，景在城中 ”的山水城格局。景區地處陽橋的

兩側，橋西為榕湖，以湖 岩生長古榕樹得 名；橋東為杉湖，連著灕江，因湖畔長有杉樹而得名。如今

杉湖之 杉雖然不見了， 但那榕湖之榕，卻“老樹婆娑八百年”的姿態傲然挺立。榕杉湖景區 的熱點

景區——“榕湖春曉”由古南門、古榕、黃庭 堅系舟處等共同構成。唐代古南門 遺址位於古榕樹附近，

城上的樓就叫榕樹樓。 1963 年郭沫若登樓賦詩，並手書“古 南門”三字，現刻石嵌在城門 上。黃庭

堅系舟處，則是當年，宋代和蘇軾並稱為“蘇 黃”的黃庭 堅被貶官到宜州，路過桂林，曾在榕樹下水

邊系纜停船，遍游桂林山水。 當地人就 在大榕樹西建“榕暖閣”，即今榕蔭亭處，來紀念這位宋代大

詞人。【古南門】古南門是宋代桂林城南門，為宋代景定三年至五年間(1262 年～1264 年)朱祀孫主持

建造，時稱為「威德門」，城門上刻有古南門三個字，為郭沫若所書，昔時城門上，生長一株古榕樹，

樹根沿城牆盤錯而下，因此，又叫「榕樹門」，城門樓叫「榕樹樓」，但城門上的古榕樹，現已不存在

了，湖畔的千年古榕樹，依舊枝葉婆娑，濃蔭灑綠，如遇盛夏時節，榕蔭涼風習習，榕城古蔭，為桂林

續八景之一。【黃庭堅系舟處】黃庭堅，北宋詩人、書法家，因寫《荊州承天院塔記》，其中某些詞語

為朝中權奸蔡卞、章惇所不容，被扣上幸災謗國的罪名，除名羈管廣西宜州，於崇寧三年(1104 年)途經

桂林，在南門外榕溪(今榕湖)北岸榕樹下系舟，並寫下著名的《到桂州》詩：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

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之名句。【遠觀日月雙塔】日月雙塔從湖中拔出水面，銅

鑄的金色「日塔」，共有 9 層 41 米高，琉璃製的銀色「月塔」只有 7 層 35 米高，據說擁有三項之最



的紀錄：「世界最高的銅塔，世界最高的銅製建築物，世界最高的水中塔」，在紀錄上的出類拔萃，使

日月雙塔成為桂林市區最醒目的建築。【桂林東西巷】定位為桂林首家多功能立體式特色商業城，是桂

林市一個集旅遊、民俗、文化、購物、餐飲、休閒、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型商業街區。【桂林山水間秀】

以桂林山水文化為主題，大型玄幻雜技歌舞秀《山水間》，該劇定位為“民族元素、時尚製作”，將極

具民俗文化的瑤族木桶浴與時尚流行的鋼管舞的巧妙結合。整場演出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又有精湛

的藝術形象感染力。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米粉風味 50 RMB           

晚:  好吃堡自助晚餐 68 RMB (我司黃副總大推桂林好吃堡！！) 

住宿：桂林 ★★★★★ 灕江大瀑布酒店 或 大公館 或同級 

◆第五天   桂林【堯山電瓶車上下+獨家贈送精美早午茶、靖江王陵】 桃園        

【堯山】（狀如伏牛，俗名牛山）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

區桂林市市區東北郊與靈川縣的交界處。山勢大致南北延

伸，海拔 909.3 米，相對高度約 760 米，是桂林境內的

最高峰，因相傳秦時曾在堯山西坡建堯帝廟而得名。 

【靖江王陵】是歷代靖江王的王陵，位於廣西桂林市區七

星區東郊堯山西南麓，南北 15 公里，東西 7 公里，共有

王親藩戚墓葬 300 多座。整個陵園規模龐大、氣勢磅礴，

有“北有十三皇陵，南有靖江王陵”之稱，其中有 11 人

葬堯山，有“靖江王 11 陵”之謂。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澳門酒家風味 50 RMB                晚: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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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