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鄭州美景 5 日 

出發日期:11/02、11/23、11/30、12/07、12/14、12/21、01/25、02/22 

售價:16,800 元 

【景點介紹】 

✿雲臺山風景區+環保車: 

雲臺山位於河南省修武縣境內，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質公園，同時又是河南省唯一一個集國家重點風景名勝

區、國家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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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  

中國著名的三大石刻藝術寶庫之一，2000 年，龍門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位於河南省洛陽南郊 12 公

里處的伊河兩岸。經過自北魏至北宋 400 餘年的開鑿，至今仍存 

有窟龕 2100 多個，造像 10 萬餘尊，碑刻題記 3600 餘品，多在伊水西岸。數量之多位於中國各大石窟之首。 



 
 

✿世界文化遺產--武林聖地--少林寺  

位於河南省鄭州市登封的嵩山，是少林武術的發源地，禪宗祖庭。由於其座落嵩山的腹地少室山下的茂密

叢林中，所以取名“少林寺”。有“禪宗祖廷，天下第一名”之譽。 

 



【風味餐安排】 

精心安排各式風味餐，每餐餐標：人民幣 40-50/人 

包子風味、半水席、雲台風味、老媽火鍋…等。 

【特別贈送】 

礦泉水無限 

【購物安排】 

不進購物站 

★註：該團型車上將會推薦土/特產，您可依個人需求購買。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11-02(五) BR710 桃園機場 08:30 鄭州 11:20 

2 2018-11-06(二) BR709 鄭州 12:25 桃園機場 15:1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鄭州【包公祠、鐵塔、七盛角】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今日搭乘長榮直飛班機前往河南省鄭州市。 

★【包公祠】是後人為紀念北宋名臣包拯而建的一座祠堂。包

公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婦孺皆知，中國的傳統戲曲曲目中的「鍘

美案」等都生動描述了這位清官是怎樣的不畏強權，執法如

山。包拯在北宋時期曾任開封府尹，一生為官清廉，其功德為

後人世代傳頌。 

★【鐵塔】由於其塔身全部以褐色琉璃瓦鑲崁構建而成，看似鐵色，故名鐵塔。 

 

●【七盛角】位於開封清明上河園迎賓門南側，是一個集時尚購物、特色餐飲、民宿客棧、娛樂休

閒、文化體驗為一體的全仿宋建築文化休閒街區。七盛角，就像麗江古城的四方街，成都的寬窄巷

子，充滿小資的情調。這條小巷蜿蜒曲折，兩邊是清一色的仿古建築，院落、街巷與水岸、湖泊、荷

塘、石橋相呼應。這裡有茶館、戲樓、酒吧、客棧、時尚店鋪、主題餐飲、文創空間；在這裡，你可

以停下腳步，去感受生活的滋味，品味優雅的灑脫，在這裡淘文創、泡酒吧、賞民俗、品小吃、住客

棧，讓生活節奏慢下來。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同心飯店 RMB50/人 

晚 包子風味 RMB50/人 

夜宿  ★★★★★ 承譽德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新密-登封-洛陽【少林寺(含電瓶車、塔林、武術表演)、龍門石窟（安排電瓶車+導覽

器）】 



★【少林寺】建於北魏太和十九年(西元 495 年)，是孝文帝爲

安頓印度高僧跋陀而建，因其建於嵩山少室密林之中，故定名

“少林寺”。北魏孝昌三年(西元 527 年)，印度高僧菩提達摩

來到少林，在少室山五乳峰一天然石洞面壁九年，首傳禪宗。

至此少林被稱爲“禪宗祖庭”。唐初，少林寺志堅、曇宗等十

三棍僧，在秦王李世民討伐王世充的征戰中，立下漢馬功勞，

得到了李唐統治者的讚譽和封賞。在此期間，由於朝廷的大力

支持，少林寺發展極快，博得了“天下第一名刹”的美稱，少

林功夫也從此美名遠揚。明代達到鼎盛。少林寺以東 300 米處有塔林，為埋葬少林高僧的墓地。續欣

賞精彩絕倫的--少林武術表演。 

★【龍門石窟】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石窟開鑿於 1500 年前，現存石窟 1300 多個，造像 10 萬餘尊，佛

塔 40 多座。主要洞窟有古陽洞、奉仙寺、蓮花洞、萬佛洞賓陽中洞等文化遺址。龍門石窟是中國古代

封建政權淩駕於佛教之上的宗教藝術，由於魏、唐兩代皇室的參與而形成了龍門石窟皇家風範的重要

特色。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禪武風味 RMB40/人 

晚 半水席 RMB50/人 

夜宿  ☆☆☆☆☆友誼賓館 或同級 

第 3 天 洛陽【麗景門（不登城）、明清一條街】-焦作【雲臺山風景區(環保車)、紅石峽、茱萸

峰】 

【★麗景門+●明清街】古都洛陽從夏開始共 13 個朝代先後在

此建都，麗景門建于隋唐，因是南北大運河的交匯處，為天下

舟船所集，商銀貿易，車馬填塞。今日的麗景門由城門樓、甕

城、箭樓、城墻、護城河等部分組成，其城垣高厚，重門疊

關，氣勢磅礡，其規模之宏大在河南古建築中居於首位，被稱

為古都第一門。古城內仿古街店鋪林立，商賈雲集，熙熙攘

攘，熱鬧非凡。 

★【雲臺山風景區】區內層巒疊嶂，泉瀑爭流，峭壁懸崖，奇石翠柏遍佈山岩，有大小名峰 36 座，天

然溶洞十數個，潭瀑泉池不計其數。以水叫絕。單級落差 314 米的雲台天瀑雄冠全國之最，形成雲臺

山獨有的瀑布景觀；雲臺山瀑布爲亞洲落差最大的瀑布，在小九寨景區您還可以感受到如九寨溝風光

的北方山水的秀美。 

【紅石峽】以丹霞地貌著稱於世，被譽為“中原第一景”。這個景區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

瀑、溪、潭於一穀，有“盆景峽穀”的美譽。全長約 1500 公尺，是雲臺山景區峽谷的主要代表，景區

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穀，這裏外曠內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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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峽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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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茱萸峰】海拔 1308 米，是雲臺山的主峰，因在古時候遍生芳香植物茱萸而得名。雲臺山古時候稱為

「覆釜山」，就是因為雲臺山的主峰—茱萸峰，孤巒秀矗，如同一口巨鍋倒扣在群峰之上。深秋的雲



臺山萬山紅遍，登上茱萸峰，一覽眾山小，層巒疊嶂，泉瀑爭流，峭壁懸崖，奇石翠柏遍佈山岩。唐

代詩人王維更在茱萸峰寫下了「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千古絕唱。登上峰頂，極目遠

眺，可見黃河如銀帶；俯視腳下，群峰形似海浪湧。山頂氣候多變，倏忽間風起雲生，白霧從山間咕

嘟嘟地湧出，紅日隨即隱去。山峰在雲霧中出沒，雲騰山浮，如臨仙界。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雲台風味 RMB40/人 

晚 中式合菜 RMB50/人 

夜宿  ☆☆☆☆☆林州建通金圓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林州【林州大峽谷(含環保車)-太行天路(玻璃棧道)、桃花谷】-鄭州 

 ★【林州大峽谷】即為林州太行大峽谷，太行大峽谷有著典型

的北方山水的特色，除了林海和瀑布，還處處可見刀削斧劈的

懸崖，是“北雄風光”的典型代表。整個景區分為三大區域：

桃花谷、王相岩和太極冰山。 

【太行天路桃花谷】太行天路位於太行山之巔，北起桃花谷景

區，南至仙霞谷景區，全長約 30km，既是景區環線遊覽道路

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俯瞰太行山壯美風光的絕佳位置。太行

天路包括凌雲廊，天境，平步青雲，中華之根，天路驛站和夢幻谷，不語台，攬勝台，魯班豁，虎踞

盤龍一共十個景點。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太行風味 RMB40/人 

晚 老媽火鍋 RMB50/人 

夜宿  ★★★★★新田雅高美爵酒店 或機場萬怡酒店 或同級 

第 5 天 鄭州【外觀鄭東新區】-／桃園國際機場 

◆【鄭東新區】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市區東部，是鄭州市委、

市政府根據國務院批准的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該區以遷建的

原鄭州機場爲起步區，以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爲基礎,西起老

107 國道，東至京珠高速公路，南自機場高速公路，北至連霍

高速公路，遠期規劃總面積約 150 平方公里，相當於目前鄭州

市已建成市區的規模（建成區面積 132 平方公里,市區常住人

口 260 餘萬人），將在未來 20——30 年內建成。鄭東新區開

發建設作為河南省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龍頭專案，已被河南省政

府作為重點工程列入日常工作。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此行程須 15 人以上始可成團，15 人(含)以上即安排專屬優質專業領隊隨團服務。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如靠

窗、靠走道或是同行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更行

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

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依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大陸飯店幾乎都沒有 3 人房，若是加床

大多加鋼絲床墊，每家飯店狀況不同需依實際情況處理，請依兩人一室為主，敬請見諒！ 

★前往中國區域團體旅遊，預定房型均以兩小床為主。若您希望指定大床房型，請於出發前提出並需

看酒店可否提供後才能確認，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 (部分飯店可能需另外加價)。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方法與口味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素食餐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

敬請告知素食旅客前往中國旅遊，若感不足可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小費參考： 

(A)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服務小費是由各位貴賓給予領隊、導

遊、司機等人員之肯定與鼓勵，感謝您的嘉許。 

(B)床頭小費及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請自付，約人民幣 5-10 元，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C)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行程中如遇老人或兒童優免票一律不予退還。 

★出境：台弊：現金不超過 60,000 元。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電壓：中國大陸電壓為 220 伏特，插座為 2 孔圓形、2 孔扁型，（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中國大陸》 

★購物活動說明： 

一般國營商店皆為不二價，私營企業（個體戶）則彈性頗大，請自行議價決定。‧有人兜售物品，切

勿與其交談及購買。‧請依據自己之需求決定是否購買，購物時記得索取收據並注意店名、數量、單

位是否正確，以防出境時海關人員查詢。‧大陸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與台灣不盡相同，請向商家詢問

清楚，以免發生糾紛。 飲水：大陸任何城市之自來水均不得生飲，請飲用經煮沸之開水或礦泉水。 飲

食：餐廳定時供餐、逾時不候。旅館外的餐廳多半衛生較差、請注意飲食衛生。 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

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