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陽朔 5 日(喜來登 2 晚+車上 wifi) 

出發日期:10/30   售價:2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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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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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脊梯田】 觀賞素有“世界一絕，龍脊梯田”，賞奇絕天下的【龍脊古壯寨梯田】欣賞千層梯田

之立體的龍脊美景，瞭解當地原汁原味的民風民俗及稻作文化，觀氣勢磅礴的龍脊梯田，為桂林山

水旅遊、攝影最佳自然風景之一； 

雄偉壯觀的梯田景色和純樸的壯、瑤民俗風情都是那樣的迷人；龍脊梯田集壯麗與秀美為一體，如

鏈似帶高低錯落；梯田之間蘊含著的少數民族文化豐富，保護完整，堪稱世界的瑰寶。 



【銀子岩】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荔浦縣，銀子岩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貫穿十二座

山峰，屬層樓式溶洞，洞内匯集了不同地質年代發育生長的鍾乳石，晶瑩剔透，潔白無瑕，宛如夜

空的銀河傾斜而下，閃爍出像銀子、似鑽石的光芒，所以稱爲“銀子岩”。 

 
◆【船遊世外桃源】: 乘小機動船遊覽走入傳說中的世外桃源。 

◆【堯山纜車】峰海山濤，雲水煙雨的桂林山水風光盡收眼底。 

◆【異國風情~陽朔西街】踏著古老的青石板路，慢慢品位西街那獨特的異國酒吧文化。 

 

●特別安排精彩戶外山水秀● 

【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戶外山水秀～印象劉三姐】 欣賞國內最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工程及煙霧效果

工程，大型實景演出，著名導演張藝謀擔任總導演。 

讓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利用山峰隱現、水鏡倒影、竹林輕吟、煙雨點綴等漓江四季景觀，

創造出如詩如夢的視覺效果，營造出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餐食安排:● 

全程餐標 RMB40，並安排一餐喜來登酒店自助餐 ，非市場上一般行程僅 RMB25 標左右。 

★啤酒魚風味(40RMB)       ★芋頭宴(40RMB)       ★阿甘酒家(40RMB)      ★火鍋風味 RMB40/人 

★壯族風味 RMB40/人        ★喜來登自助晚餐       ★曾三家味館 RMB40/人      ★ 澳門酒家 RMB40/人 

  

●【貼心規劃】●每人每日礦泉水一瓶 

●【好禮贈送】●繡球、水晶印章等 

●【購物安排】●無購物 

●【自費安排】●無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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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30(二) BR759 桃園機場 16:55 桂林 19:20 

2 2018-11-03(六) BR760 桂林 20:35 桃園機場 22:5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桂林-陽朔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班機飛往有“山水甲天下”之稱的廣西

省—桂林市。 

桂林是中國大陸熱門旅遊城市，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北

部，氣候宜人，市區發展風貌獨具，是世界各地觀光客公認的

中國「十大名勝」排名第二的風景旅遊點。抵達後專車前往陽

朔~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新西街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陽朔【銀子岩、江游船(興坪碼頭)、興坪古鎮、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西街】 

★【銀子岩風景區】其景區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岩內洞

府分水陸兩層，特色景點數十個，其中“廣寒深宮”、“金銀

群塔”、“雪山飛瀑”…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岩中暗河潛山蜿

蜒而來，迂迴曲折、神秘幽深，河水清澈、游魚可數，銀子岩

景觀以雄、奇、幽、美獨領風騷。 

●【興坪碼頭船遊漓江】搭乘遊船遊覽漓江，漓江之旅令人完

成沱浸在水墨畫的世界中，沿途山水舉世聞名。遊漓江，有一

個絕妙之處，就是不愁天氣變化，因為不同天氣漓江景色有不同特點：晴天，看青峰倒影；陰天，看

漫山雲霧；雨天，看漓江煙雨。甚至是陰雨天，但見江上煙波浩渺，群山若隱若現，浮雲穿行於奇峰

之間，雨幕似輕紗籠罩江山之上，活像一幅幅千姿百態的潑墨水彩畫。正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絕妙

漓江泛秋圖」。〝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的個中樂趣。 

◎【興坪古鎮】興坪是漓江河畔一個小鎮，漓江在此繞了一個大彎。興坪依山傍水，風景薈萃，粉墻

烏瓦石板小巷，是漓江沿岸最美麗的古鎮，竹筏碼頭附近更是 20 元人民幣紙鈔上那桂林山水畫像的取

景地。 

★【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戶外山水秀～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欣賞國內最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工程及

煙霧效果工程，大型實景演出，著名導演張藝謀擔任總導演。讓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利用山

峰隱現、水鏡倒影、竹林輕吟、煙雨點綴等灕江四季景觀，創造出如詩如夢的視覺效果，營造出天人

合一的完美境界。 

※印象劉三姐秀如遇天候不佳或停演, ,則以退費方式處理，或以夜游四湖替代 



●【陽朔西街】不到一公里的陽朔西街，位於縣城中心，全長 517 米，寬 8 米，大理石路面，呈彎曲

的 S 形，房屋建築古色古香，地方特色濃厚。薈翠各種旅遊紀念品、小吃於街市。其充滿了異國情調

的夜景更是風情萬種，風俗濃鬱。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芋頭宴 RMB40/人 

晚 啤酒魚 RMB40/人 

夜宿  新西街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陽朔【世外桃源】-/桂林【靖江王府-獨秀峰、東西巷、山水間秀】 

★【世外桃源】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秀美的山水田園風光，清

波蕩漾的燕子湖鑲嵌在大片的綠野平疇之中，宛如少女的明眸

脈脈含情，湖岸邊垂柳依依，輕拂水面，一架巨大的水轉筒

車，吱吱呀呀地搖著歲月，也吟唱著鄉村古老的歌謠，放眼望

去，遠方群山聳翠，村樹含煙，阡陌縱橫，屋宇錯落，宛若陶

淵明筆下：芳草鮮美，落英繽，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桃源畫

境。 

◎【靖江王府】為明代靖藩府城，又因南明永曆帝朱由榔蒙塵曾駐蹕在此，故又稱《皇城》。明洪武

三年朱元璋封其任孫朱守謙為靖江王，就藩於此。五年始建王府，二十六年築府城。府第建築悉依藩

王規制。主體佈局有承運門、承運殿、寢宮、左宗廟、右社壇。主體兩側有眾多的廳堂樓閣、書屋軒

室。 

●【獨秀峰】位於市中心以靖江王城內, 孤峰突起, 陡峭高峻, 氣勢雄偉, 素有“南天一柱”之稱。山東

麓有南朝劉宋時文學家顏延元讀書岩, 為桂林最古老的名人勝跡。顏曾寫下“未若獨秀者, 峨峨郛吧

間”的佳句, 獨秀峰因此得名。假當晨曦輝映或晚霞夕照, 孤峰似披紫袍金衣, 故又名紫舍山。 

●【東西巷】東西巷是桂林明清時代遺留下的唯一的一片歷史街巷，空間尺度宜人，是桂林古歷史風

貌的觀景區，包含了正陽街東巷、江南巷、蘭井巷等桂林傳統街巷。體現了桂林的歷史文脈。因此東

西巷歷史文化商街作為桂林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傳統居住、傳統商業、文化體驗、休

閒旅遊等主要功能為基礎、融合景區遊賞，以市井街巷、名人府邸特色，同時體現時代發展的多元文

化複合型歷史風貌區。 

★【山水間秀】是一台應用國際一流舞臺技術、以桂林風情歌舞與精品雜技綜合表演藝術形式、以一

個奇特的角度為觀眾講述桂林山水故事的旅遊舞臺秀。這台演出由桂林市旅遊文化演藝有限公司出

品，由 2008 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導演組成員、閉幕式執行副總導演、2010 年廣州亞運會開幕式執行總

導演章東新編劇執導，歷時兩年策劃創意、構思編排，傾全力精心打造完成。全劇以桂林地域文化為

根脈，以“遊客”一角為引線串聯全篇，將桂林群峰之形、秀水之態、人物之色、田園之美、神仙之

奇和生活之趣揉入跌宕起伏的劇情，以神奇玄幻的藝術表現手法為觀眾打造全景視聽體驗。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火鍋風味 RMB40/人 

晚 阿甘酒家 RMB40/人 

夜宿  喜來登飯店 



第 4 天 桂林-龍勝【龍脊梯田、古壯寨】-桂林 

★【龍脊梯田】龍脊梯田地處海拔 1916 米的崇山峻嶺深處，

梯田海拔最高處 1180 米，最低 380 米，垂直落差 800 米，面

積 71.6 平方公里。她以磅礴的氣勢、流動的線條，變幻的神

韻和獨特的民俗風情而享譽中外，為天下梯田之望塵莫及，堪

稱“世界之最”和“天下一絕”，這裏的氣候濕潤溫和，由於

海拔較高，形成高山、深谷的大落差使得梯田周邊遠有高山雲

霧，近有河谷急流的景觀，形成世界一絕的自然的生態環境，

您若是碰上細雨濛濛的天氣來觀賞雨霧中的龍脊梯田那是最賦

有詩情畫意的事了，您仿佛一下就走進了中國古代的水墨山水國畫中，又仿佛置身於一個神秘的童話

世界，那雨霧中約隱約現的龍脊梯田可以層現出夢幻般的輪廓，梯田的線條在雨霧中更顯得柔美，像

一個剛沐浴完的少女披散著長髮在柔美的向您傾訴。龍脊的雲霧給梯田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就像

“蒙娜麗莎”的微笑等待著您去發掘，龍脊的雨霧隨風而動變幻出神奇的圖案，給您像雨像霧又像風

的感覺，那潔白的雲霧、銀亮的山泉，和那在雨霧中沉睡的村寨則被空靈成仙宮了，龍脊靈氣吐納的

山光水色可以讓您沉醉的迷戀。 

●【古壯寨】是壯族梯田的發源地，目前有 300 戶人家，1100 多人口，是具有較高人文觀賞價值和梯

田觀賞價值的壯族古老村寨，歷史悠久，清明時就以盛產茶葉而聞名。，龍脊古壯寨梯田文化觀景區

最高海撥 1300 米，最低海撥 350 米，這裡的梯田其規模和氣魄之大，巍峨、雄渾，像巨龍一樣綿亙不

絕，至今還保留著的清朝潘天鴻的廉政碑和康熙兵營舊址等文物古跡。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壯族風味 RMB40/人 

晚 喜來登自助晚餐 

夜宿  喜來登飯店 

第 5 天 桂林【堯山+纜車、訾州公園(象鼻山景觀平台+電瓶車)、榕杉湖公園(古南門+黃庭堅系舟

處)】/桃園國際機場 

★【堯山+纜車】堯山在桂林市東北, 距市中心約 10 公里。堯

山主峰海拔 909.3 米, 相對高度 760 米, 是桂林最高的山峰。 山

勢大致南北延伸, 高大雄渾, 狀如伏牛, 俗名牛山。乘環保車直

達堯山之巔，極目遠眺，峰海山濤，雲水煙雨的桂林山水風光

盡收眼底。 

★【訾洲公園(象鼻山觀景平台+電瓶車)】訾洲，因唐代洲上

曾有訾姓人家住而得名。洲呈條形如舟浮水中，又稱浮洲，漓

水環繞，群山環繞，群山簇擁，東靠普陀，月牙，西對象山，南接穿山，塔山，備有伏波，疊彩，鬥

雞，南溪、獨秀、堯山視野可及。每到秋天，洲上蒼翠之中紅黃秋葉翩翩，訾洲紅葉桂林秋為桂林勝

景。在煙雨彌漫的時節，雲紗霧幔，訾洲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嵐霧繚繞，洲島隱約可見，或淡或

濃，猶如一幅水墨畫卷，充滿詩情畫意，訾洲煙雨是桂林著名的老八景之一。 

●【榕杉湖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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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已一千多年歷史的桂林古城門，位於桂林市榕湖北岸，是宋代桂林城南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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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曾三家味館 RMB40/人 

晚 澳門酒家 RMB40/人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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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程須 15 人以上始可成團，最高成行人數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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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

需要有家人或有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小費參考： (A)不含全程領隊、導



遊、司機小費，全程 NTD$200 X 6 天 =NTD$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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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際冠碼＋大陸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002 ＋ 86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人在中國大陸，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台北區

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00＋ 886 ＋ 2 ＋台北家中電話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敬請自備。 大陸地區氣溫較台灣低，可斟酌加

帶一二件禦寒衣物，冬季請帶保暖外套，尤其山區晚間較冷，如可能請攜帶雨具，避免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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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