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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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足浴按摩 180RMB / 90 分鐘 

※【特別贈送】(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2)黃山登山手仗(3)西海大峽谷地軌車單程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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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2096 桃園 屯溪 12：10 14：05 

MU-2095 屯溪 桃園 15：20 17：20 

 

 

◆第一天   桃園  屯溪【花山謎窟、湖邊古村落、徽州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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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花山謎窟風景區】原

稱“古徽州石窟群”，坐落在安徽省黃山市中心城區（屯

溪）篁墩至歙縣雄村之間新安江兩岸，是以新安江為紐帶，

連接花山、雄村兩大景區，呈啞鈴狀形態的國家 AAAA 級

旅遊景區。花山謎窟風景區是黃山山脈的延伸部分，介於

北緯 29° 44'~29° 46'之間。是一個集青山、綠水、田園

景緻、千年謎窟、奇峰怪石、摩崖石刻、石窟、廟宇、古建築等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之大成，是一個內

容豐富、品味高，適宜各層次遊客觀賞的綜合景區。【湖邊古村落】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湖邊村，

是《新安十景之一》，具有濃鬱徽州傳統特色的湖邊古村落，總建築面積 11000 平方米。古村落的承

襲徽州古村落的設計理念，重視人與環境的和諧，生活空間的合理佈局，環境的幽靜秀美。體現了《綠

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典雅意境，再現徽州古村落的完美形態。【徽州照壁】徽州歷史悠久，人才

輩出，徽文化是我國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為深入挖掘、形象展示、傳承弘揚底蘊深厚的徽州傳統文化和

濃郁的古徽州地方特色。 

早:  X          午:  機上套餐          晚: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香茗假日酒店 或 天都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屯溪 / 黃山【黃山風景區（雲谷纜車上、始信峰、獅子峰、西海大峽谷(含西

海大峽谷上行地軌車單程)）】 

【雲谷纜車】乘坐雲谷纜車，沿途可欣賞天都峰、蓮花峰、

佛掌峰、喜鵲登梅、仙人翻桌、葫蘆石、羊子過江等著名景

點。置身穿雲破霧的纜車中，宛若徜徉在人間仙境，絕妙風

光，盡收眼底。【始信峰】在黃山北海散花塢東，凸起於絕

壑之上。這裡巧石爭艷，奇松林立，三面臨空，懸崖千丈，

雲蒸霞蔚，風姿獨秀。【獅子峰】，酪似一隻伏臥的雄獅，

故名。它頭西尾東，獅頭昂向丹霞峰、鐵線潭的上空；清涼

台處是獅子的腰部；曙光亭處是獅子的尾巴；獅子張嘴的地方是原廟宇獅林精舍。附近有寶塔、麒麟等

奇松和薄團、鳳凰 等古柏，又有四季噴湧的天眼泉和古木參天的萬松林。古木蔥郁，秀色可餐，“雄



獅”伏臥萬松之巔，更是靈 秀雄奇。今人有詩寫道“曾經萬億年，常臥翠微巔。渴飲南山雨，饑吞北

海煙。風雷吼四面，日月繞雙肩。 背負文殊座，雄威震大千”。從散花精舍和北海賓館門前觀獅子峰，

最為神似。【西海大峽谷】又被稱為白雲穀、夢幻景區，是黃山風景區新開發的一處景區，團隊遊客較

少，適合喜歡徒步的遊客前往探幽。谷內奇石嶙峋、山洞幽邃，步道多貼著絕壁建造，神秘和奇險是此

穀風景的突出特點。大峽谷是由近旁的石柱峰、石床峰、右前方的薄刀峰、飛來石，對面的排雲亭，丹

霞峰、松林峰和左前方的九龍峰、雲外峰等奇峰怪石所圍成的空間，整個地理位置呈一個“U”字形，

有兩個進出口，分別是排雲亭北入口和天海南入口，兩邊都可以進出。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70RMB          晚:  酒店自助 140RMB 

住宿：獅林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黃山【黃山風景區（光明頂、飛來石、西海景區、北海景區）】 

【光明頂】位於黃山中部，海拔 1860 米，為黃山第二

高峰，與天都峰、蓮花峰並稱黃山三大主峰。頂上平坦

而高曠，可觀東海奇景、西海群峰，煉丹、天都、蓮花、

玉屏、鰲魚諸峰盡收眼底。明代普門和尚曾在頂上創建

大悲院，現在其遺址上建有黃山氣象站。因為這里高曠

開闊，日光照射久長，故名光明頂。由於地勢平坦，所

以是黃山看日出、觀雲海的最佳地點之一。在天氣條件

極佳的情況下，可見波江座主星水委一。【飛來石】重

約 360 噸、高 12 米、寬 8 米、形態奇特，此巨石豎立於一塊平坦岩石上，令人驚嘆不己，遊人站在平

臺邊緣上憑欄覽勝對面的雙剪峰及雙筍峰、就如同一幅潑墨的山水畫。【北海景區】以峰為體，彙集了

峰、石、矼、塢、臺和松、雲奇景，以偉、奇、險、幻為特色，天工的奇妙佈局，琉璃色彩變幻，構成

一幅幅偉、奇、幻、險的天然畫卷。獅子峰、清涼臺、猴子觀海、仙人背寶、夢筆生花、飛來石、十八

羅漢朝南海等，令遊人目不暇接。【西海景區】以雲海取勝，從北海賓館往西行 1.5 公里，到排雲亭，

是觀賞西海雲海的最佳地點。排雲亭建在懸崖峭壁上，四周群峰錯列 ，如戟似劍，直上雲宵。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70RMB          晚:  酒店自助 140RMB 

住宿：獅林大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黃山 / 黟縣 / 屯溪【黃山風景區（雲谷纜車下）、宏村、賽金花故居、徽韻

秀】 

【宏村】古稱弘村，安徽省黃山市黟縣轄鎮，位於黟縣東

北部。2000 年 11 月 30 日，宏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是國家首批 12 個歷史文化名村

之一，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徽省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國家 5A 級景區。宏村有“畫裡鄉村”之稱，截至 2014

年，全鎮完好保存明清民居 140 餘幢，主要景點有：南湖

春曉，書院誦讀，月沼風荷，牛腸水圳，雙溪映碧，亭前

古樹，雷崗夕照等。 2016 年 10 月 14 日，安徽省黃山市

黟縣宏村鎮被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以及住建部共同認



定為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賽金花故居】2003 年在賽金花故園遺址上恢復、修繕的徽派園林“ 歸

園 ”，故又稱歸園景區。 地處兩處世界文化遺產西遞、宏村之間修繕過程中運用了徽州傳統的造園手

法賽金花故居資料陳列館展示了從國內外收購的大量歷史資料、賽金花不同時期的照片，以及劉半農、

魯迅 、夏衍等名人對賽金花的評價，充分展示了賽金花撲朔迷離的一生。大型歌舞秀表演【徽韻】，

其內容包括徽州民間傳統婚嫁的風俗表演、徽州女人一生的徽婦之碑、牛郎織女相會黃山仙境的黃山情

話、名揚中國的徽商之路及黃梅調、徽劇、京劇、雜技等表演，讓人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徽州文化。 

早:  酒店內          午:  農家宴 50RMB          晚:  徽菜風味 50RMB 

住宿：香茗假日酒店 或 天都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屯溪 / 篁嶺 / 屯溪【篁嶺景區（纜車上下、天街、玻璃棧道）】 

【篁嶺景區】是婺源東線的景區之一，位於江灣鎮境內，

距離婺源縣城 39 公里。篁嶺是一個典型的山居村落，當地

村民自古就有用竹曬匾晾曬農作物的習俗。每到豐收時

節，陽光下數百棟錯落的徽派古民居，和曬架上五彩繽紛

的豐收成果構成頗為絢爛的「曬秋」景觀。以「篁嶺曬秋」

為題材的攝影作品曾多次在全國獲獎，不少攝影師和畫家

來這兒取景、創作。近年來，篁嶺的老村民集體搬到了山

下環境更好的篁嶺新村，老宅則集中起來保護和開發，保

留了傳統的曬秋景觀。可以拍照，也可以徜徉老宅，尋找先人留下的古風遺韻。篁嶺的最佳季節是秋天

曬秋時節和三月下旬的油菜花季，不過即使不是最佳季節，篁嶺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篁嶺天街】

農耕文化深厚，隨處可見數百年的老宅深院。P5 竹虛廳木雕，竹虛廳原主人曹元功，老屋臨街面全為

木雕，圖案精美繁複，極盡奢華，突顯竹梅主題，令人歎為觀止!【篁嶺玻璃懸索橋】國家 4A 級景區婺

源篁嶺投資新建的全新懸索橋——壘心橋。索橋全長 298.15 米，垂直高度 98 米，中間段鋪設 48 米玻

璃棧道。百米高空玻璃棧道，驚險又刺激!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50RMB          晚:  新安風味 50RMB 

住宿：香茗假日酒店 或 天都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屯溪 / 千島湖【船遊千島湖（中心湖區、梅峰島纜車上下）】 

【船遊千島湖】是新安江水庫所形成的人工湖，比西湖大

108 倍，共有 1078 個島嶼，個個貌如翠玉，風格各異，

湖水恆溫攝氏 14 度，冬暖夏涼。【梅峰島(含纜車上下)】

因有五座相連的山丘形似梅花而得名，搭乘纜車登上觀景

台，可以縱覽 300 餘座島嶼，是千島湖登高攬勝的最佳處，

有「不上梅峰觀群島，不識千島真面目」。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50RMB          晚:  魚宴 50RMB 

住宿：千島湖飯店 或 千島龍庭開元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千島湖 / 歙縣 / 屯溪【徽州古城、許國石坊、鬥山街、漁梁古埠、屯溪老

街】 

【徽州古城】又名歙縣古城，古稱新安郡。徽州古城是中

國三大地方學派之一的"徽學"發祥地，被譽為"東南鄒魯、

禮儀之邦"。【許國石坊】位於徽省歙縣城內解放街和打箍

井街的十字路口，又名大學士牌坊，俗稱八腳牌樓。一般

的牌坊皆為四腳著地，而許國石坊是八腳並立，極為罕見。

【漁梁古埠】是中國的一座古代水壩，座落於安徽省歙縣

城南 1 公里的漁梁村，橫截新安江的支流練江，漁梁壩的北端銜接著古老的漁梁街，魚鱗狀的鵝卵石街

道旁，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西側有不少支巷，均通往江邊碼頭，過去均有不同的分工。【鬥山街】位於

歙縣城內，因依靠鬥山得名，為文化歷史名城一級保護區。【屯溪老街】它是全中國保存最完好的宋代

商業街，漫步其中，可充分體驗置身於清明上河圖中的感覺。 

早:  酒店內          午:  歙縣風味 50RMB          晚: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香茗假日酒店 或 天都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八天   屯溪【徽州文化藝術館、黎陽 IN 巷】  桃園  

【徽州文化藝術館】為安徽省第二大綜合性博物館，也是

國內唯一全面體現徽州文化主題的博物館。館舍建築以天

人合一為主導思想，以徽州文化為基本內容、徽州地理山

水為背景、徽州建築風格為基調的一組多功能綜合建築及

徽派風景園林。【黎陽 in 巷】是一個以文化重新定位的旅

遊街區。依托千年文化 “唐宋之黎陽，明清之屯溪”的歷

史文脈及三江交匯絕佳景觀位置改造開發而成。本著保

留、移植和創造黎陽老街的開發之意，發揚徽州文化的美

好願景。 

早:  酒店內          午:  中式合菜 50RMB          晚: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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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