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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天  數 星期 城    市 港龍航空 起 迄 時 間 

10/21   第 01 天 六 高 雄 / 香 港 KA 451

 

08:00-09:25 

10/21   第 01 天 六 香 港 / 西 安 CX 946 12:00-14:50 

11/05   第 16 天 日 鄭 州 / 香 港 CX 741 16:10-18:50 

11/05   第 16 天 日 香 港 / 高 雄 KA 450 21:15-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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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區間 / 景點/餐飲/住宿 

第一天 

10/21 
星期六 

高雄→香港→西安    KA451+CX946 （08:00/09:25+12:00/14:50） 

【古城牆、回民一條街、大雁塔廣場】 

早餐：X            中餐：機上輕食       晚餐：羊肉泡饃風味 50 

宿: 藍溪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10/22 
星期日 

西安 180km 3h 黃陵 150km 2.5h 延安 

【黃帝陵（含電瓶車）】【棗園革命舊址】【寶塔山】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延安石窯賓館或同級 

第三天 

10/23 
星期一 

延安 150km 2.5h 靖邊 140km 2h 榆林 

【波浪谷】【紅石峽】【鎮北臺】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富麗豪庭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10/24 
星期二 

榆林 100km 1.5h 佳縣 70km 1h 米脂/绥德 130km 3h 延川 

【李自成行宮】【香爐寺】【龍鳳橋】【千獅橋】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延川乾坤灣大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10/25 
星期三 

延川 180km 4h 壺口 

【黃河蛇曲國家地質公園+乾坤灣景區+黃河古棧道】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壺口天河花園酒店或同級（當地最好） 

第六天

10/26 
星期四 

壺口 80km 1.5h 河津 40km 40m 萬榮 60km 1h 運城 

【壺口瀑布（含電瓶車）】【河津龍門(暫無遊船)】【後土祠+萬榮秋風樓】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運城建國飯店或同級 

第七天 

10/27 
星期五 

運城 100km 2h 靈寶 50km 1h 三門峽 

【解州關帝廟】【常平關帝廟】【途中觀看鹽池】【天井窯院】【函谷關】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三門峽海聯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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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10/28 
星期六 

三門峽 150km 2.5h 洛陽 250km 3.5h 焦作/雲台山 

【龍門石窟】【香山寺】【關林】【白馬寺】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半水席 10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焦作雲臺天階或同級 

第九天

10/29 
星期日 

雲臺山 

【雲臺山（紅石峽+潭瀑峽+泉瀑峽+茱萸峰）】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焦作雲臺天階或同級  

第十天

10/30 
星期一 

焦作 70km 1h山西晉城 100km 4.5h王莽嶺  

【皇城相府】【郭裕古村】【郭峪古城】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王莽嶺臥龍山莊或同級（當地最好） 

第十一天

10/31 
星期二 

王莽嶺 100km 2.5h 長治 

【觀看日出（需要較早起床）】【王莽嶺（纜車+觀光車）】【錫崖溝】【掛壁公

路（下車走一段）】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長治金威酒店或同級 

第十二天

11/01 
星期三 

長治 50km 1h 壺關大峽谷 70km 1.5h 林州 

【八泉峽（遊船+纜車）、紅豆峽（三疊潭）、黑龍潭】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林州紅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第十三天

11/02 
星期四 

林州 

【林慮山+景區觀光車（王相岩、泉潭疊影、桃花谷、國畫長廊）】 

【殷墟博物館】【文字博物館】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林州紅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第十四天

11/03 
星期五 

林州 60km 1.5h 安陽 130km 2h輝縣 

【紅旗渠】 

【天界山景區(中巴穿越掛壁公路、姥爺峰、360度太行山-清風觀景臺)】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輝縣豐勝中州或同級  

第十五天

11/04 
星期六 

輝縣 120km 2h鄭州 

【萬仙山（郭亮村、絕壁長廊、郭亮洞）】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宿:鄭州粵海酒店或同級 

第十六天 

11/05 
星期日 

鄭州→香港→高雄  CX741+KA450 （16:10/18:50+21:15/22:40）(送機)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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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西安  KA451+CX946 (08:00-09:25+12:00-14:50)                                         

▲【古城牆】又稱西安明城牆，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第一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AAAA 級景區。廣義的西安城牆包括西安唐城牆和西安明

城牆，但一般特指狹義上的西安明城牆。西安明城牆位於陝西省西安市中心區，牆高 12

米，頂寬 12-14 米，底寬 15-18 米，輪廓呈封閉的長方形，周長 13.74 千米。城牆內人們

習慣稱為古城區，面積 11.32 平方千米，著名的西安鐘鼓樓就位於古城區中心。 
 
▲【回民一條街】回民街不只是一條街，是西安市中心回民聚集區內多條街道的統稱，

由北院門、北廣濟街、西羊市、大皮院等街道組成。這裡是西安小吃的集中地，作為幾

百年歷史的回民區，這裡還能感受到濃濃的穆斯林氣息。 
 
▲【大雁塔廣場】大雁塔，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的大慈恩寺內，是一座 7 層方形佛

塔。該塔是西安市內著名古蹟及標誌性建築，同時也是西安市市徽當中的主要組成部分。

該塔始建於唐朝永徽三年，起初是玄奘為保存佛經而建造的塔，後曾因年久失修和戰亂

而多次遭到損毀，至五代後唐年間才成為現在的造型。 

早餐：XX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羊肉泡饃風味 ¥50                

住宿：蘭溪國際飯店或同級                                                      
 
10/22 第 2 天 西安  黃陵  延安                                                 
 
▲【黃帝陵（含電瓶車）】是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軒轅氏的陵墓，相傳黃帝得道升天，故此

陵墓為衣冠塚。位於陝西省中部縣城北；1961 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編為「古墓葬第一號」，號稱「天下第一陵」。黃帝陵古稱「橋陵」，為中國

歷代帝王和著名人士祭祀黃帝的場所。據記載，漢朝之前此處為祭祀軒轅黃帝的軒轅廟，

漢武帝時改廟為陵，自唐大曆五年（770 年）建廟祀典以來，一直是歷代王朝舉行國家大

祭的場所。 
 
▲【棗園革命舊址】棗園位於延安城西北 8 公里處，是一個園林式的革命紀念地，其內

生長著種類繁多的花草樹木，景色秀麗，環境清幽，這裡原是一家地主的莊園，中共中

央進駐延安後，為中央社會部駐地，遂改名為“延園”。1944 年至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

書記處由楊家嶺遷駐此地，期間，領導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軍民開展的大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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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籌備了中國共產黨“七大 。 

▲【寶塔山】古稱嘉嶺山，位於中國陝西省延安城東南，山高 1135.5 米，寶塔始建於唐

朝，現為明代建築，平面八角形，九層，塔身高約 44 米，樓閣式磚塔。自 1935 年中國

共產黨及其紅軍進駐延安，寶塔山開始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象徵，作家賀敬之曾在其

作品《回延安》中有過「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的語句。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蘭溪國際飯店或同級                                                      
  

10/23 第 3 天 延安  靖邊  榆林                                                 

▲【波浪谷】靖邊波浪穀位於距陝西省靖邊縣東南 22公里處龍洲鄉的閆家寨子，俗稱閆

寨子。從靖邊縣城出發，半個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到達龍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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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石峽】大型摩崖石刻群，位於榆林城北 5公里處、明長城口紅山腳下的榆溪河谷。

因山皆為紅石，故得名為紅石峽。兩山虎峙，石峽中開，一注清流，綠洲而來。紅石峽

東壁原來建有紅山寺，據《創建石佛殿碑記》記載：「為宋、元間古剎」，故紅石峽最早

開鑿至少可追溯到宋代，有近千年的歷史。 
 
▲【鎮北台】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榆林市城

北 4公里之紅山頂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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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富麗豪庭酒店或同級                                                                                                             
  

10/24 第 4 天 榆林  佳縣  米脂  綏德  延川                                                

▲【李自成行宮】位於陝西省榆林市米脂縣城北的盤龍山上，是明末著名農民起義領袖、

大順政權皇帝李自成的行宮。李自成行宮建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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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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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爐寺】香爐寺，位於佳縣城東 200 米的香爐峰峰頂，東臨黃河，三面絕空，僅西

北面以一狹徑與縣城古城門相通。峰前有直徑 5 米，高 20 余米一巨石矗立，與主峰間隔

2 米，形似高足香爐，故而得寺名，素有佳縣八景之一“香爐晚照”之美譽。 
 
▲【龍鳳橋】龍鳳橋，原名永定橋，坐落在縣城東，為銀川—太原公路橫跨無定河通道，

建於 1936 年，長 636 米，寬 6 米，為石拱橋，有 19 洞。 1991 年改建，寬度加至 6．6

米，並在墩柱及欄杆上雕有千姿百態精雕細刻的龍鳳圖案，晚霞輝映，猶如龍鳳飛戲彩

虹，亦稱龍鳳矯。與千獅橋遙遙相望，交相輝映。在有“橋城”之稱的綏德縣城，此二

橋最為壯觀。 

當時橋上還有一副對聯。上聯：這工程是湯、高、何三公所築。下聯：此大橋乃晉、蒙、

寧數省通九省衢。橫批：民眾血汗。備註：湯指湯恩伯，高指民國期間駐綏 84 師師長高

桂滋，何指何紹南（民國最後一任縣長）。 

▲【千獅橋】千獅橋，坐落在綏德縣城內無定河上的千獅橋始建於 1987 年，橋長 300 餘

米，因橋上兩邊護欄柱上及橋兩端涼亭周圍共有 1008個神態各異、栩栩如生的石刻獅子

而得名。這裡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石刻獅群，因而千獅橋成了綏德縣一處標誌性建築。

也是 210 國道西安-----包頭段的咽喉之地。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延川乾坤灣大酒店或同級                                                       
 
10/25 第 5 天 延川  壺口                                                      

▲【黃河蛇曲國家地質公園】陝西延川黃河蛇曲是發育在秦晉大峽谷中的大型深切嵌入

式蛇曲群體，規模宏大，總面積 170 平方公里，主要地質遺跡面積 56.2 平方公里。陝西

延川黃河蛇曲國家地質公園分四個地質遺跡景觀區，包括延水關河谷階地貌旅遊區、蘇

亞灣高原生態旅遊區、乾坤灣蛇曲地貌旅遊區、清水灣蛇曲地貌旅遊區。 
 
▲【乾坤灣景區】乾坤灣景區位於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乾坤灣鎮，東臨黃河與山西省永

和縣隔河相望，景區距延延高速（延川至延安）乾坤灣出口約 10 公里，距延安市約 96

公里。推薦大家秋天來乾坤灣，特別是國慶別的景點人滿為患的時候。此時，秋高氣爽，

層林盡染，瓜果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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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古棧道】位於三門峽大壩下游北岸緊靠黃河的陡壁懸崖上，共有兩條。一條離

河面較高，一條離河面較低，都是緊挨著石壁的衝擊處開鑿的。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壺口天河花園酒店或同級                                                          
  

10/26 第 6 天 壺口  河津   萬榮  運城                                      

▲【壺口瀑布（含電瓶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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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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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津龍門】黃河的咽喉，位於河津與陝西韓城交界的黃河峽谷出口處，兩面大山，

黃河夾中，河寬不足 40米，河水奔騰破“門”而出，黃濤滾滾，一瀉千里。傳說龍門就

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故又稱禹門。“鯉魚跳龍門”指的就是禹門。《名山記》載：黃河到

此，直下千仞，水浪起伏，如山如沸。兩岸均懸崖斷壁，唯“神龍”可越，故名“龍門” 

▲【後土祠秋風樓】后土祠是中國民間廣泛信仰的神祗，總司土地之神。后土祠位於山

西省萬榮縣西南 40 公里處黃河岸邊廟前村北，是中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地

母）的祠廟。  

西元前 113 年，漢武帝劉徹率領群臣到河東郡汾陽縣祭祀後土。時值秋風蕭颯，鴻雁南歸。

漢武帝泛舟黃河，飲宴中流，觸景生情，感慨萬千，寫下了千古絕調《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蕭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經歷兩千餘年的滄桑變化，汾陰後土祠現在的狀況怎樣呢？汾明後土祠坐落在今萬榮縣

寶鼎鄉廟前村北的高崖上，距萬榮縣城 40 餘公里。這一帶歷史上稱之為“汾陰睢地”，

東周時屬魏，亦稱“魏睢”。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運城建國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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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第 7 天 運城  靈寶  三門峽                                          

▲【解州關帝廟】州關帝廟位於中國山西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為中國最大的關帝廟，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解州關帝廟是中國和海內外三大關帝廟之一。 
 
▲【常平關帝廟】位於中國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常平村，2006 年被列為第六批全

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常平關帝廟時間年代不詳，現存建築為清代重修。廟坐北朝南，

占地約 1.4 萬平方米。中軸線上有木牌坊、山門、儀門、獻殿、崇寧殿、娘娘殿、聖祖殿，

東西有鐘鼓樓、廊房、太子殿等建築。 
 
▲【途中觀看鹽池】運城鹽池，亦稱鹽湖、銀湖。位於運城市南，中條山下，澆水河畔。

總面積為 130 平方公里，是由鴨子池、鹽池、硝池等幾個部分組成。 
 
▲【天井窯院】地坑院也叫天井院，地坑院，當地人稱為“天井院”、“地陰坑”、“地

窯”，是古代人們穴居方式的遺留，被稱為中國北方的“地下四合院”，據說已有約 4000

多年的歷史了。 
 
▲【函谷關+函谷古道】是中國古代著名關隘，遺址位於今日河南省靈寶市東北方。與雁

門關、仙霞關、劍門關並稱中國四大古關口。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三門峽海聯大酒店或同級                                                      
 

10/28 第 8 天 三門峽  洛陽  焦作                                             
 
▲【龍門石窟】位於中國河南省洛陽市南郊 12 公里處的伊水兩岸的龍門山和香山崖壁上，

主要開鑿於北魏至北宋的四百餘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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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寺】位於十三朝古都洛陽城南 13公里處的香山西坳，緊鄰龍門石窟。始建于北

魏熙平元年。武則天稱帝時重修該寺，並常駕親遊幸，禦香山寺中石樓坐朝，留下了“香

山賦詩奪錦袍”的佳話。白居易曾捐資六七十萬貫，重修香山寺，並撰《修香山寺記》，

寺名大振。清康熙年間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稱頌“龍門凡十寺，第一數香山”。 
 
▲【關林】位於洛陽市南郊 7 公里，相傳為埋葬漢末三國蜀漢名將關羽首級的地方，是

中國和海內外三大關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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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寺】位於河南省洛陽老城以東 21 公里處，北依邙山，南臨洛河，創建於東漢永

平十一年，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馬寺建立之後，中國「僧院」便泛

稱為「寺」，白馬寺也因此被認為是中國佛教的發源地，有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

之稱。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半水席 ¥10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焦作雲臺天階或同級                                                      
 

10/29 第 9 天 焦作  雲臺山  焦作                                             
 
▲【雲臺山（紅石峽+潭瀑峽+泉瀑峽+茱萸峰）】古稱「覆釜山」，位於河南省焦作市修武

縣境內。因山脈高峻，山間常年雲霧繚繞，故名雲台山，雲台山屬太行山系。雲台山是

一個集中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 5A 級景區、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國家

水利風景區和國家獼猴自然保護區於一體的風景名勝區，景區面積達 190 平方公里。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焦作雲臺天階或同級                                                       
 

10/30 第 10 天 焦作  山西晉城  王莽嶺                                             
 
▲【皇城相府】又稱午亭山村，是清朝康熙年間的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所修的府邸，位

於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北留鎮皇城村，現保存完好，為中國國家 AAAAA 級景區。 皇城

相府共有 16 座院落，640 間房屋，總面積 3 萬 6580 平方米，分內城、外城兩部份。 
 
▲【郭峪古村】位於 AAAAA 級景區皇城相府南 300 米（皇城相府實為郭峪古城的北翼

城），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是太行山麓一座城堡式村落。城內是獨具特色的明清建築

群，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古建築學泰斗羅哲文譽為“中華民居之瑰寶”。  
 
▲【郭峪古城】位於 AAAAA 級旅遊景區皇城相府南 300 米（皇城相府實為郭峪古城的

北翼城，侍郎寨為郭峪古城的東翼城），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是太行山麓一座城堡式

村落。城內是獨具特色的明清建築群，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古建築學泰斗羅哲

文譽為“中華民居之瑰寶”。又有“中國鄉村第一城”之稱。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王莽嶺臥龍山莊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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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第 11 天 王莽嶺 長治                                                    
  
▲【王莽嶺（纜車+觀光車）】又名龜鴕山，位於山西省晉城市陵川縣與河南省輝縣市之

間，現為中國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及中國國家級地質公園。相傳西漢末年時期支持大司馬

王莽稱帝的人曾宣稱在此發現一龍脈神龕，發現有一座相貌如王莽的帝王像，另有四字

「王莽登基」。同時，稱帝後的王莽曾在追趕劉秀時在此安營紮寨，因而得名。 
 
▲【錫崖溝】位於王莽嶺景區南端四周落差 1000 多米的深谷之中，錫崖掛壁路被稱為世

界奇觀。該區山陡溝深，地勢險惡，峭壁環列，由於天險阻隔，溝中二百戶人家幾乎與

世陷於隔絕，千百年來自生自滅。 
 
▲【掛壁公路（下車走一段）】掛壁公路是一種最有特色的公路，是在峭壁（懸崖和高俊

大山）上開鑿而出的奇險公路。交通專家稱，此類工程奇險、艱難，在中國築路史上都

很少見。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長治金威酒店或同級                                                      
  

11/1 第 12 天 長治  壺關大峽谷  林州                                                  
 
▲【八泉峽】（遊船+纜車）也是龍泉峽的一條支峽，八泉峽呈南北走向，全長 13 公里，

寬處 20 米，窄處 3 米，落差 300 余米，其中點綴著三溶洞、一線天、九棧道、八道水等

4 個景點。八泉峽北口懸崖絕壁周圍有八個泉眼，常年流水不息，噴泉、瀑布直跌穀底，

匯成八道水流出，故得名八泉峽。 
 
▲【紅豆峽（三疊潭）】一處美麗神奇的旅遊勝地，位於中國山西壺關縣境內，是太行山

大峽谷的精品景區，也是專家認定的世界級自然風景區。因境內天然生長著南方科目的

珍稀樹種紅豆杉而得名。 
 
▲【黑龍潭】黑龍潭主要景觀有龍湖蕩舟、懸梯漫步、龍潭靈澤、索橋探險、孤山巡遊

等。進入黑龍潭峽穀口、迎面便是人工湖——龍湖。這裡峽穀寬闊，河床平坦，相距不

遠處有兩道數米高的泥石大壩，將五指河攔腰截住，水瀉受阻，回流成湖。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林州紅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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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第 13 天 林州                                                              
 
▲【林慮山】+景區觀光車（王相岩、泉潭疊影） 
 
▲【桃花谷】景區內十裡柔美的水景（黃龍潭、含珠、二龍戲珠）時間約 2 個小時； 
 
▲【太行天路百里畫廊】太行天路位於桃花谷風景區，全長 26.5 公里，將桃花洞景區與

王相岩景區連為一體，使遊客能夠一站式遊完這兩大景區，並且能通過太行天路沿線的

10 個觀景台欣賞到大峽谷的秀美風光，由於山路蜿蜒於海拔 1000 多米的山腰之間，所以

將這一段山路命名為天路。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林州紅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11/3 第 14 天  林州  安陽  輝縣                                                        
  
▲【殷墟博物館】是中國商朝晚期都城遺址，年代約為公元前 14 世紀末至前 11 世紀中葉，

位於河南安陽市西北殷都區小屯村周圍，由殷墟王陵遺址與殷墟宮殿宗廟遺址、洹北商

城遺址等共同組成。20 世紀初，因盜掘甲骨而發現，1928 年正式開始考古發掘。殷墟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 
  
▲【文字博物館】是一所以「文字」為主題，兼具與文字相關的文物保護、陳列展示和

科學研究三大功能為一體的專業博物館，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座以文字為主要「藏品」的

國家級博物館。 

▲【天界山景區】迴龍天界山景區位于輝縣市上八里西北部的太行山深處，景區包括紅

色景觀、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等上百處。迴龍大峽谷形若巨盆，貌比蒼龍。景區內，一

落千丈的紅岩絕壁，綿延無際可謂鬼斧神工。青山、碧水、白雲、藍天與古樹、林蔭、

山風、民宅相映成趣，組成獨領太行風騷的奇特佳境。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輝縣豐勝中州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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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第 15 天 鄭州                                                              

【萬仙山（郭亮村、絕壁長廊、郭亮洞）】 
 
▲【萬仙山】（含景區電瓶車 45 元/人）中華影視村——郭亮景區，遊覽世界第八大奇跡

之絕壁長廊、天池、崖上人家、紅岩絕壁大峽谷、紅石橋、乳泉門、謝晉居、鴛鴦石、

漢柳等景點，後遊覽南坪景區。 
 
▲【郭亮村】距離河南省輝縣西北 60 公里的太行山深處，海拔 1700 米的高高懸崖上，

有一個以其獨特的山勢，峰巒疊嶂，山青水秀，洞奇瀑美，潭深溪長，質樸的石舍，渾

石到頂的農家莊院，一幢幢，一排排，依山順勢地座落在千仞壁立的山崖上，以其特有

的魅力。郭亮距鄭州 110 公里，距離新鄉 50 公里 1972 年為讓鄉親們能走下山，13 位村

民在申明信的帶領下，賣掉山羊、山藥，集資購買鋼錘 、鋼銼。在無電力、無機械的狀

況下全憑手力，歷時五年，硬是在絕壁中一錘一錘鑿出 2 萬 6 千立方米的一條高 5 米、

寬 4 米，全長 1300 米的石洞——郭亮洞，於 1977 年 5 月 1 日通車。為此，王懷堂等村 

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條絕壁長廊，被日本裕田影視公司驚稱為“世界第九大奇蹟”。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鄭州粵海酒店或同級                                                        
 

11/5 第 16 天 鄭州  香港  高雄   CX741+KA450 (16:10-18:50+21:15-22:40)       

▲【河南省博物館】 (遊覽約 1.5 小時)，河南博物院中國建立較早的博物館之一，也是首

批中央與地方共建國家級博物館之一。它的主題建築有中國現存最早的天文臺遺址凝聚

了中原文化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標誌性建築，在這裏感受厚重的中原文化，瞭解中原文化

的歷史淵源。▲【河南新地標-鄭東新區 CBD】環境優美、設施齊全、功能完善、繁榮興

旺、和諧宜居的現代化新城區，也是河南省城市建設的靚點、鄭州市經濟發展的形象，

被稱為“中國最具投資價值 CBD”之一。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機上簡餐            
 

出發日期 : 106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團費: NT$  68,000 元整 (依 20 人出團估價) 

(不含台胞證、護照辦件費用 ) 付現金 減 NT1400/人 

內含: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行李小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