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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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五星河南】8 日 <無購物、無自費> 

龍門石窟、萬仙山、郭亮村、雲臺山 
 

出發日期:5/14、5/28、6/18 

NT:40,500 元/人   以上報價均含稅、導領小費、行李小費 

◎報價為二人一室，指定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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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飯店 

 



鄭州：★★★★★希爾頓酒店(酒店大堂免費 wifi)  

開封：★★★★★中州國際酒店(酒店大堂免費 wifi) 

 

洛陽：準★★★★★凱悅嘉軒酒店(酒店大堂免費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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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飛行時間 

第一天 08:30 11:20 桃園/鄭州 長榮航空 BR710 2小時50分

第八天 12:25 15:15 鄭州/桃園 長榮航空 BR709 2小時50分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鄭州(黃帝故里、河南博物院、商城遺址、鄭東新區) 

搭乘豪華客機經前往河南省的省會【鄭州市】歷史源遠流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鄭州曾是包括出生

於新鄭的中華人文始祖軒轅氏所領的有熊國以及夏朝、商朝、管國、鄭國和韓國在內的這些部落聯盟

或國家部分時期建政或建都所在地，因此被列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 

【黃帝故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拜祖的聖地，也是歷年黃帝故里拜祖

大典的現場。 

【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早在 1927 年建於河南開封，為中國八大博物館之一，經數度易名與搬遷

重建，位於鄭州農業路的新博物院終於在 1998 年 5 月 1 日落成並對外開放。該院目前館藏文物十二

萬餘件，其中國寶級文物四萬餘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歷代陶器最具特色。分基本陳列:有

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風雲兩系列；專題陳列:包含河南古代石刻藝術館、河南古代建築名器



館、楚國青銅藝術館、河南古代玉器館…等館。 

【商城遺址】商城遺址位於鄭州市區內，面積 25 平方公里。它是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前期城市遺址，

目前仍存在著一座周長為 7 公里的商代城牆，城牆始築于商代中期的二裏岡期下層，使用到二裏岡期

上層，東牆夯土層內木炭的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的年代，為距今 3570±135 年，據此可知其上

限約當西元前 1620 年前後。 

【鄭東新區】中國河南省鄭州市規劃中的一個開發區。目標建設成為「五區一中心」即：現代複合型

城區、綜合改革核心實驗區、對外開放示範區、環境優美宜居區、河南乃至全國內陸地區加快發展和

改革創新的新試驗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中心。 

 

早餐 X:機上簡餐 午餐 O: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五星希爾頓酒店或同等級 

 

第二天 鄭州→新鄉【萬仙山風景區(含電瓶車)、郭亮村、掛壁公路】 

【萬仙山風景區(含電瓶車)】森林覆蓋率達 95%以上，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夏季平均氣溫比山外低

5 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勝地，世外桃源。景區境內有四大雲梯、四大洞穴、四大仙潭、四大奇景，

紅巖絕壁大峽谷堪稱國內一絕。萬仙山由中華影視村—【郭亮】（電影《舉起手來》拍攝基地）、清幽

山鄉—【南坪】、人間仙境—【羅姐寨】三個分景區組成，位於河南省新鄉輝縣市西北部太行山腹地，

距鄭州市 150 公裏，距新鄉市 70 公裏。總面積 64 平方公裏，最高海拔 1672 米。森林覆蓋率達 95%

以上，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夏季平均氣溫比山外低 5 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勝地，世外桃源。 

 

【郭亮村】位於太行山腹地的河南省新鄉市輝縣西南 55 公里處的郭亮村，是一片石頭的世界，這裡

有令人驚嘆的絕壁長廊，雄壯蒼茫的千仞絕壁景觀，古樸素雅的山鄉風情……太行山仿佛格外垂愛，

把最美的片段都留給了它。這個懸崖上的村莊是一個石頭的世界——沿著村中的石頭路走下去，你會

觸摸到石巷，看到石磨、石碾，路邊的石桌、石凳甚至可以小憩片刻的石床。每一層石階、每一處石

房、每一方石壩、每一條石路，甚至搭建在山石之間的石橋都質樸得讓你感動。 

 

早餐 O:飯店內 午餐 O: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 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五星新鄉開元名都酒店或同等級 

 

第三天 新鄉→焦作【雲臺山景區(含環保車)、紅石峽】 

【雲臺山風景區(含環保車)】世界首批地質公園，美國大峽谷姊妹公園。面積 190 平方公里，包括紅

石峽、子房湖、茱萸峰、迭彩洞、青龍峽等十大景點。 

【紅石峽】河南雲臺山紅石峽位於子房湖南。它集泉瀑溪潭澗諸景於一谷，融雄險奇幽諸美於一體，

被風景園林專家稱讚為「自然山水精品廊」。紅石峽，這方石英砂岩峽谷，因富含氧化鐵, 經子房河

水長年侵蝕，夢幻般的丹崖碧水，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谷”的奇景。這裡

外曠內幽，奇景深藏，兩岸峭壁雄峰，濃縮天下名山大川之精華。從山上到穀底，天上人間，如入仙

境。紅石峽長約 1500 米 谷深 68 米，最寬處二十幾米， 最狹窄處 只有幾米。冬暖夏涼又叫長春谷。 

早餐 O: 飯店內 午餐 O: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 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五星 三維戴斯酒店或同等級 

 

第四天 焦作→鞏義【風情小鎮、長壽山(含電瓶車)】→洛陽 

【長壽山風情古鎮】長壽山風情古鎮是一處集特色小吃、手工作坊、民俗演藝、非遺展示、酒吧茶吧、

VR 體驗於一體的特色小鎮。古鎮匯聚特色小吃 200 餘種,囊括了成都、太原、西安、武漢、南京、福

建等地特色小吃，涵蓋剪紙、根雕、奇石、香包、牡丹畫等鞏義傳統民俗工藝，戲曲、河洛大鼓書表



演民俗演繹貫穿全天。 

【長壽山風景區(含電瓶車)】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鞏義市的竹林鎮，是國家 AAAA 級景區，生態林面積

8.7 平方公里。這裡山上自然資源，人文資源豐富，漫山青木疊翠，如詩如畫，令人心曠神怡，遠離

都市大生活的繁華喧囂，帶給你回歸自然，放飛心情，引吭高歌的舒心感覺。 

早餐 O: 飯店內 午餐 O: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 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 五星凱悅嘉軒酒店或同等級 

 

第五天 洛陽【龍門石窟(含電瓶車)、魏家坡古民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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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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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之多位於中國各大石窟之首。

其中「龍門二十品」是書法魏碑精華，唐代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所書的伊闕佛龕之碑，則是初唐楷書藝

術的典範。龍門石窟與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

窟。★2000 年 11 月 30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魏家坡民居】 位于洛陽市區北５公里，连霍高速公路洛陽西站西北０．５公里處。魏家坡民居建

于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間，是魏氏家族興盛時期建造的官宦住宅。现存建築面積２５５００ｍ２，房屋

２４８間，院落窖洞２６孔。宅院青磚瓦舍，布局對稱，院内主僕、水路分明，房上有五脊六兽、狮

子海馬等装飾，宅院内保存有大量木雕、磚雕、石雕及匾額等工藝美術品，展示了清代民間建築的藝

術風格。魏家坡民居修建在清朝强盛時期，建築規模，布局、風格相對比較完整，在豫西地區較為少

見，其時代風格、藝術特徵為研究清代中層官宦之家私宅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具有一定的歷史和利

用價值。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四批文物保護單位。 

早餐 O: 飯店內 午餐 O: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 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五星中州華鼎飯店或同等級 

 

第六天 登封【少林寺(含電瓶車)、塔林、武術表演】→鄭州【黃河遊覽區(含氣墊船)】

→開封 

【少林寺(含電瓶車)】秀麗景色早已從這首優美的歌裏栩栩如生地縈繞心懷。有《天下第一名剎》少

林寺的嵩山，座落在河南省登封市西北，主體由太室山、少室山東西兩座大山組成。嵩山被譽為中國

歷史發展的博物館，儒、釋、道三教薈集，擁有眾多的歷史遺跡。看一看幽靜神秘的佛門勝地，感受

那裏的清淨脫俗，也許會成為每個喜歡旅遊者的一個美好的願望。 

【塔林】號稱《中國古塔藝術博物館》的少林寺塔林，則保存了西元六八九年至一八○三年間，共兩

百四十一座古塔和兩座現代塔，是中國現存古塔數量最多的塔群，塔的層次一般?1 至 7 級，最高可

達 15 公尺，造型有正方形、長方形、六角形、圓形、柱形、錐體、瓶體、喇叭體等。時代歷經漢、

魏到清代等朝代，上下兩千年，時間跨度極長，建築種類繁多，讓您一飽眼福。  
【黃河遊覽區(含氣墊船)】位于鄭州市西北三十公裡處，它北臨黃河，南依岳山。由于黃河在這裡衝

出最後一個峽口進入平原，形成懸河，所以在這裡觀黃河別有一番情趣。回首南望，就是遊覽區的中

心景區五龍峰景區。這裡的古典式亭台樓閣，錯落有致地點綴在起伏的山勢上。五龍峰環抱的山腳下，

有一尊名為“哺育”的塑像安坐在梅花形水池中（該雕像在全國各遊覽區同類雕像中應該是位居第一

的。）塑像造型是一位懷抱嬰兒的婦女，神態和藹慈祥，氣質高貴素雅，象征著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

親河。 

早餐 O: 飯店內 午餐 O: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 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五星中州國際飯店或同等級 

 

第七天 開封【清明上河園、包公祠、鐵塔、小宋城】→鄭州 



【清明上河園】坐落在古樸典雅、宋韻十足的開封市老城區，是依照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傳世之作

《清明上河圖》為藍本實景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中國最大的仿宋古代建築群、中國最

大的宋文化主題公園、中國最大的古代娛樂再現景區。仿佛穿越時空隧道走進了一幅活動的歷史畫

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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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其間，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畫卷，一日夢回千年”的時光

倒流之感。  
【包公祠】是為紀念我國古代著名清官包拯而恢復重建的紀念場館。它坐落在七朝古都開封城內碧波

蕩漾、風景如畫的包公湖西畔。包拯，世稱包公，又稱包青天，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清官。他一生

憂國憂民，剛正不阿，抑強扶弱，鐵面無私。為百姓伸張正義，而贏得了古今中外，婦孺皆知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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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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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飯店內 午餐 O: 中式合菜 RMB 60 晚餐 O: 中式合菜 RMB 80 

住宿:五星希爾頓酒店或同等級 

 

第八天 鄭州／桃園 

早餐後，整理行李帶著滿滿的鄭州旅遊回憶，隨後前往鄭州機場，搭機回台。 

早餐 O: 飯店內 午餐 X:機上簡餐 晚餐 X: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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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