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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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跨年 特惠團 西安大唐、芙蓉園+夢迴大唐秀、兵馬俑 5 日 

    無購物  NT:23,900 含機場稅、導領小費、兩人一台 WIFI 機 

大唐西市，精心安排【香道表演】+【大唐西市的絲路風情街+西市城 MALL+西市博物館】 

特別於大唐西市安排【香道表演】（焚香、聽琴、品茗），體驗屬於盛唐文人雅士的東方時尚。 

在中國盛唐時期，長安曾是世界的文化中心，達官貴人、文人雅士常以焚香、聽琴、品茶等為時尚，通

過嗅覺、味覺、觸覺與視覺品味生活，將生活推崇到一種藝術境界，這也與現代人追求的生活美學、個

人品味的生活態度極為一致，亦與當今的東方美學主流意識不謀而合。 

逛【大唐西市】（絲路風情街+西市城 shopping mall），1300 年古今大穿越。 

唐都長安是世界帝都之冠，是歷史上東方和西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彙聚地。1300 年前，中國盛唐時期的長

安城中設有東、西兩大市場。東市是國內市場，西市是國際市場，是當時規模宏大、國際貿易繁榮的商

業市場。 

【世界奇觀－兵馬傭】世界第八奇觀的秦始皇【兵馬俑】於 1974 年發現秦始皇陵墓地下之兵馬俑，剎時

轟動全世，成為遊客必遊之地。其中一號坑最大，面積達 14260 平方米。三個坑共發掘出 700 多件陶俑、

100 多乘戰車、400 多匹陶馬、10 萬多件兵器。陶俑身高在 1 米 75 至 1 米 85 之間，根據裝束、神態、髮

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將軍俑，武士俑，車士俑等。秦始皇兵馬俑規模宏大，場面威武。 

【西安古城牆】自明朝初年在唐長安城皇城的基礎上建造起來，後經過多次修補，形成嚴密的防禦體系，

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古城牆，也是規模最大的古城牆之一（最大為南京城牆），周長 13.74 公里，城牆周

圍有護城河環繞，是中世紀後期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於 1961 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

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精選美食】 

【老舖烤鴨】老鋪烤鴨起源於北京，卻在西安紅得發紫，老鋪烤鴨在全中國有 10 多家分店，老鋪烤鴨

選用的是北京填鴨，對於火候很講究，烤好的鴨子外觀飽滿，顏色呈棗紅色，皮層看上去極為酥脆，外

焦里嫩，還帶著一股特有的果木清香。烤鴨一定要現烤現片現吃，細細品味還能感受到果木的香味，一

口下去鴨皮的汁在嘴中爆開，味道實在讓人難以忘懷。 

【同盛祥羊肉泡饃】西安民間有這樣幾句流傳已久的話：「提起長安城，常憶羊羹名，羊羹美味嘗，唯

屬同盛祥」。八十年歷史的同盛祥羊肉泡饃，素以料重味醇，肉爛湯濃，饃筋光滑，香氣四溢，清香爽

口而飲譽天下。 

【永興坊】位於西安市小東門裡面的一條街道。東臨順城巷，是唐代 108 坊之一，昔日魏徵府邸。明清

以來，這個地方被稱為「鬼市」，是西安著名的舊貨交易、古玩市場。在這裡重建了仿古的社區，專門

展示陝西省境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美食文化，是一條非常有特色的西安非遺美食一條街。※發放 RMB50

元餐費，讓旅客自由品嘗美食。 

【海底撈火鍋】海底撈成立於 1994 年，是一家以經營川味火鍋為主、融匯各地火鍋特色為一體的大品牌

火鍋店。在中國海內外有百餘家直營連鎖餐廳。海底撈始終堅持“無公害，一次性”的選料和底料原則，

嚴把原料關，配料關。成功的打造出信譽度高，頗具四川火鍋特色的火鍋品牌。 

【蓮花餐廳】蓮花餐飲是西安餐飲界的老招牌，多年來招牌屹立不搖。陝菜整體偏清淡，特別適合台灣

平常吃比較清淡的貴賓們。菜品做的也精緻，菜量保持了西北的豪爽，量大實在。 

【德發長餃子館】德發長創建於 1936 年，原是一家以經營北京風味水餃為主的老字號餐飲店。經過 80

多年的變遷與改革，得過無數的獎項。由於德發長餃子宴種類豐富，給賓客一種「一餐餃子宴，嘗遍天

下鮮，一餃一形，百餃百味」的感受，被國內外賓客譽為「千古風味」、「神州一絕」。 

特別加碼【回民一條街】特別安排導遊帶領各位貴賓走訪回民一條街內 3 家西安當地人也常吃的回民小

吃，打包至當日午餐餐廳：德發長餃子館內，與午餐一同享用，品嘗當地特色小吃，帶您融入西安人的

飲食生活，走入舌尖上的西安。 

1. 西安賈三灌湯包子館：每人一顆湯包。 

2. 西安稀糊烂腊牛羊肉清真食品专卖店：臘牛羊肉 1 斤/團(如團體有不吃牛羊肉的人則改燒雞一隻)。 

3. 西安人從小吃到大的特色甜點：貴妃鏡糕或黃桂柿餅，每人一個。 

 



 

 

 

 



 

 

 
航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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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5 12:40 桃園/西安 海南航空 HU7980 

第五天 08:45 12:40 西安/桃園 海南航空 HU7979 

 

第一天：桃園／西安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至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 

【西安】西安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古都，從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 10 世紀左右，先後有

13 個朝代或政權在西安建都或建立政權，歷時 1100 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的

鼎盛時期。 

晚餐安排【老舖烤鴨】老鋪烤鴨起源於北京，卻在西安紅得發紫，老鋪烤鴨在全中國有 10 多家分店，

老鋪烤鴨選用的是北京填鴨，烤鴨對於火候很講究，一隻鴨子烤熟大概需要 45 分鐘，烤好的鴨子外觀

飽滿，顏色呈棗紅色，皮層看上去極為酥脆，外焦里嫩，還帶著一股特有的果木清香。烤鴨一定要現烤

現片現吃，一片片鴨肉肉質潔白，細嫩光滑，細細品味還能感受到果木的香味，一口下去鴨皮的汁在嘴

中爆開，鮮中帶甜，甜中帶鮮，味道實在讓人難以忘懷。 

★西安安排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原西安吉朗麗)，酒店房間就可享受溫泉水，可在每天遊覽結束回酒店

之後前往酒店酒店 3 樓，體驗溫泉 SPA。※如遇希爾頓酒店沒房則改安排滻灞艾美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無溫泉可使用，特此告知。 

早餐：Ｘ                中餐：Ｘ                 晚餐：老鋪烤鴨風味 RMB80/人 

住宿： 五星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原西安吉朗麗)或滻灞艾美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西安－1H 臨潼(兵馬俑+電瓶車)－1H 西安(慈恩寺遺址、外觀大雁塔、芙蓉園+夢回大唐秀) 

【兵馬俑+電瓶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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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大慈恩寺，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南郊。創建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648

年），是當時的太子李治為了紀念母親長孫皇后而建。大慈恩寺亦是唐代長安的四大譯經場之一，也是

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的祖庭，迄今已有 1360 餘年歷史。寺院新建落成以後，玄奘法師受朝廷聖命，為首

任上座主持，並在此地潛心翻譯佛經十餘年。寺內有玄奘督建的大雁塔，是唐朝建築，明代外表加砌面

磚保護。寺院按中國傳統風格建造，鐘樓內懸掛有鐵鐘一口，為明代嘉慶二十七年十月（1548 年）鑄造，

重達三萬斤，上鑄有「雁塔晨鐘」字樣，為著名的關中八景之一。寺內牡丹亭種植有著名牡丹七十餘種。

寺內建有玄奘紀念館。 

【外觀大雁塔】此塔寺是盛唐時代唐高宗李治的私人寺廟，又有玄奘住持講經於此，所以寺廟格局和規

模都居於唐長安之冠。寺中的『大雁塔』目前成了唐長安時代少數遺存下來的建築物被稱為『唐長安的

地標』。 

【大唐芙蓉園】建于原唐代芙蓉園遺址以北，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

主題公園。包括紫雲樓、仕女館、禦宴宮、芳林苑、鳳鳴九天劇院、杏園、陸羽茶社、唐市、曲江流飲

等眾多景點。是全國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築群，集中國園林及建築藝術之大成。 

【夢回大唐歌舞秀】一個蘊涵盛唐風韻的現代化皇家劇院～鳳鳴九天劇院：劇院金碧輝煌、在此欣賞《夢

回大唐》歌舞表演，是一台集盛唐風情、歌舞精粹、絢麗奇幻、神秘刺激、狂歡多彩的綜合性大型樂舞

表演，觀看以現代藝術手法，配以全新視聽效果，表現了壯麗恢弘，大氣磅?的盛唐風貌，整個演出如

詩如夢，流光異彩的燈光，絢爛的服飾，天籟般的音樂， 嫵媚的舞女…….可謂是現代唐風樂舞之登峰

造級的精粹。 

晚餐安排【同盛祥羊肉泡饃】西安民間有這樣幾句流傳已久的話：「提起長安城，常憶羊羹名，羊羹美

味嘗，唯屬同盛祥」。有這樣的名氣，不是一天兩天吹出來的，八十年歷史的同盛祥羊肉泡饃，素以料

重味醇，肉爛湯濃，饃筋光滑，香氣四溢，清香爽口而飲譽天下。羊肉泡饃素為西安和西北地區各族人

民所喜愛，外賓來陝也爭相品嘗，以飽口福。因而羊肉泡饃已成為陝西名食的「總代表」。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麵食風味 RMB40/人       晚餐：同盛祥羊肉泡饃 RMB60 /人 

住宿：五星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原西安吉朗麗)或滻灞艾美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西安(小雁塔不含登塔、城牆、西安博物院、永興坊(品嘗舌尖上的陝西) 、漢城湖遺址+漢服體

驗+電瓶車+大風閣+大漢迎賓)) 

【西安古城墻】建於明洪武三年（西元 1370 年），自唐朝安史之亂後，長安城幾乎毀了一大半，到了五

代以後，因駐守長安的將領覺得長安城地廣人稀難於防守，於是就將長安城縮爲新城，這也就是五代、

宋、元的長安城，而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認爲長安這兒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重地「天下山川，惟秦中



 

號爲險固」，於是在此設了「西安府」（因封蕃王 - 秦王，所以也稱秦王府），修築西安城墻，這也是現

在看到西安城墻的原型。 

【小雁塔(不含登塔)】又名薦福寺佛塔，位於西安市薦福寺內，是一座典型的密簷式磚塔，因規模小於

大雁塔，故稱小雁塔，雖不及大雁塔宏大，但外觀輕巧秀麗，被認為是唐代精美的佛教建築藝術遺產。

註：小雁塔為唐代遺留建築，經歷千載風雨，目前塔身微微傾斜，為不再給小雁塔帶來更多的壓力，我

們僅安排您，遠觀小雁塔之美。 

【西安博物院】一座集博物館、名勝古跡、城市園林為一體的博物館。2007 年對外開放。以展示的珍貴

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揚的雁塔晨鐘、秀麗的園林景觀而聞名。在國內博物館（院）中獨樹一幟，以

千年古塔園林式遺跡休閒景區以及古都西安現代型歷史博物館而聞名。收藏了西安各個歷史時期的文物

13 萬件，其中擁有國家三級以上珍貴文物 14400 多件，並有相當一部分文物出土于周、秦、漢、唐等中

國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朝代。 

【永興坊】是位於西安市小東門裡面的一條街道。東臨順城巷，是唐代 108 坊之一，昔日魏徵府邸。明

清以來，這個地方被稱為「鬼市」，是西安著名的舊貨交易、古玩市場。在這裡重建了仿古的社區，專

門展示陝西省境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美食文化，與著名的回民坊有一拼了，是一條非常有特色的西安非

遺美食一條街，不但可以品嘗傳統的西安小吃，還能感受傳統的西安文化。※發放 RMB50 元餐費，讓

旅客自由品嘗美食。 

【漢城湖遺址公園(漢服體驗+電瓶車+大風閣+大漢迎賓)】位於西安市西北部，原為一處雜亂的水庫，在

地方政府極力改造下已然蛻變成一處受歡迎的園區，水面最寬處為 80 米，最窄處 30 米，水深 4 至 6 米，

湖面 850 畝，園區裡分別有著上千畝園林景觀與十二處親水平台、是匯集了防洪、園林景觀、水域生態、

文物保護和都市農業灌溉為一體的特色生態園區。 

【大風閣】總面積 9442 平方米，高 60 米，地下 2 層，地上 7 層，美景盡收眼底。一層的牛文化展廳、

漢文化展聽、唐三彩展廳、瓷器展廳；一層主要展示絲綢之路浮雕和漢高祖劉邦的雕像；五層展示漢朝

服飾；六層展示漢代 8 個經典戰役和 12 個漢代歷史典故；七層主要展示漢代皇帝和風雲人物。 

晚餐安排【海底撈火鍋】海底撈成立於 1994 年，是一家以經營川味火鍋為主、融匯各地火鍋特色為一體

的大品牌火鍋店，全稱是四川海底撈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海內外擁有百餘家直營連鎖餐廳。海底

撈始終堅持“無公害，一次性”的選料和底料原則，嚴把原料關，配料關。十九年來歷經市場和顧客的

檢驗，成功的打造出信譽度高，頗具四川火鍋特色的火鍋品牌。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永興坊發餐費 RMB50/人        晚餐：海底撈火鍋 RMB120/人 

住宿：五星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原西安吉朗麗)或滻灞艾美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西安(鐘鼓樓廣場、高家大院皮影+華陰老腔、回民一條街+美食小吃、廣仁寺、大唐西市(博物

館+香道表演+國樂表演+品茶)) 

【鐘鼓樓廣場】位於中國陝西西安市中心，鐘樓與鼓樓東西對峙，鐘樓初建於明洪武十七年(1384)。原

址在今西大街廣濟街口，明萬曆十年(1582)重修，遷建於現址。樓上原懸大鐘一口，作為擊鐘報時用。 

【回民一條街】位於西安鼓樓到北院門長約五百公尺的小吃街，特點是青石鋪路，綠樹成蔭，路兩旁一

色仿明清建築，或餐飲，或器物，均由回民經營，具有濃郁清真特色，深受外來遊客尤其是國外遊客的

喜愛。 

【高家大院+皮影戲】高家大院歷經百年滄桑，是西安市保護最完整的民居院落之一，先後被批准為省

市兩級文物保護單位。這種精妙的建築設計可謂獨具特色，包含著美學、民俗學、建築學、歷史學等種

種文化內涵。 

【廣仁寺】西北和康藏一帶大喇嘛進京路過陝西時的行宮，因此又稱“喇嘛寺”，坐落在西安城內西北

角，是陝西省唯一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全國唯一綠度母主道場，寺內供奉的佛像、所藏經典、僧眾修

持都依承藏傳佛教。 



 

【大唐西市】以絲路風情和唐文化為背景，在唐代西市原址上重新複建的現代化旅遊商業區，具有濃郁

的唐風唐韻特色。盛唐時期大量的西域客商將從遙遠的西域拉來的貨物在長安城的西市交易，中國的絲

綢、瓷器又從這裏送往西域各國，毋庸置疑這裏曾經是絲綢之路的源點和貿易中心。 

※大唐西市，精心安排分兩部分，一部分就是【香道表演】+【大唐西市的絲路風情街+西市城 MALL+

西市博物館】 

特別安排於大唐西市體驗【香道表演】（焚香、聽琴、品茗），感受盛唐文人雅士的東方時尚。 

在中國盛唐時期，長安曾是世界的文化中心，達官貴人、文人雅士常以焚香、聽琴、品茶等為時尚，通

過嗅覺、味覺、觸覺與視覺品味生活，將生活推崇到一種藝術境界，這也與現代人追求的生活美學、個

人品味的生活態度極為一致，亦與當今的東方美學主流意識不謀而合。 

香道表演時間大約 1-1.5 小時，在大唐西市酒店內，我們請了專業的香道師現場制及焚香，表演整個過

程，還安排樂師現場古箏演奏，再配上每人一杯【陝青】茶。讓您在嗅覺、聽覺、視覺、味覺上享有全

方位感受。這個香道表演的過程 ，貴賓可以與香道師交流互動，拍照留念等。 

時間：14:30-16:00 或 16:00-17:30 

1.香道師現場制香、焚香，表演香道。 

  2.樂師現場演奏古箏。 

  3.品嘗陝西獨有的陝青茶，每人 1 杯，可續杯。 

 4.貴賓可與香道師、琴師現場交流，合影留念。 

逛【大唐西市】（絲路風情街+西市城 shopping mall），1300 年古今大穿越。 

唐都長安是世界帝都之冠，是歷史上東方和西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彙聚地。1300 年前，中國盛唐時期的長

安城中設有東、西兩大市場。東市是國內市場，西市是國際市場，是當時規模宏大、國際貿易繁榮的商

業市場。1300 年後，原址上重建的大唐西市專案，包含了大唐西市博物館、絲路風情街、西市城 shopping 

mall、古玩城等，是唯一反映盛唐商業文化和市井文化的項目，也是唯一可以用絲綢之路起點命名的項

目。 

午餐安排【德發長餃子館】餃子是北方人最愛吃的一種麵食，但西安更是將餃子發揚光大，從傳統中做

出各種變化，其中又以德發長餃子館最為知名，德發長創建於 1936 年，原是一家以經營北京風味水餃為

主的老字號餐飲店。經過 80 多年的變遷與改革，得過無數的獎項：「金鼎獎」「中華名小吃」「國家特級

酒店」及「中華老字號」等。由於德發長餃子宴種類豐富，給賓客一種「一餐餃子宴，嘗遍天下鮮，一

餃一形，百餃百味」的感受，被國內外賓客譽為「千古風味」、「神州一絕」。 

【午餐加碼】今日的午餐特別不一樣，一般團體來到回民一條街，就是走走看看，不知道該品嘗點什麼，

或怕買到不合口味的食物踩了雷，我們特別安排導遊帶領各位貴賓走訪回民一條街內 3 家西安當地人也

常吃的回民小吃，打包至德發長餃子館內與午餐一同享用，讓今日的午餐除了品嘗德發長的各種餃類，

還可品嘗剛剛買來的當地特色小吃，帶您融入西安人的飲食生活，走入舌尖上的西安。 

1. 西安賈三灌湯包子館：每人一顆湯包。 

2. 西安稀糊烂腊牛羊肉清真食品专卖店：臘牛羊肉 1 斤/團(如團體有不吃牛羊肉的人則改燒雞一隻)。 

3. 西安人從小吃到大的特色甜點：貴妃鏡糕或黃桂柿餅，每人一個。 

※以上三家特色小吃，僅供參考，實際依照導遊當日安排為主，小吃餐標三樣共價值 RMB30/人 

晚餐安排【蓮花餐廳】蓮花餐飲是西安餐飲界的老招牌，多年來招牌屹立不搖。不管是菜品和環境都有

一定水準，煮出來陝菜整體比較清淡，特別適合我們台灣平常吃比較清淡的貴賓們。菜品做的也精緻，

菜量保持了西北的豪爽，量大實在。尤其來這家餐廳必點紫陽蒸盆子，內容豐富，蛋餃、白蘿蔔、藕段、

豬蹄、排骨、雞塊一應俱全。雖然一盆都是肉，但是一點也不油膩，反而會有一種清淡的感覺。盛上一

碗，暖心暖胃，十分舒服。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德發長餃子宴 RMB50+回民特色小吃三樣 30RMB/人 



 

晚餐：蓮花餐廳陝南菜 RMB120/人 

住宿：五星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原西安吉朗麗)或滻灞艾美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西安／桃園 

因本日航班時間較早，早餐打包至車上享用，搭乘專車前往西安機場，搭機返回桃園機場，結束此次的

絲路之旅 

早餐：打包早餐                 中餐：Ｘ                     晚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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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