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每週 4 出發)桃園太原 MU 5012 1225/1530    
太原桃園 MU 5011 0830/1125 

 
4月10.24日、5月1.15日  售價：NT 25900  
含：二地機場稅、安檢費、履約責任險、燃油稅  
不含：台胞證、機場接送、(領隊+導遊+司機 小費每天NT 200)**  
★全程無購物★好禮相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餐食安排： 
早餐酒店內、午、晚餐-8 菜一湯+(2 瓶啤酒+1 瓶可樂)及各地特殊風味餐【最低餐標 40】。 
 
住宿： 
太原【和頤酒店】配備餐廳、會議室、wifi。酒店體現了現代時

尚、舒適典雅、方便快捷、功能齊備的商務型酒店風格，
主要服務于中高級商務人士、中高級休閒旅遊人士和境外
商務旅遊人士。它將演繹酒店業又一個新的形態和文化。
2015 年開業、房間數量（間）：130。 

五台山【花卉山莊】：山莊還設有可供休閒娛樂的陽光全景茶
吧、康樂健身房、按摩中心、地方特產超市等服務設施，
山莊內配備有中央空調、電梯、國際國內直撥電話、房間
可提供寬頻、無限 WIFI 全部覆蓋、消防控制中心、微機管
理室等。酒店還提供 24 小時提供餐、洗衣房洗衣燙衣縫補、
專車接送和租車服務、觀光導遊服務介紹和旅遊門票票務
預訂、行李寄存和失物招領等服務。2006 年開業、裝修 2010 年、房間數量（間）：263。 

大同【王府至尊酒店】：房間設施設備完善，各項配套服務規範
齊整，秉承客戶至上的服務理念。酒店擁有“泰庭”（泰國
風味餐廳）、西餐廳、品尚軒自助餐廳和古都風味餐廳。中
餐廳以粵菜為主，川湘魯為輔；泰國餐廳以果蔬材質為特
色；西餐廳主要經營法式、日式料理。2011 年開業、房間
數量（間）：808。 

甯武【蘆芽山國際酒店】酒店造型為“鳳凰”，取意于甯武的” 
鳳凰”古稱，酒店門廳兩側矗立著兩個鳳儀雕塑，代表著
歡迎八方來客。一進大廳，呈現在眼前的是寬敞明亮的大
堂吧，一層還有商務中心、禮品商場；四周有布藝山水畫、
沙鹽畫，前方的木雕關公，頂部吊頂等別具風格；再往前，
左右兩側是南北兩翼客房通道，正前方是通向自助餐廳的
玻璃長廊，兩側矗立著麟鳳龜龍四靈獸（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代表著風水寶地。
2014 年開業、房間數量（間）：274。 

平遙【平遙會館】位於古城四大街之一城隍廟街繁華地段，集
旅遊休閒、食宿、演藝、商務於一體，令您驚喜感受當年晉
商生活的典雅與奢華。客棧的位置優越，車輛直達、交通便
捷。共計三百餘間客房；分設為民俗五星、四星、三星和豪
華套房。會館內並設演藝廳、宴會廳、雅間、棋牌室。2012
年開業、  2014 年裝修、房間數量（間）：  230。 

雲丘山【窯洞大院】在青山綠水、雲山霧海之間，交通便利，
環境幽靜，空氣清新，泉水甘冽，是集住宿餐飲於一體的
民俗體驗式賓館。窯洞賓館依山而建，擁有單人房、標準
間和風格迥異的複式套房等共 65 間，客房內設施齊全、環
境優雅、舒適溫馨、安全衛生。2014 年開業、房間數量（間）：
65。  

榆次【晉中萬豪美悅國際酒店】：酒店設有各類尊貴豪華、品質
典雅不凡的客房，為您的居停、下榻提供舒適的私密空間。
客房內設有寬頻資料介面、衛星電視、冰箱、迷你酒吧、
電子保險箱等設施；開放式的浴室設計概念，最大限度的
增加了房間內的空間感。2008 年開業、房間數量（間）：296。 



【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五座山峰分別供奉文殊菩薩的不同化身：東台望海峰供奉聰明文殊，
西台挂月峰供奉獅子文殊，南台錦繡峰供奉智慧文殊，北台葉斗峰供奉無垢文殊，中台翠石
峰供奉孺者文殊。 

【懸空寺】：距今巳 1400 年，全寺為木質框架式結構，有殿琮樓閣 40 間，在陡崖上鑿洞插懸梁為
基，樓閣間以棧道相通，寺不大，但巧奪天工，也頗為壯觀。飛架棧道，曲折迂回，三層迭
起，猶如掛在懸崖峭壁上，號稱恒山第一奇觀。 

【雲崗石窟】：中國佛教三大石窟首席代表，始鑿于北魏年間，因其高處名雲岡，故取名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是與敦煌的莫高窟、洛陽的龍門石窟、甘肅的麥積山石窟齊名的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雲岡石窟共有大小洞窟 53 個，石雕造像 50000 餘尊，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共同遺產>。 

【萬年冰洞】它的奇特在於以本地洞外的氣候條件論，根本構不成結冰的環境，而洞內一年四季
冰柱不化，愈往深處冰愈厚。特別是夏天，洞外碧草如茵，鮮花盛開，而洞內寒氣逼人，冰
筍玉立。 

【平遙古城+電瓶車進出城】：其【古城牆】，是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城樓、角樓雄偉壯觀，全城
民居及市井店鋪保存良好，仿若時光倒流返回明清時代。 

【壺口瀑布】晉陝大峽谷的雄偉壯麗的景色；“萬里黃河一壺收”，由於黃河流至壺口一帶，兩
岸蒼山夾峙，把黃河水約束在狹窄的黃河峽谷中，河水聚攏，收束為一股，形成特大馬蹄狀
瀑布群；主瀑布寬 40 公尺，落差 30 多公尺，瀑布濤聲轟鳴，水霧升空，驚天動地，氣吞山
河，奔騰呼嘯，躍入深潭，濺起浪濤翻滾，形似巨壺內黃水沸騰；巨大的浪濤，在形成的落
差注入谷底後，激起一團團水霧煙雲，景色分外奇麗。 

【塔爾坡古村】此村落已有 1500 多年的歷史了，村裏共有二十多個院落，依山而建，有穴居土窯
洞、镟拱石窯洞、石木結構的瓦房，是現存古民居的活化石。 

【常家莊園】是清代晉商巨賈常氏一族的私家莊園。常家作為堅持“學而優則賈”的儒商世家，
家族中既有進土、舉人、秀才，又不乏書畫名家。這里的藝術含量也很高。分布于各個大院
的門式、窗飾、彩繪、匾額、楹聯、磚雕、木雕、碑刻法貼等堪稱晉商文化精品。 

 
 
 

第 
一 
天 

桃園太原汾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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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往山

西省會太原。太原為山西省-省會，有“龍城寶地”之譽，是一座文化底蘊深厚的歷
史文化名城，建城已達 2500 多年，自然山水與歷史文物薈萃。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門，

更是兵家必爭之地，有無數歷史遺跡。既有被歲月重新雕琢的古老石窟，也有不同宗
教信仰的各種寺院。抵達後，專車前往參觀【汾河公園】景區，一幅大自然的美景立 
刻映入眼簾，再向那碧水汾河一望，河水波光粼粼，美景盡收眼底，讓人不由發出讚
嘆：“要問天下那裡美，無人不說汾河灘”。曾獲得“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的殊榮。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山西麵食風味餐(餐標 40) 
住宿：和頤酒店~雙塔店(準)或同級 

第 
二 
天 

太原五臺山菩薩頂顯通寺塔院寺萬佛閣殊像寺  太原五臺山 220KM-3.5H 
    五台山是文殊菩薩道場，五座山峰分別供奉文殊菩薩的不同化身：東台望海峰供
奉聰明文殊，西台挂月峰供奉獅子文殊，南台錦繡峰供奉智慧文殊，北台葉斗峰供奉
無垢文殊，中台翠石峰供奉孺者文殊。首先前往【菩薩頂】在五台山靈鷲峰上，相傳
菩薩頂為文殊居處，故又名真容院，亦稱文殊寺。創建于北魏，歷代重修，明永樂以
后，蒙藏教徒進駐五台山，大喇嘛居于菩薩頂，于是菩薩頂成了五台山黃廟之首。這
里也是每年農歷六月初四到六月十五的黃教法會主場地，可以看到喇嘛們“鎮魔”的
盛況。隨後前往【顯通寺】該寺位于五台山中心區、菩薩頂腳下。也是五台山規模最
大、歷史最悠久的一座寺院，俗稱“祖寺”。全寺占地面積 43700平方米，現有大小
房屋 400多間，大多為明、清時期的建筑。它和洛陽的白馬寺同為中國最早的寺廟。
繼前往【塔院寺】內有五台山的標志性建筑──大白塔，塔高約 50米，通體潔白，
塔頂上懸有兩百多個銅鈴，聲音清脆悅耳。在白塔的東邊還有一座小白塔，相傳此塔
內藏有文殊菩薩顯聖時遺留的金發，所以又稱文殊發塔。而後前往【萬佛閣】位于塔
院寺山門石階東側，是塔院寺的屬廟。萬佛閣的主要建筑有文殊殿、五龍王殿和古戲
台。文殊殿是一座坐東朝西的兩層建筑，殿內下層供著文殊、普賢、觀音三位菩薩像，
上層殿內所供為地藏王菩薩，大殿的左、右、后三面牆壁上有無數的木制小格，格內
是小巧的泥塑貼金佛像，萬佛閣之名亦是由此而來。隨後前往【殊像寺】五臺山禪院
林立歷史悠久，五臺山最重要的一座就是殊像寺，殊像寺被認為是文殊菩薩在五臺山
的正宗祖庭，該寺創建於元代，於明代弘治年間和萬曆年間重修，與顯通寺、塔院寺、
菩薩頂、羅睺山共成為五臺山五大禪處，此處又稱為五臺山青廟（寺院分為青廟和黃
廟兩種，青廟住和尚，黃廟住喇嘛）。 
早餐：酒店內             午餐：五台風味(餐標 40)            晚餐：佛國素齋(餐標 40) 
住宿：花卉山莊 1 號樓或同級 



 

 
 
 
 

第 
三 
天 

五臺山渾源懸空寺登臨外觀應縣木塔大同華嚴廣場仿古街 
五台山大同 193KM-4H 

    早餐後，專車前往渾源縣。【懸空寺】（登臨）位於北嶽恒山腳下的金龍峽，距大
同市約 70 公里，北魏了然和尚所建，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此寺是恆山十八景
之首，依山而建，鬼斧神工於金龍峽內西岩峭壁上，寺廟建築皆為木結構，巧妙的利
用力學原理，好似懸掛半空中，驚險萬分，譽為”天下巨觀”。 而後車前往天下最
壯觀的木構建築【應縣木塔】(外觀)，始建於遼，外觀五層六簷，內崁四暗層，共九層塔
高 67 米，塔體建築不用鐵釘，框架全靠斗拱梁架崁在一起，實為古中國建築一大奇跡。
木塔除底部為石質外，全部用木頭建造，各層用內外兩圈木柱支撐梁架，而木柱之間以
不同規格的手法相連，組成各式各樣的複梁式木架，這一結構既堅固，又美觀。可以稱
得上是我國乃至世界古建築中的一件珍品。隨後專車前往中國北方邊陲重鎮大同，也是
“三代京華，兩朝重鎮”又舉世聞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以煤都著稱。抵達後，專車前往
【華嚴廣場】中間是個極為精美的音樂噴泉，高有 9.9 米,是以大同出土的漢代油燈「連

枝燈＂的形象所設計，風格獨特的侍女燈面容和祥、體態端莊，構思
巧妙。將兩樣同屬盛世之物更宏觀的展示在世人面前，與華嚴大寺的
宏大氣皖相得益彰。隨後安排【大同仿古街】是一條佈滿古代建築的
步行街。街上有各種各樣的小吃，還有琳琅滿目的珠寶店，古代器具可謂是應有盡

有。  
早餐：酒店內               午餐：渾源風味(餐標 40)        晚餐：大同火鍋風味(餐標 40) 
住宿：王府至尊酒店(準)或同級 

第 
四 
天 

大同雲崗石窟電瓶車寧武縣萬年冰洞電瓶車 大同寧武縣 209KM-3.5H 
    早餐後，專車前往中國佛教三大石窟首席代表【雲崗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 16
公里處武周山南麓，始鑿于北魏年間，因其高處名雲岡，故取名雲岡石窟。雲岡石窟
是與敦煌的莫高窟、洛陽的龍門石窟、甘肅的麥積山石窟齊名的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雲岡石窟共有大小洞窟 53 個，石雕造像 50000 餘尊，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共同遺產>。
其中第二十窟前的露天大佛（釋迦牟尼坐像）是雲岡石窟中的代表作，高約 14 米，

臉部線條柔和，雙目有神，是我國古代雕塑中的精品。隨後專車前往
寧武縣【萬年冰洞】。它的奇特在於以本地洞外的氣候條件論，根本構
不成結冰的環境，而洞內一年四季冰柱不化，愈往深處冰愈厚。特別
是夏天，洞外碧草如茵，鮮花盛開，而洞內寒氣逼人，冰筍玉立。而且系全國最大
的冰洞，也是世界上迄今爲止的永久凍土層以外發現的罕見的大冰洞。 

早餐：酒店內               午餐：雁北風味(餐標 40)        晚餐：寧武風味(餐標 40) 
住宿：蘆芽山國際酒店(準)或同級 

第 
五 
天 

寧武縣平遙古城電瓶車進出城古城牆日升昌票號古縣衙明清街古鏢局 
                                                        寧武縣平遙 297KM-4H 
    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共同遺產的【平遙古城+電瓶車進出
城】，其【古城牆】，是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城樓、角樓雄偉壯觀，全城民居及市井
店鋪保存良好，仿若時光倒流返回明清時代。平遙早期便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商業重
鎮，為了方便商人與貨品的進出，特別規劃為東西各兩座．南北各一座的６道城門，
每道城門還包括兩道交錯的小門，兩門之間空著露天的天井，形似一個大甕，因此稱
為甕城。遊客可以沿著掛滿旌旗的【登城馬道】拾級而上，慢慢體會個中奧妙。【日
升昌票號】便是坐落於西大街上，1823 年創立的曰升昌，在 1995 年改成中國票號博
物館，館內將清代票號的形成、發展與原始的票號模樣，原汁原味的呈現在遊客面前。
平遙城的街道佈局，嚴謹方正，兩兩對稱，【東城隍、西縣衙】、【南觀音、北關帝】。
【左文廟、右武廟】，【東道觀、西佛寺】，因此要玩樂這座名城並不困難，只要把握
【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與東大街】這 4 條主要幹道，便能在城內暢行無阻、玩樂
一整天。隨後前往【古縣衙】縣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軸線上從南向北依次為衙門、儀

門、牌坊、大堂、宅門、二堂、內宅等，並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橫街上。
現在縣衙的大堂等建築正在複修中，我們所能看到的僅為二堂、內宅
及二堂右側的耳房等，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門的特征，氣勢
莊嚴。南大街俗稱【明清街】，是平遙最熱鬧的街道。各種古玩鋪、
紀念品鋪，這裏幾乎都找得到。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平遙風味小吃(餐標 40) 
住宿：平遙會館(4 星房)或同級 



 
 

第 
六 
天 

平遙壺口瀑布景區交通車雲丘山塔爾坡古村皮影表演娶親民俗表演 
                                                    平遙雲丘山 290KM-4.5H 
    早餐後，專車前往中國最大的黃色瀑布～【壺口瀑布】，沿途可欣賞到黃土高原
風情、晉陝大峽谷的雄偉壯麗的景色；“萬里黃河一壺收”，由於黃河流至壺口一帶，
兩岸蒼山夾峙，把黃河水約束在狹窄的黃河峽谷中，河水聚攏，收束為一股，形成特
大馬蹄狀瀑布群；主瀑布寬 40 公尺，落差 30 多公尺，瀑布濤聲轟鳴，水霧升空，驚
天動地，氣吞山河，奔騰呼嘯，躍入深潭，濺起浪濤翻滾，形似巨壺內黃水沸騰；巨
大的浪濤，在形成的落差注入谷底後，激起一團團水霧煙雲，景色分外奇麗。隨後專
車前往【塔爾坡古村】整個村落依山傍水，古樹掩映。村前的神仙峪裏有從山上泉爾
凹流下的清澈見底的山泉水，村後背依著高峻挺拔的雲丘山主峰，玉蓮洞道觀雄踞古
村之上的抱腹岩中。古村有院落共計 43 處，依山而建，整體呈疊地式排列，建築多
為石砌拱頂的窯洞建構，也保有部分依山挖掘的石洞、土洞。村內有清代重修的土地
廟一座，戲臺一座，是村民們逢年過節酬神娛人、社火秧歌的場地。塔爾坡的房屋既
沿襲古老石構建築的特點，又充分利用了自然地貌，院子套院子，窯洞通窯洞，部分

院落之間有暗道相通，有很強的防禦功能與私密空間，形成了迷宮般的建築形態。古
村的村民在村前的山溝與山梁、山坡間因地制宜進行耕作。村子內外和村下神仙峪內
遍植古樹，柿子樹共有 100 餘株，多為 300 年樹齡的古樹，國槐樹 8 株，多為上千年
樹齡的古樹，楸樹、核桃樹、花椒樹、構樹、柏樹、松樹、桐樹、豹榆樹、欒樹、桃
樹、杏樹、桑樹等上千株。塔爾坡古村落一年四季掩映在古樹密林之中，構成了世外
桃源般的古村落。 
早餐：酒店內                午餐：黃河鯉魚(餐標 40)               晚餐：養生齋(餐標 40) 
住宿：雲丘山窯洞大院(準)或同級 

第 
七 
天 

雲丘山常家莊園寶源老醋坊榆次                      雲丘山榆次 390KM-4.5H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常家莊園】位于太原東南晉中市榆次區的常家莊園，是
清代晉商巨賈常氏一族的私家莊園。常家作為堅持“學而優則賈”的儒商世家，家族
中既有進土、舉人、秀才，又不乏書畫名家。這里的藝術含量也很高。分布于各個大
院的門式、窗飾、彩繪、匾額、楹聯、磚雕、木雕、碑刻法貼等堪稱晉商文化精品。   高
大的堡門坐西朝東，名為郭艮吉，門外有條環牆的深宅大院小河，大門口架著白色石
拱橋。與宅院相應的還有百余畝集南北風格于一體的園林──“靜園”， 園內有樓
台閣榭，還有杏園與桑園，冬天湖上結著冰，春天時，滿園杏林飄香。隨後專車前往
【寶源老醋坊】。清徐縣是山西老陳醋的發源地，被稱為“中國醋都”。寶源老醋坊採
用明清建築風格，青磚、灰瓦、古木雕刻，完全還原明清醋坊老陳醋生產工藝，釀醋
器具、工具和服飾，從釀醋原料到成品一步步再現了古代釀醋工藝。身著明朝服飾的工作人員一項
一項的像遊客演示著老陳醋傳統釀造的道道工藝。這裏還有很多種類的山西老陳醋，遊客可以根基
自己的喜好，購買一些作為禮物回家送人。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40)         晚餐：晉中風味(餐標 40) 
住宿：萬豪美悅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八 
天 

榆次太原武宿機場桃園              榆次武宿國際機場 20KM-0.5H 
    早上專車前往太原武宿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結束山西 8 天之旅。太原.五臺山.懸空寺(登
臨).應縣木塔.大同(雲岡石窟+電瓶車).甯武(萬年冰洞+電瓶車).平遙古城+電瓶車.壺口瀑布+景區環
保車.塔爾坡古村(皮影表演+娶親等民俗表演).常家莊園.寶源老醋坊 悠然八天之旅。 
早餐：酒店打包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媽媽的菜(無價) 
住宿：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