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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17

山西 8 日(無購物)

NT:36,5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行李小費)
◎以上報價已為團體票優惠價，恕不退敬老優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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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 1 瓶礦泉水。
◎購物站：不進購物站(車上推薦當地特產無壓力)。
◎特別安排：《又見平遙秀》。

參考航班:
班機日期
第一天
第八天

長榮航空 : 每周一、周四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長榮航空 BR726
桃園 TPE
太原 TYN
09:20
12:40
3 小時 20 分
長榮航空 BR725
太原 TYN
桃園 TPE
13:40
17:00
3 小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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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中國煤炭博物館(動感電影+礦井探祕)】0.5h 榆次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中國歷史文化古都－太原。太原三面環山，是一座具有 2400 年歷
史的古城，曾為北部邊防重鎮，是兵家必爭之地，有中原北門之稱。在清代，這裏的糧行、綢緞、錢莊等
十大行業曾盛極一時。
【中國煤炭博物館(動感電影+礦井探祕)】這裡建造的地下類比礦井生動而又逼真的向您展示了煤炭從發現
到被採掘的全部過程，讓您對山西的煤炭資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煤炭悠久歷史的濃縮。看動感電
影，乘罐籠電梯，坐礦井小火車，親身下到煤海礦井中探祕。
餐食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 中式合菜(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80RMB)
住宿
5 星 萬豪美悅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榆次 4H 五臺山【五臺山寺廟群:菩薩頂、塔院寺、顯通寺、萬佛閣】

【五臺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其位於山西五台縣東北，由五座山峰組成，峰頂平坦似台故名，是文殊菩
薩的道場。中國保存下來的寺廟木結構古建築之中最早的是唐代建築。
【菩薩頂】是五臺山五大禪處之一，菩薩頂位於顯通寺北側的靈鷲峰上。從下往上仰望層層臺階，猶如天
梯，直達菩薩頂上的梵宇琳宮。相傳文殊菩薩就居住在山頂上，故起名叫菩薩頂，亦稱文殊寺。原為青廟，
初建於北魏，到了清朝順治年間，經過擴大重修改為黃廟，由喇嘛主持。寺院規模宏大，占地 45 畝，有殿
堂房舍 430 餘間，均為清代重建。參照皇宮模式營造，瓦為三彩琉璃瓦，磚為青色細磨磚，非常豪華，為
五臺山諸寺之首。
【顯通寺】顯通寺是五臺山歷史最古、規模最大也是全中國繼洛陽白馬寺之後的第二座的寺廟。該寺始建
於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原名大孚靈鷲寺。北魏教文帝時期擴建，因寺側有花園，賜名花園寺。唐代武則天
以新譯《華嚴經》中記載有五臺山，乃更名為大華嚴寺。明太祖重修，又賜額“大顯通寺”。現占地面積
約 120 畝，各種建築 400 餘座，規模浩大。
【塔院寺】寺內釋迦牟尼舍利塔高聳雲霄，塔刹、露盤、寶瓶皆爲銅鑄，因通體呈白色，故俗稱大白塔，
是佛國五臺山的象徵。塔院寺在顯通寺南側，原是顯通寺的一部分，元代大德六年（西元 1302 年）由尼泊
爾匠師阿尼哥設計，至明永樂年間獨立起寺，與顯通寺分開，院內修建白塔一座，取名為塔院寺。人們進
入台懷鎮，映入眼簾的就是高大的塔院寺白塔，非常引人注目，常被人們看作是五臺山的標誌。
【萬佛閣】俗稱五爺廟，是五臺山當地香火最旺盛的寺廟。萬佛閣創建於明代，重修於清代，現時殿宇多
為清代所建。坐東向西的文殊殿係明萬曆四十四年創建，面寬三間，分上下兩層，三簷歇山頂，簷建繁複，
上下左右勾連，堅固牢實，裝飾性很強，在五臺山殿建中別具一格。
餐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50RMB)
晚餐: 五臺山素宴(80RMB)
住宿
準 5 星 金都山莊(行政房) 或同級

第三天

五臺山 3H 渾源【懸空寺(上塔)】1H 大同【雲岡石窟(含電瓶車)】

【懸空寺(上塔)】素有「懸空寺，半天高，三根馬尾空中吊」的俚語，以如臨深淵的險峻而著稱。建成於
1400 年前北魏後期，是中國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懸空寺原來叫「玄空閣」
，
「玄」取自
於中國傳統宗教道教教理，
「空」則來源於佛教的教理，後來改名為「懸空寺」
，是因為整座寺院就像懸掛
在懸崖之上，在漢語中，
「懸」與「玄」同音，因此得名。
【雲岡石窟含電瓶車】是中國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並列爲中國〝石窟三聖〞之一，始建於 1500 年前
的北魏，依山而鑿，共有洞窟 45 個，石雕造像 51000 餘尊，被譽為〝東方石窟藝術寶庫〞
。
餐食
住宿

早餐: 酒店早餐
4 星 大同賓館 或同級

午餐: 渾源風味(50RMB)

晚餐: 涮羊肉風味(80RMB)

第四天

大同 3.5 H 甯武【萬年冰洞+電瓶車、懸空村】

【萬年冰洞國家地質公園】它的奇特在於以本地洞外的氣候條件，根本構不成結冰的環境，而洞內一年四
季冰柱不化，愈往深處冰愈厚。它是全國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冰洞，也是世界上迄今永久凍土層以外發現的
罕見的大冰洞。2005 年成為第四批國家地質公園，現開發近百米。分成上下多層，通過鉆冰洞，下冰樓梯，
過冰棧，可到各層觀光。洞內大大小小的景致或玲瓏剔透，或晶瑩奪目，或婀娜多姿，或雄偉壯麗，無不
令人驚嘆。堪稱一個冰的世界。
【懸空村】稱得上是最傲嬌的民居！背倚峭壁，面朝峽谷，遠看好似一個「空中樓閣」
。從外觀看，因為山
腰空間狹窄，房屋後部坐落在崖石上，前半部則懸空而建，從山縫中伸出的幾個木樁，把村子整個支了起
來，懸空而建，給人的感覺有些搖搖欲墜，從原木的縫隙中向下窺視，數丈深淵讓人不寒而慄。
餐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50RMB)
晚餐: 中式合菜(80RMB)
準 5 星 蘆芽山國際酒店 或同級
住宿

第五天

甯武2H 榆次【常家莊園】0.5H 太原【醋文化園】1.5H 平遙(含電瓶車進
出)【又見平遙秀】

【常家莊園】這裡是中國儒商第一家，列晉商眾豪宅之冠。院內樓廳台閣，雕樑畫棟，精緻恢宏，蔚為壯
觀，不僅具有功能齊全的莊園特性，寬綽舒展的“跨國公司”氣派，井然有序的中華禮儀傳統，而且處處
散發著敦厚典雅的儒文化品位。這裡有中國最大的民間祠堂，最大的家族書院，最大的繡樓，最精美的磚、
木、石雕、最典型的漢紋錦彩繪，最豐富的私家藏帖和家族書畫珍品，堪稱華夏民居的大觀園，傳統文化
的全景圖。
【醋文化園】是中國釀醋第一坊，華夏第一醋的生產地。而山西人更是無醋不歡，據說食醋的歷使已經長
達 2700 年。醋園展示了純糧釀製老陳醋的過程。在這裡同時有陳放 5 年、3 年和 2 年的陳釀供遊客品嘗。
【又見平遙】大型情境劇-又見平遙，劇場以黃土和瓦作為主要語彙，融傳統與現代於一體，與兩千年的平
遙古城遙相呼應。劇場內部有著繁複和奇特的空間分割，完全不同於傳統 劇場：沒有前廳，沒有主入場口，
沒有觀眾席，沒有傳統舞臺。觀眾從不同的門進入劇場，在 90 分鐘的時間裡，步行穿過幾個不同形態的主
題空間。而表演者更深 入觀眾中間，讓觀眾有機會成為戲劇的一部分。本劇使用了大量的藝術語彙，戲劇、
舞蹈、影像、音樂……製造奇特空間，希望觀眾能產生幻覺，穿越回一百年前。 我們很少這樣去看一個演
出，這更像一個博物館，或者說更像一回穿越。我們有時像一個看客，有時又像親歷者。在一個又一個互
不關聯的場景中，我們撿拾祖先 生活的片段：清末的平遙城，鏢局、趙家大院、街市、南門廣場……從紛
繁的碎片中窺視了故事倪端。慢慢的，隱藏在真實場景中的主線漸漸清晰起來：平遙城票號 東家趙易碩抵
盡家產，從沙俄保回了分號王掌櫃的一條血脈。同興公鏢局 232 名鏢師同去。七年過後，趙東家本人連同
鏢師全部死在途中，而王家血脈得以延續。
餐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50RMB)
晚餐: 平遙風味(50RMB)
住宿
4 星 平遙會館 或同級

第六天

平遙(含電瓶車進出)【古城牆、日升昌票號、明清街、古縣衙、古鏢局】
3.5H 壺口【壺口瀑布山西一岸觀(含電瓶車)】

【平遙古城】平遙古城是中國平省平遙縣的一個縣城，是 199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美國《紐約時報》評選出 2011 年全球最值得旅遊的 41 個地方，因能完整保留其「老傳統」而榜上有名。
【平遙古城牆】為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是山西乃至全國歷史最早、規模最大的縣城磚石城牆之一，被譽
為"華北第一成"。
【明清街】平遙明清街是自明代以來的貿易集散地，臨街鋪面、商號比比皆是，被譽為"大清金融之一"。
【日升昌票號】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座落於“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遙古城西大街的繁華地段。整
座舊址占地 2324 平方米，用地緊湊，功能分明。但就是這樣一座小小院落，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並

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日升昌票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業務的新型私人金融機
構，它“凝晉商之精，創金融之始”，是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古縣衙】平遙縣衙座落于平遙古城中心，始建於北魏，定型於元明清，保存下來最早的建築在元至正六
年（1346 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整座衙署坐北朝南，呈軸對稱佈局，南北軸線長二百余米，東
西寬一百余米，占地 26000 餘平方米。平遙縣衙作為中國現有保存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也是全國現存規
模最大的縣衙。縣衙整個建築群主從有序，錯落有致，結構合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無論從建築佈局，
還是職能設置，都堪稱皇宮縮影。
【古鏢局】陳列了清代中葉華北地區保鏢行業中，所使用過的兵器和鏢車等實物，對研究中華保鏢行業的
發展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今晚下榻客棧飯店，晚餐安排享用平遙晉菜風味，讓您體驗古時走遍大江
南北的富賈休憩的方式。
【晉商鄉音民俗表演秀】平遙古城大戲堂晉商鄉音演出。
【壺口瀑布】是黃河中游流經晉陝大峽谷時形成的一個天然瀑布。西瀕陝西省宜川縣，東臨山西省吉縣，
距山西吉縣城西南約 25 公里。瀑布寬達 30 米，深約 50 米，最大瀑面 3 萬平方米。與中越邊界的德天瀑布、
貴州省黃果樹瀑布同為中國三大瀑布。滾滾黃河水至此，500 餘米寬的洪流驟然被兩岸所束縛，上寬下窄，
在 50 米的落差中翻騰傾湧，聲勢如同在巨大無比的壺中傾出，故名「壺口瀑布」
。
餐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晉商鄉音表演(80RMB)
晚餐: 黃河大鯉魚(80RMB)
住宿
4 星 天河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壺口4.5H【喬家大院、山西博物館、逛太原柳巷商業街】

【喬家大院】始 建於乾隆二十年(1755 年)其主人是清中期山西著名的大商人喬致庸。喬家自喬致庸的祖父
喬貴發在包頭經商發跡，至喬致庸一代盛極，商號名“在中堂”，主 要經營糧、茶、錢、當四大行，號稱
“匯通天下”，資產超過白銀 1000 萬兩。1926 年後官辦銀行出現，“在中堂”業績日衰。喬家大院占地
面積 8724.8 平方米，共有 6 個大院，19 個小院，房屋 313 間，是一組封閉式建築，整體體現了清代北方
民居的建築風格。喬家大院的建築佈局，磚雕石刻等被 專家學者譽為“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皇家看故宮，民宅數喬院”。喬家大院是山西十大旅遊景點之一，是晉商文化的縮影，也是瞭解山西地
方民俗的 視窗。
【山西省博物院】為山西省最大的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薈萃全省文物精華，珍
貴藏品約 20 萬件。其中新石器時代陶寺遺址文物、商代方國文物、兩周時期晉及三晉文物、北朝文物、石
刻造像、山西地方陶瓷、金元戲曲文物、明清晉商文物等頗具特色。此外圖書館占地面積 1000 多平方米，
基礎設備、設施完備，管理制度完善，院藏圖書計 16 萬餘冊，古籍 11 萬餘冊，其中善本 888 函。
【柳巷商業街】這裡是太原歷史最悠久、最繁華的商圈，三座大型商業購物中心、上百家品牌專賣店，曾
擁有中國華北地區最大的夜市，每日人流量多達二十餘萬。大凡外鄉人到太原市出差旅遊時，都要在柳巷
商業街裡走一走，用心體會一番晉商的遺風。
餐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中式合菜(50RMB)
晚餐: 山西麵食製作風味(80RMB)
住宿
5 星 萬豪美悅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汾河公園 太原

/ 桃園

【汾河公園】北起勝利橋上游，南至南內環橋下游，分佈在太原市的迎澤、尖草坪、萬柏林幾大區，是在
汾河太原城區段內經過水利治理和綠化美化後而形成的濱水公園，總長超過 18 公里。2010 年 11 月被國家
旅遊局評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爾後專車前往太原機場搭機返家，圓滿結束山西精華八天之旅。
餐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機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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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