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陝西深度文化全覽 12日～ 
陝北黃土高坡民俗風情、中國千年文化巡禮 

法門寺 
有「關中塔

廟始祖」之

稱。法門寺

因舍利而置

塔，因塔而

建寺，原名

阿育王寺。

釋迦牟尼佛

滅度後，遺

體火化結成

舍利。 

【購物安排】無購站安排 

【自費推薦．絕無壓力】仿唐歌舞秀 NTD.800/人 

【貼心安排、好禮相送】 ★每人每天 1瓶礦泉水   

  航班號碼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CI561  桃園(TPE)//咸陽國際機場(XIY)   1310~165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4%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D%E5%88%A9


回程航班 CI562  咸陽國際機場(XIY))//桃園(TPE)   1810~2155 

第 1天 臺北／西安 

西安：古稱長安、京兆、鎬京，是陝西省省會。西安地處中國陸地版圖中心，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

津冀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門戶城市與重要交通樞紐，北瀕渭河，南依秦嶺，八水繞長安。西安歷史悠

久，有著 7000 多年文明史、3100 多年建城史、1100 多年的建都史，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重要發祥

地，絲綢之路的起點。 

 

早餐：X                     中餐：機上套餐            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 準 5皇城豪門酒店  或同級  

第 2天 西安/臨潼【兵馬俑+單程電瓶車、秦始皇陵（含電瓶車）】/華山 

◆兵馬俑：(含 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環幕電影)，位於西安以東 35 公里，1974 年被當地農民在打

井時意外發現，1979 年博物館隆重開放，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

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秦始皇陵：陵園仿照秦國都城咸陽建造，大體呈回字形，陵墓周圍築有內外兩重城垣，陵園內城垣

周長 3870 米，外城垣周長 6210 米，陵區內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築為寢殿、便殿、園寺吏舍等遺

址。陵墓規模宏大，修建時間長達 37 年之久，分為內外兩城，內城方形，外城長方形。陵園南部是墓

葬區，今墓塚為四方錐形，底部南北長 515 米，東西寬 485 米，高 55 米。墓內機關重重，有眾多的

珍品陪葬。雖然始皇陵的價值極高，但由於各種原因，迄今為止尚不能挖掘。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褲帶麵風味 50RMB             晚餐：華山風味 50RMB   

住宿：準 5華山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 3天  華山【華山風景區+進山車+北峰往返索道】/運城 

◆華  山：山體倚天拔地，四面如削，更有千尺幢、百尺峽、蒼龍嶺、鷂子翻身、長空棧道等十分險峻

之地，被譽為「奇險天下第一山」。華山共有五峰，即東峰朝陽，西峰蓮花，中峰玉女，南峰落雁，

北峰雲台。南峰落雁，為太華極頂，海拔 2154.9 公尺；西峰最險，海拔 2082 公尺；北峰最低，海拔

1614.7 公尺。另外，南峰落雁、東峰朝陽，西峰蓮花，合稱「天外三峰」。華山同時也是道教名山，

是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四洞天。華山自古以來就是負有盛名的勝地，傳說蕭史在此吹簫引來秦穆公女弄

玉傾慕，隋唐孫思邈常入華山采藥，北宋即有睡仙陳摶隱居於此。1982 年，華山以「陝西華山風景名

勝區」的名義，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名單，其遊覽面積約

150 平方公里。 

華山又名西嶽，與東嶽泰山並稱。據說是因周平王遷都洛陽，華山位於東周京城洛邑之西，故稱「西

嶽」，以後秦王朝建都咸陽，西漢王朝建都長安，都在華山之西，所以華山不再稱西嶽。後來漢光武

帝劉秀在洛陽建立東漢政權，華山又恢復了「西嶽」之稱，並一直沿用至今。「西」是指地處中原的

西邊，而「嶽」是中國五大名山的總稱。華山是五嶽中最年輕的山脈，據地質部門 1984 年觀測，目前

它還在繼續增高。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  華山氣鍋雞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準 5建國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4天  運城【關帝廟】/壺口【壺口瀑布】/延安 

http://baike.baidu.com/view/479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7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7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8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6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2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2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02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7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8D%81%E5%85%AD%E6%B4%9E%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9%87%8D%E9%BB%9E%E9%A2%A8%E6%99%AF%E5%90%8D%E5%8B%9D%E5%8D%80


◆關帝廟：解州關帝廟，以其曆史悠久，規模宏大，氣勢非凡而享譽華夏，揚名海外。解州關帝廟位

於山西省西南的運城，解州作為關公的故鄉，關帝廟興建的曆史頗早。據碑刻記載，遠在隋朝之際，

解州關帝廟便已經修建。目前的解州關帝廟，總占地麵積有七點三萬平方米，是海內外關帝廟中占地

最廣的一處。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間，解州關帝廟被譽為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神聖殿堂。無論是“天

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丈夫氣概，或關公“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道德操守，或待人處事的

“忠、誠、信、義”，此處都是當時進行道德教化的一個重要場所。 

◆壺口瀑布：是黃河中游流經晉陝大峽谷時形成的一個天然瀑布。西瀕陝西省宜川縣，東臨山西省吉

縣，距山西吉縣城西南約 25 公里。瀑布寬達 30 米，深約 50 米，最大瀑面 3 萬平方米。與中越邊界

的德天瀑布、貴州省黃果樹瀑布同為中國三大瀑布。滾滾黃河水至此，500 餘米寬的洪流驟然被兩岸

所束縛，上寬下窄，在 50 米的落差中翻騰傾涌，聲勢如同在巨大無比的壺中傾出，故名「壺口瀑

布」。中國古籍尚書《禹貢》曰「蓋河漩渦，如一壺然」。兩大著名奇景「旱地行船」和「水裡冒

煙」，更是罕見。 

◆延安：位於陝西省北部，是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終點，及中國共產黨在 1935 年至 1948

年的根據地，是中共革命聖地。主要景點寶塔及窯洞等，多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舊址，附近有黃帝陵

及黃河壺口瀑布等人文自然景觀。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4星棗園賓館或同級  

第 5天  延安/靖邊【波浪谷景區】 

◆波浪谷景區：俗稱閆寨子。靖邊波浪穀岩石叫紅砂岩，學術上被稱為"砒砂岩"，成於古生代二疊紀和

中生代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之間。這是地球歷史中地質最活躍、生物最繁茂、動物最龐大的時

代。關於波浪穀這種奇怪岩石的形成，有關記載是這麼說的：波浪穀展示的是由數百萬年的風、水和

時間雕琢砂岩而成的奇妙世界。波浪穀岩石的複雜層面，是由一億五千萬年前侏羅紀就開始沉積的巨

大沙丘組成。沙丘不斷地被一層層浸漬了地下水的紅沙所覆蓋，天長日久，水中的礦物質把沙凝結成

了砂岩，形成了層疊狀的結構。靖邊波浪穀在陝北這個黃土覆蓋的地方能有這樣的石頭景觀真是個奇

跡了。靖邊“波浪穀”這一名稱是來這裡的攝影者給予的，它與亞利桑那州的波浪穀是有一定區別。

亞利桑那州的波浪穀在紅色之間夾有白色線條，紅白相間，而靖邊的波浪穀則以紅色為主。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陝北風味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4星環亞酒店或同級  

 

第 6天  靖邊 【統萬城遺址】/榆林【鎮北台】 

◆統萬城遺址：最早是大夏的都城，也是匈奴在中國境內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遺址。在大夏國滅亡

後，該城池先後成為夏州、朔方郡及夏州都督府的駐地，後被党項族所占據。由於城池四周荒漠化加

劇等原因，994 年，宋太宗下令毀壞該城並將城內居民遷出，統萬城逐漸被荒廢，至明初完全廢棄。

1845 年，統萬城遺址重新被發現，1956 年得到正式確認。 

◆鎮北台：世界文化遺產，鎮北台是明代長城遺址中最為宏大、氣勢最為磅礴的建築物之一，素有中

國長城“三大奇觀之一（東有山海關、中有鎮北台、西有嘉峪關）”和“萬里長城第一台” 之稱。陳

運和詩贊“萬里長城的一塊堅硬脊椎骨鎮北台、永在”、“上臺下臺演王朝 進戲出戲扮將士”。鎮北

台據險臨下，控南北之咽喉，如巨鎖扼邊關要隘，為古長城沿線現存最大的要塞之一，是長城的重要

組成部分。鎮北台呈方形，共 4 層，高 30 余米。台基北長 82 米，南長 76 米，東、西各 64 米，占地

面積 505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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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農家風味 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準 5永昌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 7天  榆林【紅石峽】/米脂【李自成行宮】/延川 

◆紅石峽：紅石峽谷長約 350 米，峽谷東崖高約 11.5 米，西崖高 13 米，東西對峙，峭拔雄偉。峽內

榆溪河水穿峽而過直達城西。古代駐守榆林的文人墨客甚至武將都喜好到紅石峽題刻以抒發邊塞豪情

壯志，所以紅石峽又是長城書法藝術的一大寶庫。從題字的內容，可以看出榆林古時“九邊重鎮”的

地位。此外，還可以欣賞到宋元時期的石窟藝術。趕上晴天，就可以一睹“紅山夕照”的風采：夕陽

之下如同晚霞一般絢麗的紅石峽風光。是著名的“榆林八景”之一。 

◆李自成行宮：明崇禎十 六年，李自成稱“新順王”在西安建大順國後，遂命人在這裡修建了行宮和

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來。李自成行宮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後，其侄李過奉命回米脂修建的。

行宮依山據險，前後 2 層 90 級臺階，將秀麗別致的樂樓、梅花亭、捧聖樓、二天門以及淩空而立的玉

皇閣聯結托起，蜿蜒有序地直上山巔。在山頂一塊空闊的平地上建有巍峨、富麗的啟祥殿和兆慶宮。

其建築雄奇挺拔，氣勢壯觀。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 準 4美術大酒店 或同級  

 

第 8天  延川 【乾坤灣景區、文安驛古鎮】／延安 

◆乾坤灣景區：黃河被喻為母親河，在延川境內形成的五個 S 形大轉彎，它由北而南依次是：漩渦

灣、延水灣、伏寺灣、乾坤灣、清水灣。這裡就是著名的天下黃河第一灣——乾坤灣。乾坤灣位於延

川縣城以南 38 公里處土崗鄉小程村，這個“S”型大轉彎的神秘造型，留下了一個古老的神話，相傳

遠古時， 太昊伏羲氏在這裡“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細看乾坤亭， 地下是用大石鋪成的陰陽太極

圖， 和山下的乾坤灣相對應。亭柱上刻著兩行大字： “天地造化乾坤灣，羲皇推演太極圖”傳說，伏

羲先祖在乾坤灣仰觀天象，發明了太極八卦陰陽學理論。後人在此觀光朝祖，祈拜求福。 

◆文安驛古鎮：以文安驛古驛站為核心，以原生村民社區為延伸，立足古鎮風貌保護，以豐富村域產

業結構為著基點，著力表現古鎮驛站文化、道情文化、窯居文化、知青文化等陝北風情文化、本土特

色文化等，打造一個一千年古道驛站、一千孔傳統窯居、回味一千名知青生活、追朔一部路遙人生小

說真實原型，集精品住宿、特色餐飲、主題文化展示和人文體驗、藝術家寫生采風基地于一體的複合

型文化古鎮。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 : 4星棗園賓館或同級 

 

第 9天  延安【寶塔山】/黃陵【黃帝陵+電瓶車、軒轅廟】/西安 

◆寶塔山：建於唐代，高 44 米，共九層，登上塔頂，全城風貌可盡收眼底。它是歷史名城延安的標

誌，是革命聖地的象徵，是延安市的標誌性建築，是遊覽延安的必去之地。山下還有歷代遺留下來的

摩岩刻字多處，范仲淹隸書的“嘉嶺山”和“胸中自有數萬甲兵”等題刻最著名。寶塔山融自然景

觀、人文景觀、歷史文物、革命舊址為一體的著名風景名勝區。寶塔山，古稱豐林山，宋時改名為嘉

嶺山。現在人們又稱寶塔山。位於延安城東南方，海拔 1135.5 米，為周圍群山之冠。寶塔山上視野開

闊，林木茂盛，山林空氣清新，涼爽宜人，夏季平均氣溫較內低 3～4 攝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1]  。寶塔建于唐代，高 44 米，共九層，登上塔頂，全城風貌可盡收眼底。 

◆黃帝陵：黃帝陵景區面積 333 公頃，有古柏超過六萬餘株，千年以上古柏三萬餘株，為中國境內保

存最完善的古柏群。陵墓區和軒轅廟兩部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7%AA%E6%88%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A1%BA/147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BF%87/7612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6%A5%BC/85072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5%E8%8A%B1%E4%BA%AD/2169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A4%A9%E9%97%A8/7624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7%9A%87%E9%98%81/2609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7%9A%87%E9%98%81/2609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8%8B%E9%BB%84%E6%B2%B3%E7%AC%AC%E4%B8%80%E6%B9%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7%A8%8B%E6%9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6%98%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6%9E%81%E5%85%AB%E5%8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6%9E%81%E5%85%AB%E5%8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5%AE%89%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C%83%E4%BB%B2%E6%B7%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0%E6%9E%97


陵墓區：通往陵區的石道邊樹有「下馬石」，上書「文武官員至此下馬」；靠近陵區有「漢武仙

台」，傳說漢武帝北征匈奴歸來時祭祀黃陵所築；帝陵現高 3.6 米，周長 48 米，有磚牆圍護。南面立

明代「橋山龍馭」石碑一通。陵區東側碑廊珍藏曆代帝王御製祭文碑 57 通，陵區西側立有香港回歸紀

念碑和澳門回歸紀念碑；「人文初祖大殿」系供奉黃帝的正殿，「人文初祖」匾額為愛國將領程潛所

題。內有墨玉刻制的黃帝浮雕像，設有神龕，神龕四周飾以青龍、白虎、朱雀和玄武四靈；紀念亭內

陳列有中國近現代領袖人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題詞；墓前有祭祀亭，用於前來拜祭人

祭祀之處，祭亭中立有石碑，上有「黃帝陵」三個字，原為蔣中正於抗日戰爭期間題寫，1956 年剷

除，1963 年修復時換為郭沫若題寫。 

軒轅廟由軒轅廟和祭祀大殿二部分，均為 1993 年以後新修繕的建築，占地約 8000 平方米，整個建築

為全麻石結構，氣勢恢宏。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準 5皇城豪門酒店或同級  

第 10天  西安/扶風【法門寺+電瓶車、珍寶館】/【乾陵】乾縣 

◆法門寺：始建于東漢，相傳印度的阿育王為使佛教發揚光大，將佛祖舍利分送給各地，凡得舍利處

都要建造佛塔供奉，法門寺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規模最大一處。 

法門寺曾歷經多次修繕，1987 年在清理塔基時，發現了被封閉千年的唐代地宮，裡面珍藏著佛祖釋迦

牟尼指骨舍利以及大批的唐代珍貴文物。這一發現意義重大，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之後的又一重大發

現，也是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法門寺合十舍利塔”由臺灣著名建築設計大師李祖原策劃設計，呈

雙手合十狀，塔高一百四十八米，相當於五十層樓高，中間有安放佛指舍利的寶塔型建築，舍利塔前

面有一條長達一千五百米的“佛光大道”，兩旁用花崗石雕刻出巨大的佛像。 

乾陵地面文物主要是石刻，共計 114 件。石刻多用整塊巨石雕成。陵東南有 17 座陪葬墓，永泰公主、

章懷太子、懿德太子墓先已發掘複原，並在永泰公主墓園內建有乾陵博物館。 

◆乾陵：為唐高宗李治與皇后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建成於唐光宅元年（684 年），神龍二年（706

年）加蓋，採用依山為陵的建造方式。乾陵最著名的就是它氣勢磅礴的陵園規劃，以及地表上大量的

唐代石刻。除主墓外，乾陵還有十七個小型陪葬墓，葬有其他皇室成員與功臣。乾陵是唐十八陵中主

墓保存最完好的一個，截至 2013 年僅開掘了五個陪葬墓，從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法門素齋 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 準 5唐宮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11天  乾陵【袁家村、古城牆】/西安 

◆袁家村：禮泉縣袁家村位於中國陝西關中平原腹地，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地貌分為南部臺原和北

部丘陵溝壑區兩大類。袁家村周遍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距袁家村一公里的唐太宗昭陵是全國第

一批文物保護單位，世界上最大的皇家陵園。唐肅宗建陵石刻，是關中地區帝王諸陵中數量最多、保

存最完整的石雕石刻群。袁家村現已形成以昭陵博物館、唐肅宗建陵石刻等歷史文化遺跡為核心的

點、線、帶、圈為一體的旅遊體系。禮泉袁家村主要是分兩個區，一邊是關中民俗，一邊是農家樂。

被人稱為陝西麗江，榮獲“中國十大美麗鄉村”榮譽稱號，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 

◆古城牆：明崇禎十 六年，李自成稱“新順王”在西安建大順國後，遂命人在這裡修建了行宮和祖

墓，山名也是因此而來。李自成行宮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後，其侄李過奉命回米脂修建的。行

宮依山據險，前後 2 層 90 級臺階，將秀麗別致的樂樓、梅花亭、捧聖樓、二天門以及淩空而立的玉皇

閣聯結托起，蜿蜒有序地直上山巔。在山頂一塊空闊的平地上建有巍峨、富麗的啟祥殿和兆慶宮。其

建築雄奇挺拔，氣勢壯觀。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 50RM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5%A5%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A%E5%BF%B5%E7%A2%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A%E5%BF%B5%E7%A2%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6%BD%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9%BE%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BE%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99%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9%9B%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4%B8%AD%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8B%E4%BB%8B%E7%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6%B3%BD%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8B%E4%B8%AD%E6%A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6%B2%AB%E8%8B%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AB%98%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88%99%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E%9D%E5%B1%B1%E4%B8%BA%E9%99%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AA%E8%9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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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BF%87/7612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6%A5%BC/85072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5%E8%8A%B1%E4%BA%AD/2169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A4%A9%E9%97%A8/7624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7%9A%87%E9%98%81/2609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7%9A%87%E9%98%81/2609138


住宿:準 5皇城豪門酒店或同級  

 

第 12天  西安【歷史博物館、鐘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台北 

◆鐘鼓樓廣場：鐘鼓樓中國古代主要用於報時的建築。鐘樓和鼓樓的合稱。鐘鼓樓有兩種，一種建於

宮廷內，一種建於城市中心地帶，多為兩層建築。宮廷中的鐘鼓樓始於隋代，止於明代。它除報時

外，還作爲朝會時節制禮儀之用。 

◆回民一條街：從世紀的演變到現代化的改變，走在回民街上到處都可看見回民小吃林立，從他們的

第一代第二代到現在他們仍守著這個當初令他們的祖先安居樂業的地方，延續與傳承回教特色在西安

市中不變的永恆，隔街的民族風霎時已煙消雲散，佇立在您眼前的滿滿是國際精品與地方紀念品的逛

街好地方，您不妨挑點伴手禮致贈您的親朋好友，讓他們也感受一下，古都的魅力所在。 

早餐：飯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RMB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 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   

出發日期:  03 月 18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422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409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出發日期:  04 月 08.22 日 05 月 06.20 日 06 月 03.17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472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459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10491)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8 號 6 樓之 3 

品保會員 1510 號 交觀甲字第 6779 號
 www.welcometour.tw         

(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營業部 (銀行代碼 102)  

帳號:0103000066349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