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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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質獎行程】桂林山水．龍勝梯田．陽朔灕江黃金水道．無購

物 6 日●保證入住悅榕庄．全程國際 5★品牌酒店 
出發日期:9/15、9/22、9/29、10/6、10/13、10/20、10/25 

NT:43,9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行程特色 
✔旅遊金質獎－榮獲２０１７旅遊金質獎，經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肯定，

予您安心品質保證！ 

✔旅遊無壓力－全程無購物站、無自費，遊覽時間最充足，輕鬆玩全程！ 

✔賞首選美景－龍脊梯田．探《壯、瑤》２民族古樸文化．嚐地道村寨傳統佳餚 

✔優質風味餐－全程晚餐【人民幣１００-２５０／人】．精選各地優質特色佳餚 

✔安排賞３秀－張藝謀《印象．劉三姐》＆ 桂林《山水間》＆ 遇龍河漂流《魚鷹捕魚秀》 

✔雙５Ａ景區－訪國家５Ａ級旅遊景區《象鼻山》＆《靖江王府》讓您一探古王城規模、科舉情

境！ 

✔賞３鐘乳石洞－《國賓洞．蘆笛岩》＆《荔浦．銀子岩》＆《金鐘山．永福岩》讓您感受洞奇、

石美，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刻劃！ 

✔全程安排國際５星品牌酒店．加碼再升等－２０１４年全新開幕．奢華典雅之【陽朔悅榕庄．

BANYAN TREE, YANGSHUO】２晚 

【貼心好禮】(1)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2) 桂林風景明信片每人乙套 

 (3) 全身按摩 60 分鐘乙次(不含小費，建議人民幣 20/人)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站。【自費活動】全程無自費活動。 

 

 



桂林安排入住【國際５星品牌酒店．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Guilin】  

 
桂林香格里拉酒店，2010 年三月全新開幕，酒店擁有 449 間客房，可俯瞰風景秀麗的灕江美景，

是商務旅行和休閒度假的理想住所，只需 10 分鐘車程即可抵達市中心及國際會展中心，酒店客房

寬敞開闊，面積皆大於 42 平方米，是桂林地區酒店最大的客房，行政河景房更擁有戶外露臺等設

施；酒店也擁有數家當地一流的餐廳和酒吧，能讓客人在此一飽口福，從優雅的雞尾酒，精致的

飯菜，到隨意的池畔小吃，酒店餐廳和酒吧將隨時滿足您的各種餐飲需求。 

 

【設計理念】 

享譽世界的自然文化名城「桂林」，以喀斯特地貌構成世上最美的山水美景。桂林的「山青」、

「水秀」、「洞奇」、「石美」等四絕，讓人流連忘返，陽朔灕江山水，更是世界上規模大、風

景最美的岩溶山水遊覽區，桂林到陽朔段的灕江，沿途峰巒挺秀，碧水如鏡，青山浮水，倒影翩

翩，兩岸景色迷人，有如百里錦繡畫廊。除了桂林與陽朔美景之外，龍勝梯田數大便是美的浩瀚

全景更讓您流連忘返，如遇上播種時節，水田倒影更加引人入勝；行程安排欣賞─張藝謀執導

《印象．劉三姐》，讓您藉由觀賞大型歌舞表演更深入了解當地文化，豐富您的旅程。 

 
【龍勝．龍脊梯田】  

 



龍脊梯田始建於元朝，完工於清初，距今已有六百五十多年歷史。人們建設家園的智慧和力量，

在這被充分地體現出來；龍勝縣龍勝梯田群規模宏大，全部的梯田分佈在海拔 300 －1100 公尺之

間，最大坡度達 50 度，一層層從山腳盤繞到山頂，層層疊疊，高低錯落。其線條行雲流水，其規

模磅因礡壯觀，是桂林旅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特別安排觀賞【陽朔．遇龍河漂流＋魚鷹捕魚秀】 

 
 

陽朔遇龍河是一卷畫軸，兩岸山巒百態千姿，河畔翠竹疊嶂，蕉臨四季常青，沿岸地稻田一年四

季顏色不斷變化，田野裏一片生機勃勃地綠，詩情畫意盡顯其中。而由於現在灕江魚比原來少了

很多，所以『魚鷹捕魚』也開始走上了旅遊線。遊人坐船近距離觀賞魚鷹捕魚。 

 

特別安排遊覽【永福．金鐘山景區】  

 
 

金鐘山旅遊度假區，地處桂林以南的「中國長壽之鄉」永福縣，景區完美將永福淵遠流長的傳統

福壽文化融入七平方公里的原生態峰林幽谷之中，是一集自然奇景、養生溫泉、度假賓館、會議

休閒等多項旅遊資源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景區。 

 

【荔浦．銀子岩】  

 
 

 



【精心安排：張藝謀《印象．劉三姐》＆《山水間》＆ 遇龍河漂流之魚鷹捕魚 ＆ 全身按摩 1 小時 

＆ 陽朔西街下午茶】 

 

【張藝謀《印象．劉三姐》】安排ＶＩＰ席 

 
 

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斥資約 30 億台幣，在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成的實境舞台，搭配炫

麗的燈光、音響，舞者以曼妙的舞姿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第一幕出場的演出人數高達 600 多

人，演出空間包括了超過兩公里灕江水域，場面浩大，以廣西壯族傳說歌仙「劉三姐」為劇中故

事主軸，並以灕江奇幻的山水實景營造出一種「霧、雨、雲」融合的神奇魅力，前所未有的精采

演出，被譽為專程坐飛機去看都值得。 

※【《印象．劉三姐》如遇氣候不佳，或其他因素停演，將以桂林市區的景點《夜船遊四湖》替

代，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玄幻歌舞秀《山水間》】安排ＶＩＰ席 

 



《山水間》是應用國際一流舞臺技術、以歌舞雜技等表演藝術形式，為觀眾講述桂林山水故事的

旅遊舞臺秀；演出從『我想去桂林』的歌聲中開始，瞬間岩漿般的火光噴湧而出，全體觀眾仿若

置身一個充滿神奇的洞穴中，隨劇情一起穿越、進入一個魔幻奇妙的異度空間；全劇按「山之青、

水之秀、洞之奇、石之美」四個篇章依次呈現，七星仙子翩然起舞，長髮瑤女子嫵媚婀娜、顧盼

生姿，高空翻轉、車疊羅漢、球形飛車等高難度特技隨聲光電的變幻輪番登場，令人目不暇接，

演員與觀眾頻頻互動，帶領觀眾共同經歷了一場為時 70 分鐘的玄幻神奇、驚豔刺激的山水穿越之

旅。 

【景點安排】 

 龍 勝─龍脊梯田【古壯寨】。 

 永 福－金鐘山景區【乾龍天坑、永福岩】。 

 桂 林－蘆笛岩、象鼻山、靖江王府+獨秀峰、日月雙塔公園、《山水間》。 

 陽 朔－船遊覽灕江【國際長線水道三星遊船】、銀子岩、世外桃源、遇龍河漂流+魚鷹捕魚秀、

陽朔西街【加贈下午茶一份】、《印象．劉三姐》。 

   

【住宿安排】 

 桂 林－★★★★★ 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Guilin 或 喜來登酒店．Sheraton HOTELS 

& RESORTS。 

 陽 朔－★★★★★ 悅榕庄．BANYAN TREE, YANGSHUO。（保證入住） 

 

※大陸地區酒店安排房型為 2 人 1 室標準間（二張單人床），部分酒店大床房型需加價，如有需

求大床房型，請於付訂時告知您的業務是否加價需求大床房型，如不接受加價，將以「不加價大

床房」向酒店需求，房況依團體入住當日為準，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餐食安排】全程精選優質風味餐 

 桂 林─(1) 灕江大瀑布．野蕈宴   人民幣 100（包廂）  

     (2) 味道製造．中式料理   人民幣 100（包廂） 

     (3) 椿記燒鵝        人民幣 100（包廂） 

 

 陽 朔─(1) 悅榕庄．中式料理    人民幣 2,500／桌 

     (2) 河畔酒店．啤酒魚    人民幣 100 

 

 龍 勝－(1) 龍脊壯族風味      人民幣 50  

 

參考航班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第一天 長榮航空 BR759   桃園機場  16:55  桂林兩江機場 19:20  
第六天 長榮航空 BR760   桂林兩江機場  20:35  桃園機場 22:55  

 

行程內容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桃園 桂林 
【桂林】是全國溶研岩地形最達的地區之一，向來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絕著稱。 

伴著清澈澄碧的灕江，縈繞著萬座翠碧的奇峰，並蜿蜒流過城市，使得桂林有如一幅大型的天然

山水畫，可讓遊客親身體驗一個如夢似幻的奇妙世界。 



餐 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敬請自理  

旅 館：★★★★★ 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Guilin 或 ★★★★★ 喜來登酒店   
 

第 2 天 (桂林→龍勝 車程 約 2 小時)  

桂林 龍勝－龍脊梯田【古壯寨】 桂林－日月雙塔公園(不上塔)、觀賞

玄幻歌舞秀《山水間》【VIP 席】 
●【龍脊梯田─古壯寨】龍脊梯田位於龍勝縣東南部和平鄉境內，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梯田群， 

梯田如鏈似帶，從山腳盤繞到山頂，其線條行雲流水，瀟灑柔暢，規模則磅礡壯觀，氣勢恢弘，

有「梯田世界之冠」的美譽。 

◆【龍脊古壯寨】是壯族梯田的發源地，目前有 300 戶人家，1100 多人口，是具有較高人文觀賞

價值和梯田觀賞價值的壯族古老村寨，歷史悠久，清明時就以盛產茶葉而聞名。，龍脊古壯寨梯

田文化觀景區最高海撥 1300 米，最低海撥 350 米，這裡的梯田其規模和氣魄之大，巍峨、雄渾，

像巨龍一樣綿亙不絕，至今還保留著的清朝潘天鴻的廉政碑和康熙兵營舊址等文物古跡。 

◆【日月雙塔公園】日月雙塔是兩江四湖環城水系中最著名的旅遊景點，因爲與桂海碑林中的宋

代雕刻日月神菩薩隔河相對，又因爲雙塔高聳入雲，直指日月，故名日塔、月塔。象山是桂林的

城徽，而雙塔則是新桂林的標識。日塔、月塔與象山上的普賢塔、塔山上的壽佛塔，相互呼應，

相互映襯，有「四塔同美」之說。 

★【山水間秀】玄幻雜技歌舞秀《山水間》時長 70 分鐘，以桂林繽紛多彩的山水和獨具魅力的少

數民族文化為背景，以一名遊客的經歷來敘述在灕江畔、象山下詩歌般的田園生活，分為「山之

青」、「水之秀」、「洞之奇」、「石之美」四個篇章，展現了迷人的南國風情以及人與大自然

的和諧相處，將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和生活趣味融入到跌宕起伏的藝術表演中。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龍脊壯族風味 (人民幣 50)  晚餐／灕江大瀑布．野蕈宴 (人民幣 

100)(包廂)  

旅 館：★★★★★ 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Guilin 或 ★★★★★ 喜來登酒店   
 

第 3 天 桂林 靖江王府+獨秀峰 蘆笛岩 象鼻山、全身按摩一小時(不含小費)、

車遊兩江四湖 桂林 
◎【靖江王府、獨秀峰】位於桂林市灕江之畔，景區內自然山水風光與歷史人文景觀交相輝映，

有「城中城」的美譽。【靖江王府】又稱為「靖江王城」，1372 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姪孫朱守謙

被封為「靖江王」時修建的王城，共住過 14 位藩王，是我國目前保存最為完好的明藩王府第。

【獨秀峰】位於王城內，海拔 216 米，直例如柱，四面絕壁，有「南天一柱」的讚譽，主要的景

點有讀書岩、太平岩、月牙池、雪洞、中山紀念塔、獨秀亭等。 

★【蘆笛岩】位於廣西桂林市西北郊的蘆笛公園內的光明山上，因為其洞口長有可以做蘆笛的蘆

笛草得名。是桂林山水的一顆璀璨明珠。蘆笛岩被譽為「大自然的藝術之宮」，其洞內有大量奇

特怪異的石筍、石乳、石柱、石幔、石花，它們組成了獅嶺朝霞、蘑菇山傳奇、石乳羅帳、光明

樓、盤龍寶塔、原始森林、水晶宮、花果山等景觀。洞內還存有貞元八年（792）以來的歷代壁

畫 77 則，都是用墨筆書寫，有的壁畫歷經了 1000 餘年，至今墨跡仍然可以辨認出來。 

◎【象鼻山】位於桂林市內桃花江與灕江匯流處，是桂林城的象徵，桂林的城市代表就以象鼻山

為標誌，海拔 220 米，高出水面 55 米，由 3 億 6 千萬年前海底沉積的純石灰岩組成。山形弧拔

陡峭，岩石蒼勁，山石垂入水中有如象鼻飲水，在象鼻山與象腿之間有一水月洞，有如一輪明月

靜浮水上，形成著名的「象山水月」景觀。 

◆【車遊 2 江 4 湖】灕江、桃花江、木龍湖、桂湖、榕湖、杉湖，謂之「兩江四湖」構成了環城



風景帶，3 個主題景區。遊賞兩江四湖，可觀襟江接湖、飛湍瀑流、七峰倒影、清波拍岸、芳草

繽紛、佳木繁蔭，座座新橋，景趣相容，各呈異彩，樓亭臺榭，錯落有致，相交輝映，更有船閘

濟舟，山環水繞，名勝盡覽。為甲天下之桂林山水錦上添花，令中外遊客流連忘返。 

 

隨後享貼心贈送★全身按摩 60 分鐘(不含小費，建議人民幣 20/人)，讓您一掃旅途中的疲憊。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養生茶宴 (人民幣 50)  晚餐／味道製造 (人民幣 100)(包廂)  

旅 館：★★★★★ 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Guilin 或 ★★★★★ 喜來登酒店   
 

第 4 天 (桂林→磨盤山碼頭 車程 約 40 分鐘)  

桂林 磨盤山碼頭 灕江國際長線水道遊船【三星船】(航程約 4 小時)

陽朔－漫步陽朔西街【享用下午茶】、晚上欣賞《印象．劉三姐》【VIP

席】 
★【黃金水道長線船遊覽灕江】灕江發源於興安縣貓兒山，流經桂林、陽朔、平樂，在梧州市匯

入西江；秀麗而澄清的灕江像條蜿蜒的玉帶，環繞在蒼翠的群山之中。乘舟泛遊灕江，可見兩岸

峭壁屏立，風光旖旎，處處充滿詩情畫意；此路線路從桂林至陽朔的 83 公里漓江河段，為漓江精

華游，有「深潭、險灘、流泉、飛瀑」的佳景，是典型岩溶地形最豐富、集中的地帶，匯集了桂

林山水的精華景點，令人有「船在水中遊，人在畫中遊」之感。（含碼頭電瓶車） 

＊此行程之灕江遊船，特別安排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全新打造完成的三星級遊船，座位更為寬

敞、船艙更加明亮、舒適。 

 

＊請注意：由於船上廚房設備有限，恕無法提供素食餐點，茹素旅客請自行準備素食餐點(如：麵

包、素泡麵等)，茹素旅客將另於外站退此餐餐費 RMB30/人，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陽朔西街】晚上您可自行前往陽朔西街逛逛，街上有很多的 PUB 及精緻的手工藝品，您可在 

此充分享受殺價之樂趣，或選個中意的 PUB 小酌一番，度過一個不一樣的夜晚！陽朔西街：雖然

只是 200 米的石板步行街，卻有 1,400 多年的歷史，現在這裡最多的有 3 種東西—老外、西式酒

吧和手工藝品小攤。西街上的小舖，可找到各式各樣的古物，還有各式美食餐廳，街上交雜著各

國語言，西街揉合了中西交融的風情，讓人玩味！ 

 

安排享用★特色咖啡廳下午茶【咖啡或茶飲一杯+蛋糕乙塊/份/人】，讓您徜徉在中西合璧的悠閒

氛圍裡。 

★【印象劉三姐】斥資約 30 億台幣，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在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 

成的實景舞台，搭配炫麗的燈光、音響，舞者以曼妙的舞姿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第一幕出場

的演出人數高達 600 多人，演出空間包括了超過 2 公里灕江水域，場面浩大，以廣西壯族傳說歌

仙「劉三姐」為劇中故事主軸，並以灕江奇幻的山水實景營造出一種「霧、雨、雲」融合的神奇

魅力，觀賞場地可容納將近 5,000 多席次。 

 

※《印象．劉三姐》如因天候不佳，或其他因素導致停演無法觀賞，將改以桂林－夜間船遊四湖

替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船上簡餐  晚餐／河畔酒店．啤酒魚宴 (人民幣 100)  

旅 館：★★★★★ 悅榕庄．BANYAN TREE, YANGSHUO   
 



第 5 天 陽朔 世外桃源 荔浦－銀子岩 遇龍河漂流+魚鷹抓魚秀 陽朔 
◎【世外桃源】是一片秀美山水田園，充滿魅力的地方，兩岸美景不斷；有山、有洞、有小橋、

有流水、有人家；乘機動船遊覽園內，欣賞悅目的少數民族風情舞蹈，也可到民俗大觀園內，參

觀圖騰柱、風雨橋等別具風格的建築，並觀賞、購買少數民族婦女的手工織物等。 

◎【銀子岩】銀子岩旅遊渡假風景區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呈現一派迷

人的田園風光。銀子岩屬層樓式岩洞、包含了下洞、大廳、上洞三部分，匯集了不同年代發育生

長的各種類型鐘乳石洞、特色景點數十個，以音樂石屏、廣寒深宮、雪山飛瀑、三絕、佛祖論經、

獨柱擎天、混元珍珠傘……等命名，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 

★【遇龍河漂流+魚鷹抓魚秀】遇龍河是陽朔僅次於灕江的第二大河流，發源於臨桂縣古裏河，至

穿岩古榕景區青厄渡口處與金寶河匯合後流入灕江，流經陽朔三鄉鎮三十多個村莊，長年河水清

澈，水流緩慢，河中築有多處堤壩，不通航，是陽朔部分重點文物古蹟和主要田園山水風景所在

地；陽朔遇龍河是一卷畫軸，兩岸山巒百態千姿，河畔翠竹疊嶂，蕉臨四季常青，沿岸地稻田一

年四季顏色不斷變化，田野裏一片生機勃勃地綠，詩情畫意盡顯其中。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芋頭宴 (人民幣 50)  晚餐／悅榕庄．中式料理 (人民幣 2,500／

桌)  

旅 館：★★★★★ 悅榕庄．BANYAN TREE, YANGSHUO   
 

第 6 天 (陽朔→桂林 車程 約 1.5 小時)  

陽朔 永福－金鐘山景區【乾龍天坑、永福岩】 桂林 桃園 
今早，悠閒享受悅榕庄酒店美味自助早餐，餐後您可在酒店內隨意散步，充分享受悅榕庄的奢華

美好！ 

◎【乾龍天坑】整個天坑直徑 40 米，深達 50 米，是桂林地區唯一的天坑，將地表與地下連接在 

一起。來到天坑，有如地心探險，如此大氣、壯觀的自然景觀，無法用語言形容。從坑底仰望洞

口，陽光從坑口直瀉而下，宛如紗簾，美麗的風景讓人流連忘返。由於相連的地表與坑洞，又與

水位極深的地下河相通，空氣中充滿有益人體的負離子，加上特有的大濃度包氣帶（含氣體的岩

層），這樣的空間成為天然的負離子儲存庫，遊覽時讓人神清氣爽。 

◎【永福岩】全洞行程約 14 公里，目前的瀏覽區域為 1.25 公里，洞內常年保持在 18 攝氏度，

冬暖夏涼。這是一處大自然恩寵的世界級地質奇觀，洞中景物由小至大，由細緻到壯闊，共 70

多個景點，像是如雪白的富士山、圓明園遺址、雄偉的萬裡長城，惟妙惟肖，形象逼真，整個遊

覽時間約需 80 分鐘。不同於其他溶洞，此地的鐘乳石仍保持自然生長，可說是一個成長中的天

然地質教室。 

 

後驅車前往桂林兩江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臺灣，為這次六天五夜的桂林山水遊畫下美麗

句點，期待下次再相逢。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長壽宴 (人民幣 50)  晚餐／椿記燒鵝 (人民幣 100)(包廂)  

旅 館：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