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8.28【陝西+陝北】雨岔大峽谷、波浪谷、華山 11 日 
(無購物、無自費‧四晚 5★飯店) 

雨岔大峽谷‧靖邊波浪谷‧乾坤灣風景區‧榆林紅石峽‧華山風景區‧壺口瀑布 

NT:65,000 元/人 含稅、導領&行李小費、網卡 

行程內容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全程無自費、無購物，有車購(車上販售當地各式名產，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特色美食： 

★亮寶樓：擁有著"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基地"、"中國美術家協會西安展覽中心"、"陝西省美術家協

會交流中心"、"西安市美術家協會交流中心"、"陝西省文化遺產研究會"、"西安美術學院畫廊"多項

機構，區別與其他餐廳，這裡處處突顯西安濃郁的文化氣息，在這裡品嘗的不僅僅只是美食，更能體

現可樂貴賓與眾不同的尊貴！ 

 

   
 

★百姓廚房：以“文化陝菜，透明廚房”作為品牌核心，將傳統中華文化元素和地道陝西菜肴結合在

一起，每一家百姓廚房以一種中華文化元素作為裝修主題，每家店都是一個微型濃縮的文化博物館，

百姓廚房經營的不是簡單意義的飲食，而是中華五千年文化。2005 年，陝西百姓廚房實施“透明廚

房”，顛覆了傳統的餐飲管理模式，開創了全透明的用餐理念，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中餐廚房的偏見。

截至目前，“透明廚房”的參觀人次已突破 300 萬，2009 年央視 2 套的《創業英雄會》專題報導了

“透明廚房”所做出的成績，成為行業標杆。 

   



★大秦小宴：是全國首家秦文化主題餐廳，仿禦膳分餐制的用餐體驗，在加上開餐前的贊禮儀式，餐

中菜品典故的講解，餐後加蓋玉璽的環節，用餐的過程當中可以穿秦服免費體驗。臺灣 TVBS 及東森

衛視特別報導推薦餐廳。 

 
 
參考飯店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中華航空 CI561 桃園 西安 13:10 16:55 

第十一天 中華航空 CI562 西安 桃園 18:10 21:4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 / 西安機場 ~享用晚餐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搭乘直航客機飛往西安。 

【西安】又名長安、京兆，位於中國內陸腹地，是中國大陸的地理中心，一個典型的放射

型城市。西安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城市之一，始建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擁有超過6000



年的城市歷史，是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曾經作為中國的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

心長達1100多年，與羅馬、雅典、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 

早餐: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亮寶樓國宴 RMB200 

住宿: 5★盛美利亞酒店 或西安滻灞艾美酒店 或希爾頓酒店 或中晶華邑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西安→1H 涇陽【安吳堡吳家大院 (品嚐三原特色小吃甑糕)】 →1H 三原【周

瑩故居∼周家大院民俗博物館】→2.5H 黃陵【黃帝陵、軒轅廟(電瓶車)】

→延安 
【安吳堡吳家大院(品嚐三原特色小吃甑糕)】距今已有四百餘年歷史，其建築形制為中國傳統

式磚瓦木制建築結構，三進 九門相照院落，東西寬 30 米，南北寬 100 米，總面積約 

3000 平方米。吳家大院是央視熱播劇作、國慶 60周年獻禮片《今生欠你

一個擁抱》拍攝地。 

【周家大院民俗博物館】三原縣的周家大院，是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

周瑩的娘家。陝西最精美的民居之一。建於清乾隆末年（1787年—1797

年），是時任清朝儀大夫刑部員外郎周梅村的府第，也是慈禧太后的乾女

兒—周瑩的娘家。周家大院建築面積三萬多平方米，在孟店村形成一片建

築群，號稱「孟店周」。清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燒毀了十六院，現僅存一院。 

【黃帝陵】位於陝西黃陵縣城北橋山，是中華民族始祖黃帝

軒轅氏的陵墓，號稱“天下第一陵”。相傳黃帝得道升天，

故此陵墓為衣冠塚。據記載，最早舉行祭祀黃帝始於西元

前442年，自唐代建廟祀典以來，一直是歷代王朝舉行國家

大祭的場所。 

【軒轅廟】也稱黃帝廟，坐北朝南，最早建於漢代，占地約

9.33公頃。廟院長140米，寬84米。主要建築有廟門、誠心

亭、碑亭和人文初祖殿。院內有古柏16棵，最珍貴者當屬“黃帝手植柏”與“漢武掛甲

柏”。廟址設在橋山之麓。唐代正式將祭祀活動列為國祭，並開始重修擴建黃帝陵廟。 

早餐:飯店內 午餐:黃陵風味 RMB60 晚餐:陝北羊肉風味 RMB80 

住宿: 5★延安翠泉開元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延安→1.5H 雨岔大峽谷(龍巴溝+南河溝峽谷+樺樹溝+鞋套)→安塞 
【雨岔大峽谷(龍巴溝+南河溝峽谷+樺樹溝+鞋套)】據了解在億萬

年前，這裡發生過一次強烈地震。當時的情景猶如是「盤古

開天劈地」一般，將石壁大山分開一條條裂縫。之後經多年

暴雨洪水沖刷，地錶慢慢形成了這樣奇特的峽谷地貌。峽谷

內怪壁峭立，溝壑縱橫。寬的地方幾人並排可行，窄的地方

只容一人過去。由於地處偏僻黃土高原大山深處，交通不

便，峽谷很少有外人進入。峽谷目前尚未被開發，來人較少，

這裡的一切都還保留著原生態，沒有絲毫商業氣息。專家稱為「黃土高原自然地縫奇觀」，

屬於陝北獨一無二地質美景。來看過的人都說與美國的羚羊峽谷極其相似。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 餄烙風味 RMB80 

住宿: 4★紫金國際酒店或同級【2019 年開幕】 

 

第四天 安塞→2.5H 靖邊【靖邊波浪谷~龍洲丹霞地貌波浪谷(區間車)】→2H 榆林

【榆林古城、明長城遺址】 
【龍洲丹霞地貌（含景區小交通）】它位於靖邊縣城東南 22 公里處的龍洲鄉的閆家寨子，俗

稱閆寨子。這裡四面環山，龍洲盆地蒼山環抱，綠水索繞，這裡方圓百公里被奇異的紅砂



岩地貌所覆蓋，是近年發現的一處集攝影、探險、旅遊的

絕佳勝地。進入龍洲丹霞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層層延綿起伏

的山岩，在風的吹動下去，婉若一道道優美的波浪線，經

過億萬年的風化剝離和流水侵蝕，這裡的紅砂砂岩就形成

了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呈現出色彩明豔風光絕

勝的景色，長期以來，由於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所限，

紅砂峁一直被人們所遺忘，除了一些攝影愛好者，來此攝

影采風外，外人很少知曉。一層層、一浪浪的紅砂岩下面是猶如刀斧劈開的絕崖峭壁，萬

仞絕壁下，從懸崖望下去一條混濁的小河沿峽谷穿行，溯河而上，那水源盡然是從滑塌的

砂土崖下浸漫而出，濕洇洇的深色與陽光下砂土的紅色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據有關人士考

證這是國內保存最為完好的丹霞地貌地區之一!可媲美美國的波浪谷。 

 

【榆林古城】城位於榆林市區的核心地帶，也集中了榆林市區絕大多數的景點。古城東依駝山，南憑

榆陽河，西臨榆溪，北踞紅山，明代是九邊重鎮之一—延綏鎮駐地。榆林古城的特色可以概括為：「北

台南塔中古城，六樓騎街天下名」，難得的是古城的城牆目前大部分都還保存完整，城內外也還保存

有很多古蹟名勝。現在漫步古城，還能領略到濃厚的古城風貌。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當地風味餐 RMB80 

住宿: 準五★榆林永昌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榆林【紅石峽、鎮北台】→1.5H 米脂【李自成行宮】→延川 
【紅石峽】紅石峽位於榆林市區約北 5公里，在明長城口紅山腳下的榆溪河谷，當地人也稱為「雄石

峽」，因為山上都是紅色石頭，所以得名紅石峽。峽谷內山奇水秀，石窟古剎林立，還有陝西省最大

的摩岩石刻群。紅石峽的摩岩石刻分為東、西兩部分，大多是明清時期的作品，有不少名人的墨寶。

在紅石峽的東崖上，有八十多處題刻，大多是在清朝光緒年間鑿刻的，其中左宗棠的「榆溪勝地」、

馬占山的「還我河山」是比較著名的；更有少見的蒙文石刻，亦是花叢一艷，堪稱壯觀。紅石峽同時

也是電影《東邪西毒》的取景地。 

【鎮北台】鎮北台位於榆林市區以北的紅山頂上，距離榆林市區約 7

公里，距離景點紅石峽約 2公里，很多遊客將這兩個景點放在同一天

遊玩。鎮北台原本是明長城的一處觀察哨所，也是當年蒙、漢兩族辦

理交涉的地方，這裡是古長城現存的最大的烽火台，號稱「長城第一

台」，與山海關、嘉峪關並稱為長城「三大奇觀」 

【李自成行宮】西北地方現存最完整的一組古建築群，是陝西省別具一格的一組古建築和富有園林風

貌的遊覽勝地，李自成行宮位於米脂縣城北的盤龍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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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 文安驛風味 RMB80 

住宿:准 5★延川文安驛古鎮美術大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延川【文安驛古鎮】→1H40MIN 乾坤灣【乾坤灣風景區(乾坤灣+區間車.清

水灣.黃河古棧道)】 
【文安驛古鎮】古鎮始建於西魏大統三年即西元 537 年，設文安郡和文安縣，距今已有 

1400 多年 歷史。明清時期是陝北地區規模較大的驛站和繁華的貿易集鎮。 

【乾坤灣風景區(乾坤灣+區間車.清水灣.黃河古棧道)】位於延川縣乾坤灣鎮（原土崗鄉）,延

川縣城南部 53 公里處。乾坤灣(俗稱河懷灣)是一幅天造地設的天然太極圖,是黃河古道秦

晉峽谷上一大天然景觀,是陝北延川最亮麗最壯觀的一個風景點。黃河流域是華夏民族的

發祥地,黃土高原陝北山谷是華夏民族的搖籃。延川縣地處黃河中游陝北黃土高原腹地，

是遠古先民生息繁衍的中心區域之一。乾坤灣由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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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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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觀光、休閒、度假、科學考

察於一體，境內自然景觀奇特，人文歷史悠久，紅色文化厚重，民風民俗淳樸。 

 

早餐: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黃河魚風味 RMB80 

住宿: 4★延川乾坤灣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乾坤灣→3H 壺口【壺口瀑布(電瓶車)】→韓城 
【壺口瀑布(電瓶車)】是中國第一大黃色瀑布。在去往壺口的路上，

您可欣賞到黃土高原風情、晉陝大峽谷的雄偉壯麗的景色。壺口瀑

布是由寬數百米的黃河水突然收窄，陡然墜入數十米深的石槽中而

形成。形如巨壺注水，故名壺口。唐代大詩人李白有“黃河之水天

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詩句，描述其壯闊的景色。“不觀壺口

大瀑布，難識黃河真面目”。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 胡桃裏音樂餐廳 RMB80 

住宿:  　 5★韓城文淵閣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韓城【黨家村、司馬遷祠】→車覽鯉魚跳龍門→2H 華山【華陰老腔 (表演

約 30 分鐘)】 
【黨家村】位於韓城市區東北 9 公里，距黃河僅 3 公里，是大陸迄今

為止保存最好的明清建築村寨，被稱為「東方人類古代傳統居住村寨

的活化石」。黨家村石砌的巷道高大氣派，典雅精美的四合院門樓格外

引人注目，醒目的門楣題字顯映著主人的地位和信仰，精美的石雕、

磚雕、木雕工藝炫耀著主人的審美情趣和財富。四合院中的垂花門樓

十分精美，村巷中的佈局更是讓人叫絕。如今，黨家村仍有四合院一

百二十多座，這裡的人們仍在這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生活勞作，繁衍生

息。 

【司馬遷祠】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墓及後世為其所建的祠廟，1982 年被列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司馬遷墓和祠建於夏陽古渡旁，地處黃河西岸的小山崗上，當地稱「太史高墳」。祠廟經

唐至清各代修建，頗具規模。祠正中為獻殿和寢宮，均為宋代建築。獻殿過堂式，面闊五間，進深三

間，懸山頂。寢宮重修於北宋靖康元年（1126 年），面闊三間，進深一間，懸山頂，鬥栱四鋪作單栱

單昂。司馬遷墓圓形，磚砌墓身，上有古柏一株，傳說為漢代所植，墓碑書「漢太史司馬公墓」，為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陝西巡撫畢沅所書。 

【車纜鯉魚跳龍門】龍門是黃河中游最負盛名的自然雄奇景觀，它的地理位置在秦晉之間，屬韓城市

龍門鎮。鯉魚躍龍門的傳說就發源於這裡。 

鯉魚躍龍門的傳說在韓原大地傳播久遠，可以說盡人皆知。傳說起源於堯舜禹時期。據說，大禹為了

治理黃河水害，率領周圍百十里的民眾錘敲斧鑿，用了三十三年時間，終於有一天龍門被豁然鑿開，

黃河之水從中奪路而出。此時大禹望著兩岸的懸崖峭壁，陡立千紉，相對如門，而腳下的水流十分喘

急。他在欣喜之餘，感到此地峻險無比，只有神龍方可飛越，索性把此地命為龍門，並傳令四方，要

招一批有才之魚護衛龍門，永保龍門暢通，四方百姓平安。 

【華陰老腔 (表演約 30 分鐘)】華陰老腔是明末清初，以陝西省華陰市，久為華陰市泉店村張家戶族

的家族戲（只傳本姓本族，不傳外人）。其聲腔具有剛直高亢、磅礡豪邁的氣魄，非常追求自在、隨

興的痛快感，聽起來頗有關西大漢詠唱大江東去之慨，此類表演方式也被譽為黃土高坡上“最早的搖



滾”。 

落音又引進渭水船工號子曲調，採用一人唱眾人幫合的拖腔（民間俗稱為拉波）；伴奏音樂不用嗩吶，

獨設檀板的拍板節奏，均構成了該劇種的獨有之長，使其富有突出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世代流傳，久

演不衰。但又鑑於該劇種這一特殊情形（家族戲），目前依然處於行將消亡的瀕危狀態，迫切需要長

期保護。 

2006 年，華陰老腔已入選首要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早餐:飯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 華山氣鍋雞風味 RMB80 

住宿: 凖 5★華山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第九天 華山【華山風景區(華山北峰風景區+往返纜車+區間車)、西嶽廟】→臨潼 
【華山風景區(華山北峰風景區+往返纜車+區間車)】位於陝西西安

以東120千米的華陰市，古稱「太華山」，海拔2200米，是國家級

風景區。在五嶽之中，「華山」以「險」著稱，登山之路蜿蜒曲折，

長達12千米，到處都是懸崖絕壁，所以有「自古華山一條道」之說。

華山五峰中又以東峰（朝陽）、西峰（蓮花）、南峰（落雁）三峰較

高；東峰是淩晨觀日出的佳處，西峰的東西兩側狀如蓮花，是華山

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是華山最高峰。三峰以下還有中峰（玉女）

和北峰（雲台）兩峰。玉女峰相傳曾有玉女乘白馬入山間。雲台峰頂平坦如雲中之台。華山的名勝古

跡也很多。廟宇道觀、亭臺樓閣、雕像石刻隨處可見，華山上比較著名的古跡有玉泉院、真武宮、金

天宮（白帝祠）等景點。華山以北7千米處的西嶽廟是古時祭祀西嶽華山神的廟宇。 

【西嶽廟】是供奉西嶽大帝華山神的廟宇，在華山以北 5 公里的嶽鎮街上。廟始建於漢武帝時代，後

成為歷代 帝王祭祀華山神的場所。西嶽廟坐北朝南，廟門正對華山。在由北至南的中軸線上依次排

列著灝靈門、五鳳樓、櫺星門、金城門、灝靈殿、寢宮、御書樓、萬壽閣。整個建築呈現前低後高的

格局。 西嶽廟建築相當宏偉。五鳳樓建於高台上，高達 20 多米，登樓望華山，五峰歷歷在目。正

殿灝靈殿建築為琉璃瓦單簷歇山頂，坐落於寬廣的“凸”字型月台之上，面寬 7 間，進深 5 間，周圍

有迴廊，氣勢宏偉，歷代帝王祭祀華山多住於此。殿內懸掛有康熙、道光、慈禧所題“金天昭端”、

“仙雲”等匾額。整個院落林木繁茂，山石嶙峋，饒有園林之趣。 

驪山下溫泉宮殿~臨潼悅樁溫泉酒店  ◎含一次溫泉門票，請自備泳衣(褲)、泳帽 
悅榕莊姐妹品牌-悅椿酒店，日本大師設計酒店內 26 個泡池冷泉，和華清池同源。說起悅椿酒店，就
不得不提悅榕莊。悅榕莊酒店的特色，簡單說起來就是充滿著異國度假風情，並以泰式 Spa 著稱，
選址講究又融入大自然，讓住客放鬆和舒適。 
作為悅榕莊旗下品牌，西安悅椿溫泉酒店不僅延續了悅榕莊酒店的度假風尚，更結合了當地城市氣
質，外觀非常恢弘大氣，仿佛置身於盛唐宮殿。仿唐朝古風的建築群、花卉園林、湖景、庭院及溫泉
涼亭巧妙連接，自成一氣。酒店大堂入口矗立著兩排的華表，還原了當時唐代古城的入城的模樣。 
 
 
 
 
 
 
 
 
 
早餐:飯店內 午餐:華山特色菜 RMB60 晚餐:禦膳苑精緻料理 RMB120 

住宿: 5★臨潼悅樁溫泉酒店( banyan tree 悅榕集團) 或同級 

 

第十天 
臨潼【世界遺產~秦代兵馬博物館(含電瓶車、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

耳機導覽  ∼  華清池】→西安 



【秦代兵馬博物館(含電瓶車、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世界第

八奇蹟，1974 年西安市臨潼區村民在打井時發現了大大小小的殘

俑，由此秦始皇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狀況逐漸展示在世人的面

前。1979 年規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隆重開放，舉世罕見的秦兵

馬俑博物館開放後，很快就轟動了中外，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秦兵馬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

場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們驚嘆不已。 

重回時光隧道，2200 年前的秦始皇建造了他永生的住所，我們一起

來看看。目前開放 1~3 號坑及銅車馬坑。現場遺址的一級古蹟、是

難得一見的。另 1 號坑後方考古學家仍在努力挖掘與修復，幸運的

話您還可看到他們努力的發掘與修復文物的情況。 

【華清池】自古就是溫泉沐浴勝地，相傳西周的周幽王曾在這裡建

離宮，到了唐代又數次增建，唐玄宗時改稱華清池，是唐代皇家和

王公大臣的洗浴地。其中「溫泉水滑洗凝脂」就是當年楊貴妃在這裡沐浴的寫照（進入大門就能看到

貴妃沐浴的雕像）。今天的華清池，是在清代建築的基礎之上擴建而成。 

早餐:飯店內 午餐:大秦小宴 RMB158 晚餐:蓮花餐飲陝南菜風味 RMB150 

住宿: 5★盛美利亞酒店 或西安滻灞艾美酒店 或希爾頓酒店 或中晶華邑酒店 或同級 

 

第十一天 
西安【大明宮遺址(電瓶車+3D 電影+地下博物館+微縮景觀)、雁塔廣場∼

星巴克甄選店(包含一杯咖啡或其他飲品)】→西安機場/ 桃園機場 
【大明宮遺址(電瓶車+3D 電影+地下博物館+微縮景觀)】是一部具有

國際視野的特種電影，為了配合ＩＭＡＸ３Ｄ電影的製作特點，影

片安排了多個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場景，如大型宮廷樂舞、皇家馬球

比賽、貴族狩獵場、武術對刺……這些場景會為觀眾奉獻一幕幕別

開生面、驚心動魄的非一般視覺體驗。 

【地下博物館】 位於公園中軸景觀中心地下的遺址博物館，建築面

積達到１００００平方米左右，其突破了傳統的文物展陳方式，引

入富有歷史實景的演出，用現代的方式對歷史進行詮釋。 

【微縮景觀】 以１：１５的比例真實地還原了全盛時期的整個唐大明宮宮殿群。１１００座建築，

精雕細刻、描金彩繪。穿梭其間，仿佛穿越了時空回到盛唐皇家宮殿之中。 

【雁塔廣場】始建於西元 589 年的大雁塔是西安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唐代高僧玄奘曾在此譯經。大雁

塔廣場就位於舉世文明的佛教聖地大雁塔腳下，它是亞洲最大的唐主題文化廣場，已經成為西安百姓

宜賞宜聚、觀光休閒的一處文化旅遊勝景。國學大師霍松林教授遊覽後欣然題詩：“水木清華樓殿新，

繁花似錦草如茵。廣場兼具園林美，覽勝休閒樂萬民。”其中雁塔北廣場是一個規模宏大的音樂噴泉

廣場，東西寬 218 米、南北長 346 米，是目前全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噴泉廣場。 

【星巴克臻選(包含一杯咖啡或其他飲品)】這家臻選位於大雁塔旁，融合了長安城的古典和時尚，大

氣和夢幻，有種一秒穿越回大唐盛世的即視感。裝修以時尚風和復古風相互混搭，簡

約而不簡單，充滿了低調的華麗。在這樣的店裏，來上一杯香醇的咖啡，和投緣的人

一起，一切都可以慢下來。 

★什麼是星巴克臻選店？ 

『星巴克臻選』首先是一類不同於以往的特殊門店，在這些門店裡，有更珍貴稀有的

咖啡豆，豐富的咖啡製作方式，專業的咖啡大師。 

早餐:飯店內 午餐: 百姓廚房風味 RMB80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 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