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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 全程長榮+立榮，早去晚回 抵得上別人的八天，尤其高雄直航更是絕配。 

2. 全程不進店，讓您好自在；全程不推自費活動，要您好輕鬆！    

3. 全台創新行程：除了天下第一名山…【黃山】；更有浙江台州名山…【仙居 

   山】5A 風景區、 衢州的世界自然遺產身分證的…【江郎山】6天賞遍所有 

   值得一看的名山勝水。 

4. 雖逢玉屏索道檢修(11/29~12/13)但我們依然可以后山玩到前山， 

   景點一個都不漏！ 

5. 行程節奏抓得好，讓您絕對有充分的時間，慢悠悠地去爬山！ 

 

航    班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BR796 高    雄 寧     波     10:10   12:10 
B7267 杭    州 高     雄 20:25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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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東方大酒店】                                                             
 

 

 

 

 

 

 

 

 

 

 

 

 

 

 

 

 

 

 

 

                           【金華國貿景瀾大酒店】                              

 

 

 

 

 

 

 

 

 

 

 

 

 

 

 

 

 

 

 

 

 

【金華國貿景瀾大飯店】 2012 年

裝修 247 間房位於“中國十佳宜

居城市”——金華，地處於金華江

南中心商務區，北有金華特色小吃

一條街…江南煲莊，出行便捷。擁

有各式舒適客房，均提供高速上

網、配備無線網路、液晶電視、英

國皇家鄧祿普床墊、美國科勒潔具

等世界高端名品用具  

【仙居東方大酒店】 2012年裝修 280間房地處

市中心繁華熱鬧仙居東方大酒店擁有各式舒

適客房，並設有中餐廳、西餐廳、酒吧、咖啡

廳、大堂吧等各類餐飲配套設施齊全。酒店另

外為賓客提供桑拿中心、足道館、棋牌室、

KTV、健身房、等各種健身休閒娛樂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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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金陵大酒店】                                     

 

 

 

 

 

 

 

 

 

 

 

 

 

 

 

 

 

 

 

 

                  

 
 

 

                            【黃山白雲賓】                                                                 

 
 

 

 

 

 

 

 

                                                                                                    

 

 
 

 

 

 

 

 

 

 

【江山金陵大酒店】 2015 年開業 

208 間房位於鹿溪北路，地處錢塘

江——須江畔，酒店由浙江中宏置

業有限公司按照國際白金五星級標

準興建，整體設計端莊豐華。客房

佈置時尚尊貴、舒適溫馨，格局寬

敞大氣；全都是江景房，任你俯瞰

錦繡“江山”房間裡配設齊全，全

層覆蓋無線網，獨具匠心的“享夢

金陵”睡眠關愛計畫為你帶來一夜

酣眠。 

位於黃山風景區天海景區，黃山光明頂下約 300

米處，是連接黃山前、後山的必經之地，也是前

往黃山新景（西海大峽谷）旅遊下榻的理想場所

之一。賓館由獨立的兩棟樓構成，主樓為三星級

標準，新樓則于 08年 7月開業，是在天海山莊原

址上新建。黃山白雲賓館擁有標準客房、日式木

屋客房等多種房型，是目前黃山山上規模較大，

房型較全的酒店之一。賓館新近裝修時間 2008年

1月，局部裝修 ，樓高 5層，客房總數 130 間（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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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山奇墅仙境中坤國際大酒店】                                     

 

 

 

 

 

 

 

 

 

 

 

 
 

 

 

 

 

 

 

 

 

 

 

 

 

 

 

 

 

 

 

 

 

 

 

 

 

 

 

 

 

【黃山奇墅仙境中坤國際大酒

店】位於黟縣奇墅湖畔，緊鄰宏

村風景區，環境優美，無與倫比，

晃如置身畫境中。2011年開

業  213間房浴室化妝放大鏡、24

小時熱水、免費洗漱用品(6樣以

上) 、浴衣、吹風機、拖鞋、書

桌、多種規格電源插座、110V電

壓插座、房內保險箱、電熱水壺、

免費瓶裝水、迷你吧、熨衣設備、

雨傘、浴缸、中央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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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  寧波  仙居                 3hr   215km                                             
班機起飛前一個半小時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飛往歷史名城… 寧波,午餐後前往安
徽屯溪市，仙居縣是浙江省台州市所轄的一個縣，面積1992平方千米。仙居地處括蒼山和
四明山之間，地勢南北高、中間低，永安溪貫穿全境，流域內橫溪、田市、城關、下各
四個河谷沖蝕平原為仙居縣最重要的產糧區和人口聚居區。仙居總人口為495279人。 

餐  食：早餐/X        中餐 /中式合菜 ¥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50/人                                        
住  宿:   仙居東方酒店 (豪華四星)                                                  

 
第二天  仙居景區  金華  江山              2hr   125km                                         

早餐後前往【仙居風景名勝區】地處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中南部，距縣城 20 多公里，
仙居境內多山，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縣域內千嶂疊翠，溝谷幽深，清流急湍，
林茂竹秀。素有神仙居之奇、景星岩之雄、公盂之巍、淡竹之清、十三都之幽的稱譽。
清翰林院編修潘耒遊歷仙居之後，讚譽：“天臺幽深，雁蕩奇崛，仙居皆而有之。”宋
大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兩次蒞臨仙居，也曾發出“地氣盡垂於此矣！”的驚歎。以西罨
幽谷为中心，形成峰、崖、溪、瀑景观群。典型的火山流纹岩地貌，景观丰富而集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99%E5%B1%85%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4%BB%99%E5%B1%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F%E6%98%9F%E5%B2%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1%E8%8D%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1%E7%86%B9/106669�


~ 6 ~ 
 

奇峰环列，山崖陡峻，峰崖的相对高度差在 300 米以上，基岩落石处处成景。景区内植
被层次分明，峰回路转，移步换景，涧水瀑布常年不断，幽深奇崛。有迎客山神、将军
岩、象鼻瀑、十一泻等 80 余个景点。景星岩景区和神仙居毗邻，是仙居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唯一海拔745 米的方山，横截天际。三面悬崖，万仞壁立，登高远眺，万山连
绵，龙盘虬节，不见尾首。晨雾暮霭，飘渺山际，恍诺天上人间。有响铃岩、鹿颈台、
净居寺等27个景点；景區由西罨寺、韋羌山和聚仙穀三大部分組成。北部西罨寺分區，
位於白塔鎮境內，一條峽穀沿著幾大天門延展，腳下是幽谷坦途，兩側峰崖壁立、飛瀑
環繞，各色景點依次展開，姿態萬千，移步換景；南部聚仙谷分區，位於淡竹鄉境內，
仰望群山，雄峰險崖鱗次櫛比，各路神仙盤踞山頭峰巔，神態逼真，栩栩如生，整體就
是永不落幕的神仙會，還有中國八大神秘文字中唯一未解的蝌蚪文，期待人們去破解。
中部韋羌山分區，千峰疊翠，層巒疊嶂，萬峰競秀，登高望遠，賞心悅目，心曠神怡，
四周奇峰環列，向北鳥瞰西罨寺，向南邊俯視聚仙穀，萬千景象盡收眼底，而四面險崖
絕壁圍護的韋羌山顛儼然一座海上仙山，空中花園。接著前往江山。 

餐  食 :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中餐/中式合菜 ¥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50/人                                        

住  宿 : 江山金陵大酒店 (豪華五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B0%E5%9B%9E%E8%B7%AF%E8%BD%AC/3013134�


~ 7 ~ 
 

第三天  江山  江郎山  衢州  屯溪        6km + 80km+30km  4hr                                   

衢州市簡稱衢，是一座有近一千四百年建城史的城市。位於浙江的最西面，錢塘江上游的衢江沿岸，浙贛鐵路線上，

與安徽、福建、江西交界，素稱「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陽之肘腋，制閩越之喉吭，通宣歙之聲勢」，川陸所會，四省

通衢，是浙西的交通樞紐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世界丹霞地貌晚期自然遺產地、丹霞第一奇峰……

江郎山，全球現有 800多個世界遺產，僅有 100多個自然遺產,而江郎山佔有一席實在彌

足珍貴！丹霞地貌的色彩之美沒得說，它還有各種曼妙優美的形態.紅色砂礫岩經過千

萬年的物理風化和流水侵蝕,形成針狀、柱狀、棒狀、寶塔狀、城堡狀,或孤峰獨秀,或

紮堆成群,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力。江郎山也是溝通東南地區多條跨省黃金旅遊線上的

中途島，距市區 25公里。景區面積 11.86平方公里，由三石峰、十八曲、塔山、須女湖、

仙居寺和入口區等六部分組成，以“奇峰赤壁”為主要特色，屬典型的丹霞地貌景區。

景區內的江郎山主峰海拔 824米，山巔三巨石相對高度 369.1米，坡度為 88°以上，在群

山之巔拔地而起三巨石，成“川”字形排列，頂天立地、氣勢磅 礴，蔚為壯觀。被專家

譽為“中國丹霞第一奇峰”、“全國一線天之最”。江郎山三絕：“三爿石”、“一線天”、

尤其是靈峰亞峰間的峽谷，高 312米、長 298米，最寬處不到 4米，為“全國一線天之

最”。歷代文人名士紛紛登山吟詩，留下眾多千古絕唱。古代名家張九齡、白居易、王

安石、陸游、辛棄疾、徐霞客等都曾為江郎山賦詩留 。 

餐  食 :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中餐/中式合菜 ¥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50/人                                        

住  宿 : 天都國際大酒店 (豪華四星)                                                     
 
第四天 屯溪 黃山 (太平索道+ 排雲亭+飛來石+鰲魚峰+一線天+迎客松+玉屏山莊)                                

 早上前往流傳著『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讚譽黃山，太平索道上山,先參觀【排
雲亭】，主角是一隻倒掛的官靴叫【仙人曬鞋】也是超級巧奪天工的一件大自然藝術傑
作！再一路觀賞黃山奇松，其中以飛來石為凸出的一快花崗岩岬角，四面懸空 何止萬
仞深淵，向下俯瞰？算你有膽識！是黃山景區唯二必看景點！遊覽【鰲魚峰】、【孔雀
戰蓮花】及【遊蓬來三島】，【鰲魚吃螺絲】看狹窄陡峭的【一線天】等諸景，最奇特
的景觀是鰲魚峰，最佳觀景拍照點是百步雲梯下的小平台  世上再也找不出如此神似
魚頭的花崗岩體了，而吻部前的兩塊突出物活螺絲釘，所以稱為【鰲魚吃螺絲】，但萬
能的上帝的功力不只限於此，當你來到白雲賓館台階回頭看那隻鰲魚，竟然變身為一
隻烏龜；而兩顆螺絲釘也變為兩顆龜蛋，所以此地稱號是【烏龜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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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可回眸看來時路，方知自己超偉大的耐力；續前往玉屏峰，攬傲立一方的天都峰，光
腳下嶙峋又剛烈花崗岩已可感受到黃山不阿的正氣。迎面而來的是一片美得無以復加的山景
，您將陸續看到國寶級的【送客松、迎客松、陪客松、大名松】。晚上夜宿於此！讓迎客松伴
你眠，那可是千金難買寸光陰的難得！ 

   ( 注意今天請備隨身背包帶一套換洗衣物 ) 

餐  食 : 早餐/酒店內助餐    中餐/中式合菜 ¥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50/人                                         

住  宿 :玉屏山莊 (豪華四星)                                                    
 
第五天 玉屏山莊+白雲+光明頂捷徑+北海+始信峰+雲谷索道下  宏村                                           
早上您可於此接著向【光明頂】進攻，途中參觀蓮花峰；是黃山第一高峰，海拔1873米，為
黃山絕頂，也是安徽省的最高峰，巍峨峭拔，氣蓋山河！主峰高聳其中，周圍群峰簇
擁，形如一朵初綻的蓮花仰天怒放，故有此名。再抄捷徑1.5hr可到北海風景區午餐於
北海飯店，午餐後繼續往下山的雲谷索道站走去，一路參觀著名的【夢筆生花】、【清
涼台】，。接著前往最美景觀的始信峰，風光綺麗，奇松怪石琳瑯滿目，遊人至此每有
「始信黃山天下奇」之嘆故名之，首先映入眼簾的【猴子觀海】，接著便是大有來頭的
【探海神針】也是國寶級的千萬名松。再給您一個驚喜前往甚少有團隊光顧的私房菜
景點…【石筍缸】；她是集黃山奇石總成的一個峽谷，觀者無不嘖嘖稱奇，不忍釋去，
只好異口同聲：這趟黃山；值！後再從容搭雲谷索道下山，這一段纜車，是黃山三條
索道中景色；最會色誘人心、迷殺底片的超級美景！您將再瞄一眼俊秀挺拔的花崗岩
體，是讓您如此不捨！歙縣古稱徽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徽州古城山環水繞，風
景十分秀美。文物古跡十分豐富。素有” 桃花源裡人家 “之譽的黟縣.【宏村】（臥虎藏
龍的拍攝地，已為世界文化遺產）參觀，仍保留明清民居300餘幢，街巷佈局依舊，很有古風
彷如回到過去，國際建築專家譽為世界上保存最完美的古民建築。 

餐  食 : 早餐/酒店內    中餐/中式合菜 ¥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50/人                                        

住  宿 :中坤奇墅山庄 (豪華四星)                                                    

 

第六天  宏村  杭州  高雄          212KM  3.5HR                        
早上前往接著【齊雲山】位於徽州盆地，海拔 585 米，面積約 110 平方公里。齊雲

山風景區面積 60 平方公里，分為月華街、樓上樓、雲岩湖、橫江、南山五大景區，

風格迥異，各具特色，「危崖神奇峰，絕壁布幽洞，岩額瀉銀瀑，幻景變無窮。」整

合起一幅大寫意、多色調、斑斕恢弘的山水畫卷。在這幅美麗神奇的畫卷中，矗立著

36 座奇峰，散佈著 72 處怪岩，隱藏著諸多幽洞、澗池，其中卓立玲瓏的香爐峰、巧

奪天工的天橋岩、幽幻莫測的真仙洞、清秀靜逸的雲岩湖、拋金灑玉的珠簾泉、精緻

小巧的小壺天。午餐後再前往歷史名城…杭州城，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高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D%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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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2018 年 04 月 13 日  逢周五出發  

 

◎ 售 價: NT$  31,000 元 ( 不含護照,台胞證費用)  
          

內含:1.司機、導遊、行李等小費 

         2.刷卡不加價，現金優惠  
NT$1500  

◎ 應備資料: 
NT$500 

    1.  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張、退伍令… . NT$1,400 
   2. 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NT$1,700 

 

 

金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中正三路 129 號 9 樓 A 電話:（07）26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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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29 號 9 樓-1    
         Tel:(07)261-0909 Fax: :(07)261-2525     

 
                                               
           

有道是『五嶽歸來不看山 黃山歸來不看嶽』；這是對位居中國十大名山之首

的黃山最基本的推崇。『黃山』一直以來都是遊者又怕又愛又無法割捨的景

點，或者面對眾多黃山行程卻不知如何挑選物美價廉的行程；這也都是因為

對黃山的旅遊資訊不夠了解所造成的困惑。僅就個人多年黃山旅遊經驗，可

依健康體力、經濟效益、氣候狀況、旅遊新鮮度等情況一一簡單闡述為旅者

提供參考淺見： 

一. 健  康： 

      黃山一般而言無高山症的考量(光明頂最高海拔 1836m)，僅就心血

管方面會有一定的要求,如通見的有心臟病者、高血壓者、膝關節有退化

者等症狀者不適合外,一般說都可盡興完成心願！但這類型遊者若真要

去；也還是有以打折的方式完成心願；如不用走完全程,只搭纜車上山走

一個半小時的路程與團隊會合隔天再一起下山或多花點錢坐轎子,不管

如何選擇反正都是可以完成一睹黃山真面目的心願！ 

二. 經  濟： 

若真了解黃山的人，就知道黃山其實只住一個晚上即夠了，因為黃

山上所有費用都超貴，旺季時一間房索價￥1600，淡季時依然要價￥1000

比起 任何五星飯店都要貴上 2-3倍；午餐最低參標￥70，晚參￥90；一

小碟鮮辣椒、蒜頭、醬油所謂的「三寶」要價￥18、 一盤炒蛋要￥90，

您說這錢.能這樣花嗎？因此要如何玩的盡興，又要有效發揮每一分錢而

不做冤大頭；是要用點心思的；而這省錢關鍵在黃山上的【有效時間】，

而不在山上住幾晚，就像搭飛機依樣:是早去晚回還是晚去早回的道理是

一樣的，要的就是實際有效時間，才能讓您看得最多、走得最少、花得最

少，所以我們刻意安排從遊覽路線的前站【玉屏索道】上去欣賞黃山最珍

貴的國寶….迎客松，海拔 1670米處，樹樹齡超過 800年，高 9.91米，

胸圍 2.05米，枝下高 2.54米，在無土壤的花崗岩最硬胚體上能長成這碩

大的一棵巨松實屬世上少見，所以才號稱國寶更是黃山的地標。樹幹中部

伸出長達 7.6米的兩大側枝展向前方，恰似一位熱情主人窄開雙臂歡迎來

訪貴賓；尤其迎客松所在位置就在前山步行上山者登頂台抬頭唯一能看到

的巨松，拔地而起那種驚豔瞬間化解了登頂的辛勞！而這是一般由後山雲

谷索道上下的團所無法做到的！再經由蓮花峰、鰲魚峰、一線天再到白雲

山莊，也不過是 2-2.5hr的腳程而已！ (幾乎 90%的團隊都是安排在光明

頂走回頭路回北海。(一個來回要 6hr，幾乎與我們前山到後山的時間相

同，但我們是把它斷開 2 天走完，當然輕鬆很多)；有名的世界奇觀:鰲魚

吃螺絲、一線天；近在咫尺，就差 30 分鐘路程，卻無緣相會，豈不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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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種行程走法還強調黃山住兩晚的特色，真的是招客的噱頭而已，毫

無必要；徒然浪費時間與錢財而已！但天都峰開山後，若要由天都那就真

的非得在山上住兩晚不可；否則任何人都消受不起！所以錢要花在刀口上

而這正是我們的專長！ 

三.氣  候: 

一般都認為冬天黃山很冷，也沒錯！但他是大陸乾燥型氣候相對海島濕潤

氣候的台灣，我們的溫度再加個 5度才是黃山的感覺，因此不會冷到受不

了，跟我們的認知有差距！更何況爬山是耗體力的運動，只會流汗所以即

使在冬天也要帶小毛巾擦拭汗水，不存在受凍的問題！倒是在山腳下的市

區讓人有寒意因活動量不大，反而要多注意穿著；再者只要是登山活動就

無法避免下雨、起霧等自然的瞬間變化，為保旅遊好興致就必須慎選季

節；依個人經驗：夏天去黃山有 1/3機率碰到好天氣，而在冬天卻有 2/3

強的機率是陽光普照的晴天；這可從黃山氣象局統計資料得知，而且山上

每天有超過 300工作人員在維持各步道的暢通，以保這國際馳名風景區的

通行無阻，所以我們力推冬遊黃山！因為………….. 

            『黃山一年四季皆美，唯有冬天最撩人』 

四. 新鮮度: 

杭州是黃山的門戶，但絕大多數人又都已都玩過，因此如何做到「雖舊地

重遊卻屢有新鮮事」，這就得靠業者用心去設計,因此我們安排了台州仙居

山與衢州江郎山對江南老遊客而言絕對是新鮮事！ 

五.  理想: 

這是大陸旅遊最重要卻也最被輕忽的一個環節，物美價廉是大家一致的願 

望，但大家也都知道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也都明白一塊錢不能當兩塊用 

，所以目前所謂的低價優惠其實只不過是在玩數字的幻術；不是機稅另計 

，要不就賣人頭到購物店再宰客人！買的不好還要被奚落？因此我們推動 

不購物、不推自費的健康旅遊，期待業者、消費者能有覺醒的一天，恢復 

清純的旅遊進而達到開心出門、快樂回家，八年過後確已發揮效用，現在 

已普見無購物與無自費的團了！  

 

 本人一向專注於中國旅遊行程的合理設計與新景點開發，再加

上 20年實際參與帶團的實戰經驗並熟悉旅客的喜好，從不誇大其詞

也不削耍噱頭；因此所推出行程往往令客戶有較大的滿意度！ 

 

       【親親旅遊。永遠創新】是我們存在的使命！ 

                                    金驛國際旅行社      吳經理  隨筆 201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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