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桃園合肥 MU 2050 1210/1420        
合肥桃園 MU 2049 0850/1110    

  
 
3 月 07.21 日出發 售價 NT 21500  
4 月 11.25 日出發 售價 NT 22900     
5 月 09.23 日出發 售價 NT 22900 
6 月 06.20 日出發 售價 NT 22900 
含：2 地機場稅.安檢費.履約責任險.燃油稅、全程不進購物店。 
 
不含：台胞證、機場接送、(領隊+導遊+司機 小費每天 NT 200)** 
每人贈送：每天 1 瓶優質礦泉水(山上不含) 
 
餐食： 
早餐酒店內、午、晚餐-8 菜一湯+(2 瓶啤酒+1 瓶可樂)及當地特殊風味餐。【餐食 40-70 餐標】 
住宿： 
黃山太平湖【軒轅國際大酒店】占地面積 66 畝，擁有各 類豪

華客房；餐廳可同時容納 1000 人用餐（包括中、西餐廳和
15 個豪華包廂）；另有游泳池、健身房、桑拿、KTV 等豪華
娛樂設施。典雅的徽派建築風格，盡顯豪華與尊貴。開業
時間：2008 年開業  房間數量（間）：267。 

黃山【北海賓館】座落在海拔 1630 米的黃山北海景區，是旅遊
涉外賓館。景區內峰巒疊嶂、松石稱奇、景觀獨特。黃山
北海賓館設施完備，擁有標準客房，豪華間，房內設有中
央空調、國際直撥電話、閉路電視、自動消防系統等現代
化設施。設有各專案娛樂室、購物中心等多種服務設施和
專案。1958 年開業、2008 年裝修、房間數量（間）：245。 

屯溪【天都國際飯店】舒適客房配備分體空調、熱水器等時尚
配置；高級客房配備中央空調、中央熱水、實木傢俱等豪華
配置，是您商務旅行首選之地。 飯店有安徽名牌、中國徽菜
餐飲名店—“披雲百變徽宴”，讓  您在享受美味之時，領
略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飯店有多功能廳及大小會議室六
個，會議設施齊全，功能完善，是舉辦各種會議、宴會的理
想場所。開業時間：2010 年開業  、2015 年裝修、房間數量（間）：700。 

合肥【安徽世紀金源大飯店】飯店擁有禦景庭大堂吧及 3 個風
格迥異的餐廳——匯景閣自助餐廳，為賓客提供來自各地的
精選美食，如安徽當地特色的撒  湯，及北京烤鴨等，讓你
有難以忘懷的就餐體驗。新裝修升級的泰觀世紀 SPA，服務
專案涵蓋了按摩、美容及各種水療服務。緊鄰 Spa 區域，酒
店還專設剛升級完畢的健身房和國際標準恒溫游泳池，為賓
客提供放鬆身心、身臨其境的寧靜享受與全方位服務。開業時間：2010 年、房間數量（間）：
635。 

 
 

第 
一 
天 
周
三 

桃園合肥太平湖    合肥太平湖 245KM-3H 
 今天集合於國際機場，由專人為您辦理登機手續，隨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安 徽

省會—合肥，合肥是一座有 2000 多年歷史的古城。自東漢末以來，合肥數為州郡治
所，一直是江淮地區重要的行政中心和軍事重鎮。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于此匯合
而得名，素以“三國舊 地、包拯故里”聞名于世。合肥，古稱廬州，又名廬陽，歷
史悠久，名人輩出，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的戰略地位，常為兵家必爭之地。抵達後，專車
前往太平湖。又稱太平湖水庫，原名陳村水庫，位於安徽省黃山市黃山區。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太平湖風味(50 餐標) 
住宿：軒轅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B1%B1%E5%8C%BA


 

第 
二 
天 
周
四 

太平湖纜車站纜車上遠眺西海大峽谷黃山風景區白雲景區光明頂天都峰
北海風景區 
    早餐後，專車前往太平湖纜車站，前往黃山。（黃山之美，不僅在於高聳徒峭的
山峰，它那變化莫測的雲海、姿態各異的 奇石與蒼松、從石縫中湧出的溫泉以及無
數的飛瀑、豐富的植物及珍稀的動物、都使歷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一遊再遊，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於西元 1990 年 12 月，將黃山列為世界文化與自然瑰寶）。走太平湖索道~是
唯一能欣賞到黃山最美麗的【西海大峽谷】又被稱為是夢幻景區，位于丹霞峰下。《黃
山志》曰：“黃山歷來有南雄北秀東奇西幻之說”。景區面積 25 平方公里，自黃山西
大門釣橋庵至排雲亭，全長約 15 公里。抵達山上後，首先前往遊覽被稱為「神秘黃
山西部世界」的【白雲景區】。它東起海心亭，西至排雲亭，經祥雲橋，步仙橋及附
近的穀口，穿過西海主穀，跨過著名景點“武松打虎”和“文王拉車”之間的支穀，
可至松林峰。整個景區總長 3200 米，由登山步道、橋梁、隧洞、棧道和觀光纜車等
組成。景區因群峰薈萃、陣列緊湊；怪石如林、靈通乖巧；千澗湧青、諸峰環翠;更
有潺潺流水、低吟淺唱，故又稱“魔幻世界”。最令人陶醉的是：仙人曬靴、仙人曬
鞋、武松打虎和文王拉車、臥虎石等景點隨著遊人位置的變幻，均能與之近在咫尺、
仿佛讓人觸手可及。往西北行走不久可見清涼世界石刻，此台於危岩上，三面臨壑，
是觀日出與雲海最佳處，名列黃山九台之首，台下是雲霧飄飄的後海！隨後登上黃山
前後山的分界【光明頂】，此地海拔 1840 米，是黃山的第二高峰，在此可一覽東、南、
西、北 諸海及天海水庫，「五海煙雲」盡收眼底；更可攀登飛來石觀景台，並參觀黃山氣象觀測站。
後遊覽白雲溪及天海，主要景觀有海心亭、壁掛松、回音壁、雙筍峰、臥石披雲、小夢筆生花及曬
藥台等。並可眺望黃山第一高峰蓮花峰（目前蓮花、天都兩峰實施五年互輪之保育封山，2004 年底
起開放【天都峰】遊覽，2005 年 12 月起蓮花峰封山至 2010 年）。午餐後，安排前往【北海景區】
是黃山景區的腹地，精 華集中，奇景薈萃。獅子峰、清涼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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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峰上的清涼台是觀賞雲海和日出的最佳 之處。
始信峰風光綺麗，遊人至此，每有"始信黃山天下奇"之贊。北海景區奇松怪石甚多，如黑虎松、連
理松、"夢筆生花  "、"二仙下棋"、"十八羅漢朝南海"等。在北海曙光亭，可觀十八羅漢朝南海、
丞相觀棋、仙人下棋、仙人背包、豬八戒背媳婦、石鐘、童子拜觀音等景；可以欣賞到始信峰和石
筍峰等優美風景，令人 不禁浮想聯篇。 
早餐：酒店內              午餐：山上中式合菜(60 餐標)       晚餐：山上中式合菜(70 餐標) 
住宿：北海賓館或同級  

第 
三 
天 
周
五 

黃山西海風景區雲古索道下山(後山)屯溪老街 
    黃山號稱 72 峰、有 36 高峰、其中天都峰、光明頂、蓮花峰為三大主峰。奇峰怪
石是黃山的骨脈，有〔五獄歸來不看，黃山歸來不看獄〕的美稱！早餐後，前往光明
頂，眺望遠處的天都峰與蓮花峰，黃山的雄偉、雲海的澎湃、一攬無遺！早餐後，前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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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峰巒，時隱時現，
變幻莫測，美 如"仙境"。景區內奇峰巧石連綿不絕，著名的有"仙人脫靴"、"仙人靴"、
"仙女繡花"、"仙女彈琴"、"牌坊峰"、"貓頭鷹"、"天犬"、"武松打虎"、"文王拉車"、"
仙人踩高蹺"、手指峰等等。下午前往（白鵝嶺）站，黃山-後山搭乘【雲古索道下山】。
傍晚安排專車前往參觀【屯溪老街】，此街已有百年歷史，長達一公里！沿途都是百
年老店，沿街茶樓商店兩百餘家，彷彿”清明上和圖”裏的繁華景象，著名的安徽文房
四寶～徽墨、硯、宣紙等來自景德鎮的精美瓷器。 
早餐：酒店內              午餐：山上中式合菜(60 餐標)       晚餐：中式合菜(50 餐標) 
住宿：天都國際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第 
四 
天 
周
六 

屯溪湖邊古村落徽墨廠宏村黎明 IN 巷 
    早餐後，專車前往【湖邊古村落】是新安江延伸段綜合開發專案（或湖邊水利工
程）的子專案，“新安十景”之一。是結合新安江濱江景觀帶的建設，精心規劃佈局
的一處具有濃郁徽州傳統特色的湖邊古村落。隨後專車前往參觀著名【徽墨廠】自清
乾隆年間創辦以來，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墨 廠所製的墨採純松煙，以天然麝香等
十六種藥材製成，色澤黑潤，入筆不暈，品質極佳。午餐後，專車前往【宏村】，參
觀”世界最美的村莊”之稱的村古民居，至今扔保留明清民居 300 於棟，街巷佈局依舊，

被國際建築專家譽為”世界上保純最完美的古民建築”。下午專車前往
【黎明 IN 巷】是 依託豐富的黃山旅遊資 源，設計規劃的大型旅遊
商業服務綜合體，專案主要有三條街區構成，分別是濱江酒吧休閒街
區、特色美食街區及徽文化體驗街區(黎陽老街)。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40 餐標)          晚餐：中式合菜(50 餐標) 
住宿：天都國際飯店-五星樓或同級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67.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69.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68.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70.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60.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67.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69.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73.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70.html
http://www.eyouhs.com/Article/473.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9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30315/5259422.htm


 
 
 

第 
五 
天 
周
日 

屯溪合肥李鴻章故居包公祠  屯溪合肥 329KM-4H 
    早餐後，專車返回合肥。抵達後，專車前往【李鴻章故居】位于合肥市淮河路
的 中段，這里已成為了合肥市的商業步行街。李家的祖先由江西遷來合肥的肥東，
自李鴻章這一代起開始發跡。李鴻章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二，其余五人也身居高位，
在當時非常地顯赫。他們聚族而居，深宅大院可以覆蓋淮河路中段的半條街，時稱“李
府半條街”。而如今，李宅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顯赫，1997 年前，合肥僅存了 2 處李氏
家 宅。一處為李鴻章故居，另一處為李鴻章侄孫李國蔬（李鶴章孫）的住宅，皆為
典型的江南清朝民居建築。1999 年秋，李鴻章故居修竣，共五進，占地 2500 平方
米，有專室介紹李鴻章的生平，以較為翔實的資料、實物、圖片、模型，客觀反映
了中國近代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的風雲變幻的一生。下午專車前往【包公祠】全名“公孝肅祠”，坐
落在合肥環城南路東段風景優美的包河公園香花墩小洲上，是包河公園的主體古建築群。現有的祠
堂建築是清光緒年間所建的，莊嚴古撲。包公祠是紀念宋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開封府尹包文
拯的公祠。祠為白牆青瓦構築的封閉式三合院組成。主建築是包公享堂，端坐包拯高大塑像，壁嵌
黑石包公刻像，威嚴不阿，表現了“鐵面無私”的黑臉包公的凜然正氣。享堂西面配以曲榭長廊；東
面有一六角龍井亭聳立，內有古井，號“廉泉”。其祠四面環水，正門朝南，西廊陳列包氏支譜、遺
物、包公家訓和包公墨跡，以及有關史冊資料。祠四周即包河，相傳生紅花藕，斷之無絲，“包老
直道無私、竟及于物”，因此傳為佳話。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40 餐標)          晚餐：中式合菜(50 餐標) 
住宿：安徽世紀金源大飯店(準)或同級 

第 
六 
天 
周
一 

合肥新橋國際機場桃園  36KM-0.7H 
    早上專車前往合肥新橋國際機場，新橋國際機場於 2013 年 5 月 30 日 0 時起開
始營運。航站樓面積為 10.85 萬平方公尺，跑道長 3400 公尺。廈整個建築地下一層，
地上兩層，局部夾層，布局長 804 公尺，最大進深 161 公尺，屋脊最高點 30 公尺；
航廈採用出發到達分流設計，候機大廳以座椅顏色區分為 19 個區域，與登機橋一一
對應，共有 4156 個皮質座椅。航廈商業面積約 7000 平方公尺，共有 60 多間涵蓋書店、銀行、中
西式餐飲、百貨零售、土特產、精品服裝箱包、足浴休閒等業態的商鋪，另有 3 個國內頭等艙候機
廳，1 個國際頭等艙候機廳。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酒店打包               午餐：貴賓自理                  晚餐：貴賓自理 
住宿：甜蜜的家 

http://sooda.ctrip.com/Destinations/Sight.asp?Resource=10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