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2018/04/15【河南牡丹花】八裏溝景區、雲台山、少林寺 8 日(無購物) 

NT:41,9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以上報價不卡連續假日(需另報價)，二人一室，單人需補單人房差。 

◎已為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票。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行程特色 
 

【洛陽牡丹】洛陽是十三朝古都，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譽。“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為

天下奇。”其栽培始于隋，鼎盛于唐，宋時甲於天下。它雍容華貴、國色天香、富麗堂皇，寓意吉祥

富貴、繁榮昌盛，是華夏民族興旺發達、美好幸福的象徵。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74.htm




 

  



 



參考航班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一天 14:30 17:25 桃園 TPE / 鄭州 CGO 華信航空 AE 993 

第八天 18:35 21:25 鄭州 CGO / 桃園 TPE 華信航空 AE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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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 / 鄭州 - 開封(小宋城) 
【開封小宋城】設置在地下一樓，整個營業區內以木質仿古建築為主，回廊流水，亭臺樓榭

及戲臺上傳出的傳統戲曲演唱聲，仿佛瞬間把人帶回了拙樸又輕緩的北宋時代。擡起頭，

席天的是噴繪的藍天白雲。加上周圍小吃攤販身上的古裝，制作木板年畫的老師傅縱橫的

皺紋，以及路邊一排繡娘手中的銀針，讓來者一時忘憂。 

早餐:X 午餐:X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五★開封中州國際飯店或開元名都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開封(清明上河園、七盛角+非遺館、包公祠、DIY 體驗木板年畫製作、鐵塔) -

新鄉 

【清明上河園】是按照 1：1 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代表作，堪稱中華民族藝術之瑰寶的《清

明上河圖》復原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該園占地面積 500 餘畝，其中水面 150 畝，擁

有大小古船 50 餘艘，各種宋式房屋 400 余間，形成了中原地區最大的氣勢磅薄的宋代古建築群，整

個景區內芳草如茵，古音縈繞，鐘鼓陣陣，形成一派“絲柳欲拂面，鱗波映銀帆，酒旗隨風展，車轎

綿如鏈”的栩栩如生的古風神韻。 

【七盛角】七盛角是開封首個集旅遊、文化、休閒、餐飲、購物為一體的全仿宋建築項目開封建業東

京夢華七盛角文化民俗街。七盛角位於開封市龍亭西路 7 號（清明上河園迎賓門南側），屬開封建業

東京夢華項目首期，旨在打造以宋文化為主題，中原民風、民俗為內涵，融入現代創意文化及時尚氣

息，滿足現代人消費習慣、審美需求，體現開封文化特色，集時尚購物、特色餐飲、民宿客棧、娛樂

休閒、文化體驗為一體的民俗文化休閒街區。 

【包公祠】後人為紀念北宋名臣包拯而建的一座祀堂。包公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婦孺皆知。包拯在北宋

時期曾任開封府尹，一生為官清廉，其功德為後人是大傳頌。 

【DIY 體驗木板年畫製作】朱仙鎮木板年畫是古老的漢族傳統工藝品之一。是中國木版年畫

的鼻祖，朱仙鎮木版年畫構圖飽滿，線條粗擴簡煉，造型古樸誇張，色彩新鮮豔麗，與天

津楊柳青年畫、山東濰坊楊家埠木版年畫、江蘇桃花塢年畫並稱中國四大年畫。特別安排

木板年畫製作，遊客可免費親手製作並惠存留念。 

【鐵塔】在古城開封的東北隅，聳立著一座高大挺拔的古塔，它就是開封的鎮市之寶，被

譽為國寶“天下第一塔”的開封鐵塔。鐵塔雖名為鐵塔，卻並非用鐵建造的，因其通體鑲

嵌褐色琉璃磚，顏色近似於鐵，從元代起，民間俗稱為“鐵塔”。它也是開封僅存的兩處

北宋地面文物之一。鐵塔在建築藝術上可稱得上是一座非常完美的藝術品，塔身上下收分

比例協調自然，視覺差比例勻稱美觀，塔身裝飾的琉璃浮雕，各種花紋磚有 50 餘中，每

一塊都是做工精細，動物栩栩如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包子風味  5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 五★新鄉開元名都或同級 

 



第三天  新鄉 - 輝縣(八裏溝景區(含電瓶車)、天河瀑布、天界山景區(含景區中巴車) +

穿越掛壁公路、360 度觀太行~雲峰畫廊+觀景電瓶車 - 焦作 
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媧山，或作太形山。中國東部地區的重要山脈和地理分界

線。跨越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 4 省市。北起北京西山，南達豫北黃河北崖，

西接山西高原，東臨華北平原，綿延 400 餘公里，為山西東部、東南部與河北、河南兩省

的天然界山。它由多種岩石結構組成，呈現不同的地貌，這裡儲藏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太

行山地區有眾多河流發源或流經，使連綿的山脈中斷形成「水口」，這裡是華北平原進入

山西高原的要道。 

新鄉源於西漢為獲嘉縣的新中鄉，西晉太和五年(370 年)在今新鄉市建新樂城。《史記志疑》

說：“樂者村落之謂，古字通用”，新樂亦即新鄉之意。隋置新鄉縣。地處河南省北部，

南臨黃河，與省會鄭州、古都開封隔河相望。 

【八裡溝景區(含電瓶車)】位於河南省新鄉市西北 50 公里處，總面積 42 平方公里，屬典型

的南太行風光，她薈萃了太行山水精華，集奇、險、俊、秀、幽於一谷，延途可見壽星盈

門、桃花灣、山神廟、靜心灘、天河瀑等特色景點，故而被稱為“太行之魂、中華風骨”；

該地區森林覆蓋率達 90%，每立方釐米空氣中負氧離子超過 5000 個，因此這裡又有著“天

然氧吧”之美譽。也正是因此，早在遠古時期，八裡溝就是共工氏等原始部落的重要活動

區域；魏晉以來，這裡就已經成為好山樂水者的尋幽探勝之地，文人雅士紛紛前來，或蔔

地隱居，或觀光遊覽，留下了眾多的韻事佳話。清代名儒孫奇峰就曾為八裡溝大瀑布書有

《石門山觀瀑布》一詩，是為八裡溝經典之作之一。 

【天界山景區(含景區中巴車)】位於輝縣市上八裡西北部的太行山深處，大峽谷形若巨盆，貌

比蒼龍。景區內，一落千丈的紅巖絕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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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穿越太行

崖壁公路，溝壑縱橫千姿百態、站在青峰關觀景臺一覽太行山障百里橫亙、紅巖峽谷千尺

跌崖、太行雲海佳境升騰…一幅幅如詩如畫的卷軸鬼斧神工、震撼人心。 

開封市簡稱汴，開封市區分布著包公湖、龍亭湖、西北湖、鐵塔湖、陽光湖等諸多湖泊，

水域面積達 145 公頃，占老城區面積的四分之一，是著名的「北方水城」，享有「一城宋

韻半城水」的盛譽。   
早餐:飯店內 午餐：太行風味  5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 准五★焦作山陽建國酒店或焦作迎賓館或同級 

 

第四天  焦作(雲臺山風景區(含環保車)、健行紅石峽、潭瀑峽)   
【雲台山風景區(含環保車)】景區面積約 35 平方公里，區內層巒叠嶂，泉瀑爭流，峭壁懸崖，奇石

翠柏遍布山岩，有大小名峰 36 座，天然溶洞十數個，潭瀑泉池不計其數。以水叫絕。 

【紅石峽】又名溫盤峪，遊覽所需要的大致時間：一個半小時左右，全長 1500 米，單行綫景點。是

雲臺山景區峽谷極品的主要代表，景區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穀，素來享有

“盆景峽谷”的美譽。這裏外曠內幽，奇景深藏，兩岸峭壁山石秀麗，仿佛鬼斧神工雕鑿而成的一個

巨大盆景，又似名山大川的濃縮，園林專家稱之爲“自然山水精品廊”。明代懷慶知府徐以貞，曾寫

詩誇道“何年鬼斧劈層崖，鳥翼飛來一綫開。斜陽在山歸意懶，不堪回首重徘徊。 

【潭瀑峽】潭瀑峽地處雲臺山北部略偏西，是主要河流子房河的一個源頭。溝長 1270 米，南北走向。

溝東面，峭壁聳翠，基岩裸體。溝西面，競秀峰參差俏麗，峰群一字排列，峰峰直立，爭奇鬥異。在

曲曲彎彎的溝槽內，瀠洄著一條會唱歌、會跳舞的溪水，這條能歌善舞的溪水叫小龍溪。 

早餐:飯店內 午餐：雲臺山珍  5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 准五★焦作山陽建國酒店或焦作迎賓館或同級 

 



第五天  焦作(雲臺山風景區(含環保車)、健行茱萸峰、鳳凰嶺玻璃棧道) - 洛陽 
【茱萸峰】俗名小北頂，海拔 1308 米，是雲臺山的主峰，因在古時候遍生芳香植物茱萸而得名的。

雲臺山主峰茱萸峰，雲蒸霧騰之時，那忽聚忽散的雲霧，把山峰襯托得更加高峻雄偉，主峰秀出雲霧

之上，猶如天宮瑤臺。峰頂有真武大帝廟、天橋、雲梯。相傳，王維名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隹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即於此峰有感而作。登

上峰頂，極目遠眺，可見黃河如銀帶；俯視腳下，群峰形似海浪湧。山頂氣候多變，倏忽間風起雲生，

白霧從山間咕嘟嘟地湧出，紅日隨即隱去。山峰在雲霧中出沒，雲騰山浮，如臨仙界。 

(雲臺山為通票。如天氣因素無法走玻璃棧道，改走原棧道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 午餐：農家風味   5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 准五★洛陽雅香金陵大酒店或頤舍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洛陽(龍門石窟(含電瓶車)、麗景門+大唐迎賓+明清古街、牡丹園賞牡丹 - 鞏

義(康百萬莊園) - 登封 
【龍門石窟(含電瓶車)】中國著名的三大石刻藝術寶庫之一，2000 年，龍門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位於河南省洛陽南郊 12 公里處的伊河兩岸。經過自北魏至北宋 400 餘年的開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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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景門城樓】古都洛陽先後 13 個朝代在此建都，稱王、稱帝者達 104 人之多, 麗景門最早始于隋

代，盛時城牆高四丈,都城有三千餘肆、四百餘店。今日的麗景門，由城門樓、甕城、箭樓、城牆和

護城河等部分組成，是古都第一門。 

【牡丹園】牡丹是中國特有的名貴花卉，花大色豔、雍容華貴、芳香濃鬱，而且品種繁多，素有"國

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稱，長期以來被人們當做富貴吉祥、繁榮興旺的象徵。牡丹以洛陽最富盛名，

特別安排觀賞洛陽牡丹園，讓客人能盡情領略牡丹花的風華絕代。  

(牡丹花為季節性產物，實際花況會因天候狀況(下雨、乾旱、氣溫...)影響花開的數量或凋謝，敬請理

解。) 

【康百萬莊園】始建於明末清初。康百萬家族前後十二代人在這個莊園生活，縱跨了明、清、民國三

個時期 400 餘年，莊園也從最初的半山腰一直建到了山頂。該莊園是一處典型的十七到十八世紀黃

土高原上封建堡壘式的建築。它背依邙山，面臨洛水，從後人複製的莊園全貌圖上看，莊園的所有建

築好像馱在一塊巨型的龜背上，而龜的頭部正好伸 

向河流，因而便有了「金龜探水」的稱號。康百萬莊園是中國三大地主莊園之一]。 

焦作市，古稱山陽、懷州、懷慶府，位於中國河南省西北部，北依太行山，南臨黃河，地處黃河中下

游北。焦作是華夏民族早期活動的中心區域之一，現存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焦作

是司馬懿、韓愈、李商隱及竹林七賢山濤等歷史文化名人的故里，太極拳的發源地。 

早餐:飯店內 午餐：全家福盆菜 5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 准五★登封禪武大酒店或新密承譽德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登封(少林寺(含電瓶車)、塔林、武術表演、嵩陽書院、嵩嶽寺塔) - 鄭州 
【少林寺(含電瓶車)】位於中嶽嵩山西麓，背依五乳峰，周圍山巒環抱、峰峰相連、錯落有

致。嵩山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各擁三十六峰，峰峰有名，少林寺就是在竹林茂密的

少室山五乳峰下，故名“少林”。少林寺為中國武術之鄉，也是禪宗祖庭，寺內古建築以

（練功房）內地磚之凹陷情形，可知少林功夫深奧之道。隨後前往歷代少林高僧的塔墓【塔

林】參觀，目前塔林現存石塔兩百多座形狀各異，是現存中國最大之塔群。特別安排全 方

位觀看精彩的【少林武術表演】，不同特色的少林武術絕學一一展示，更有邀請貴賓互動參

與切磋少林十八班武藝，精湛武藝讓人嘖嘖稱讚。 



【嵩陽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南麓，背靠峻極峰，面對雙溪河，

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始建於北魏太和八年（西元 484 年），隋唐時名嵩陽觀，北宋

景佑二年（西元 1035 年）改名嵩陽書院。嵩陽書院是中國古代著名高等學府，在歷史上

以理學著稱於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在此聚眾講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部分在此完成。院內古柏成林， 4500 歲的將軍柏樹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柏樹。 

【嵩嶽寺塔】嵩嶽寺塔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座佛塔，始建於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西元

520 年），為單層密簷式磚塔，是此類塔的鼻祖。嵩嶽寺塔由基台、塔身、密簷和塔刹幾

部分組成，塔外觀為十二邊形（全國古塔中僅有的一個孤例），系糯米汁拌黃土泥作漿，

青磚壘砌而成。 

 

早餐:飯店內 午餐：永泰寺風味 50 RMB 晚餐：領隊點菜 80 RMB 

住宿:五★鄭州裕達國貿酒店或索菲特酒店 

 

第八天  黃河風景名勝區+炎黃二帝塑像(含氣墊船)、黃帝故里 - 鄭州 / 桃園   
【黃河風景名勝區】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它在中國大地上蜿蜒曲折，奔騰千里，穿過青藏高原、

黃土高原，挾帶著滾滾黃沙，在鄭州沖出了最後一段峽穀，奔湧向廣闊的華北平原，一分為中下兩遊，
【炎黃二帝塑像(含氣墊船)】坐落於鄭州黃河遊覽區，高一百零六米，是中華民族智慧與力量的象徵。

黃河第一橋是 1906 年清朝光緒 32 年建設的中國第一橋，平漢鐵路其中一段，為中國鐵路大橋之母，

因黃河河床上漲，鐵路橋河中部分現已拆除，只留河灘部分予以留念。  

【黃帝故里】占地面積 100 余畝，黃帝故里祠始建於漢代，後曾經毀建，明清修葺。清朝康熙五十

四年（1751 年），新鄭縣令徐朝柱立有“軒轅故里”碑。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緬懷始祖功

德。近年來，新鄭市人民政府對黃帝故里景區進行了擴建。黃帝故里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拜祖的聖

地，被評為國家 AAA 級景區。2000 年被公佈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州市十大旅遊景點之一。 

早餐:飯店內 午餐：滋補燴面  50RMB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推薦自費: 
◆禪宗少林音樂大典 NTD1000/人 

◆東京夢華 A 區 NTD 15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