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3

晉善晉美‧五臺山‧萬年冰洞‧雲岡石窟‧壺口瀑布‧平遙古城 8 日【無購物無自費‧升等凱賓斯
基】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8 天 7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SANSC180604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台胞新證(台胞證) (自理)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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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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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小編悄悄話：
來山西
領略自然本色和人類文明發展到極致的完美與和諧
來山西
在依然純樸如初的古建築裏尋找那份早已褪去鉛華的光彩
來山西
敞開心肺深呼吸再次感受那份典雅莊嚴與驚喜
來山西
讓我們一起晉善晉美
一個你不能擦肩而過的地方……

★五臺山：位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被稱為「金五台」，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它是世界佛教五大聖地之一，也
是中華十大名山之一。五台山並非一座山，它是座落於「華北屋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群，五座山峰（東台望海峰、南台
錦繡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掛月峰、北台葉斗峰）環抱整片區域，頂無林木而平坦寬闊，猶如壘土之台，故而得名。
★雲岡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寺，明代改稱雲岡石窟。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灅水》記載：「武州川水又東南流，
水側有石，祗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岩南，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
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位於山西省大同市的雲岡石窟，有窟龕 252 個，造像
51000 餘尊，代表了公元五世紀至六世紀時中國傑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一，是中國佛教
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傑作。
★萬年冰洞：形成於新生代第四紀冰川期，距今已有三百萬年的歷史。其奇特在於以本地洞外的氣候條件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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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丘山：雄奇險峻風光秀美，文化底蘊深厚，歷史上享有「河汾第一名勝」的美譽。這裡保留有唐代古縣城遺址、千年
古村落建築群，古城遺址全部用石塊壘築而成，完整的保留了古先民的居住理念。
★壺口瀑布：東瀕山西省臨汾市吉縣壺口鎮，西臨陝西省延安市宜川縣壺口鄉，是黃河上唯一的黃色大瀑布，也是中國的
第二大瀑布，號稱「黃河奇觀」，其奔騰洶湧的氣勢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
★平遙古城：平遙古城位於山西省的中部，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距今已有兩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它較為完好地保留着
明、清時期縣城的基本風貌，堪稱中國漢民族地區現存最為完整的古城。平遙古城的交通脈絡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
條巷構成，經緯交錯，多而不亂，小巷的名字都很有特色，平遙明清一條街更有「十九世紀亞洲的華爾街」之稱。
■全程不進購物店、無自費活動項目 品質有保證。
★貼心說明：導遊於講解地方風俗民情時，會適時推薦當地土特產試吃試用，並開放讓貴賓選購當伴手禮，自由購買不強
迫。
■貼心贈送：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 。
北京盈坤維景酒店 或同級
2017 年全新開業的北京盈坤維景酒店地處豐臺科技園核心區域，距離北京西站、南站只有 15 分鐘車程，同區域內還有世
界花卉大觀園及世界公園等旅遊景點，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建築面積 40000 平方米，地上 16 層，地下 3 層，整體
設計風格中西合璧，時尚前衛。擁有客房 202 間，全新豪華裝修，設施設備先進，讓您在商旅途中倍感家的溫暖。
太原凱賓斯基酒店 或同級
酒店坐落於太原市南部商業聚集區。在享受酒店商務及會議設施極致便利的同時，您可步行抵達周邊的購物中心。同時也
可快速抵達山西國際博覽中心及山西省體育場。酒店竭誠為您的商旅和休閒需求提供個性化定制服務，讓您在旅途中能夠
享受到真正的放鬆。
■貼心資訊：A.山西省旅遊局官網 ; B.太原天氣預報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 / 北京
北京市，簡稱「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直轄市和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組成，是中國的政治、文化、科技創新和國
際交往中心。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
【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北平樓 RMB60
【住】北京盈坤維景酒店 或 麗景灣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北京－(車程約 4.5 小時)五臺山【顯通寺、塔院寺、菩薩頂、五爺廟】
【五臺山】位於中國山西省東北部忻州市五臺縣東北隅，位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被稱為「金五台」，被認為是文殊
菩薩的道場。它是世界佛教五大聖地之一。
【顯通寺】初名大孚靈鷲寺，建於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因它所處的山形同釋迦牟尼像修行的靈鷲山而得此名。顯通寺是五
臺山歷史最久遠、占地最大的寺廟，「顯通寺」與洛陽的「白馬寺」並列中國古代最早的寺廟之一。寺內有一座中國第二
大之{銅殿}，高 5 米多，以十萬斤同鑄成青銅鎏金，其構造形式與北京故宮金鑾殿相仿。
【塔院寺】寺內的「慈壽塔」因通體呈白色，故俗稱大白塔，佛家稱呼「釋迦牟尼舍利塔」，塔高聳霄，高 75.3 米，塔

刹、露盤、寶瓶皆為銅鑄，塔腰及露盤四周各懸風鈴。佛史記載，西元前 486 年，釋迦牟尼佛滅度，其肉身煉就八萬四千
個舍利子，印度阿育王用五金七寶鑄成了八萬四千座塔，在每座塔內收藏一個舍利子，分佈於茫茫大千世界，而「慈壽
塔」就是其中的一座。
【菩薩頂】傳說文殊菩薩曾住於此，又名文殊寺，它是五臺山五大禪處之一，清皇帝朝山所居之行宮，五臺山黃廟領袖
寺，建築之華麗居五臺山之冠，寺中珍藏有九龍吸水石雕、康熙禦筆的「五台勝境」石坊，刻有漢、蒙、滿、藏四種文字
的兩座漢白玉四棱柱碑。
【五爺廟】的五龍王殿原來是卷棚頂，1917 年重建時改為單簷歇山頂，四出廊，五脊六獸，正脊置銅寶刹，前有卷棚抱
廈，雕樑畫棟，絢麗多彩。殿內除了供金臉龍王老五外，在他背後也左右排列了大爺、二爺、龍母、三爺、雨的塑像。民
間傳說五爺本來是黑臉，但文殊菩薩為了廣濟眾生，化成了五龍王，所以黑臉變成了金臉。文殊菩薩化成的五龍王很喜歡
看戲，所以在五龍王殿的對面便修了一座古式戲臺，專門為五爺演戲。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五臺素齋 RMB40
【住】五臺山 ★★★★花卉山莊 1 號樓 或同級

第 3 天 五臺山－(車程約 3.5 小時)大同【雲岡石窟(含電瓶車)、九龍壁】
【雲岡石窟(含電瓶車)】一中國三大聖窟 與中國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並列爲中國「石窟三聖」，始建於 1,500 年前
的北魏，依山而鑿，共有洞窟 45 個，石雕造像 51,000 餘尊，被譽為「東方石窟藝術寶庫」。第 20 窟如來大佛是雲岡石窟
的代表，佛像跏趺端坐，呈慈悲、莊嚴、歡喜、思維、入定等 22 相，吸引中外人士爭相目睹；大佛臉部線條柔和，雙目有
神，是古代雕塑中的極品。雲岡石窟與其他地方的石窟相比，由於位居塞北，更多了一份陽剛之氣。
【九龍壁】大同有「龍壁之城」的美稱，現存有九座龍壁，大同九龍壁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此座位於中國山西省大同市
和陽街，建於明洪武年間，大同九龍壁是中國現存九龍壁中建築年代最早、最大的一座，比北京故宮和北海的九龍壁早三
百餘年，大小約是北海的九龍壁的兩倍。九龍壁東西長 45.5 米，高 8 米，厚 2.02 米，氣勢宏大。壁頂部分飾有蓮花、游
龍；壁身上的九條龍形態各異，背景是流雲和海水；壁體外，和須彌座上亦有九龍壁造型規整，比例協調，構圖、色彩嚴
謹而富於變化。塑造手法流暢。整個龍壁堪稱明代藝術的傑作。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大同 ★★★★浩海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 4 天 大同－(車程約 4 小時)寧武【萬年冰洞(含電瓶車)】－(車程約 3.5 小時)太原
【萬年冰洞(含電瓶車)】形成於新生代第四紀冰川期，距今約三百萬年，故名萬年冰洞。洞內最寬處直徑有 20 多米，最窄
10 多米。該冰洞位列全國一萬多個洞穴中僅有的九個冰洞之首，洞內製冷機制最強、冰儲量最多，現開發近百米。分成上
下五層，通過鑽冰洞，下冰樓梯，過冰棧，可到各層觀光。洞內四周全是冰。由冰形成的冰柱、冰簾、冰瀑、冰花、冰
佛、冰床、冰鍾、冰人、冰菩薩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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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年冰洞裡溫度低，請參團旅客務必穿帶冬天保暖厚外套或羽絨衣；亦可在景區自行租借雪衣，每件租金 RMB30。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平遙小吃 RMB40
【住】太原 ★★★★和頤酒店 或同級

第 5 天 太原【山西博物館】－(車程約 2 小時)靈石【王家大院】－(車程約 3 小時)鄉寧【雲丘山】
【山西博物館】作為山西省最大的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薈萃了全省文物精華，珍貴藏品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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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大院】距離平遙古城 35 公里，由靜升王氏家族經明清兩朝，曆時間 300 餘年修建而成。雖沒有喬家大院出名，但王
家大院的規模和氣勢在晉商宅院絕對是首屈一指的，去過王家大院的人都會感歎，這哪裏是個“大院”，簡直是一座城！也正
是因為它磅礴的氣勢，以及建築和文化上的成就，素來有“王家歸來不看院”的美譽。 王家大院由五條巷子、五座城堡、五
座祠堂構成。
【雲丘山景區】有人說華山天下險，黃山天下奇，雲丘天下美，雲丘就是位在山西臨汾鄉寧縣的雲丘山。《鄉寧縣誌》記
載：春樹蔥蘢，夏林蒼翠，秋楓丹染，冬鬆傲霜，四時山花吐香，常年流水潺潺。可見雲丘山是年頭美到年底。尤其是它
的人形山體，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堪稱一絕。雲丘山與武當山齊名，素有"北雲丘，南武當"的盛譽。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雲丘養生宴 RMB40
【住】鄉寧窯洞大院酒店(當地最好) 或同級

第 6 天 雲丘山【塔爾坡古村】－(車程約 1 小時)壺口【壺口瀑布】－(車程約 4 小時)平遙
【塔爾坡古村】這個有著 1500 多年歷史的古村落，保存完好的標本式鄉土文脈，以及極具特色的晉南窯洞民居等原因，已
被文化部等四部委選入《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名錄》。還沒有進入塔爾坡村，便是一泓清澈美麗的小溪，清澈的溪水嘩啦啦
地流淌著，現在在北方卻是很少見的。在樹林中有一條用石頭鋪就的小路，走在這條石板路上，有一種置身大自然的感
覺。
【壺口瀑布】壺口瀑布是中國第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黃色瀑布。壺口瀑布東瀕山西臨汾市壺口鎮,西臨陜西延安市壺
口鄉,是這兩省共有旅遊景區。黃河至此兩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狹如壺口，故名壺口瀑布。到了春秋兩季水大而穩,瀑布寬度
可達千米左右,非常壯觀。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平遙 ★★★★平遙會館 或同級(※平遙會館的巴士需停在平遙古城停車場無法攜帶托運行李(大件行李)，僅能攜帶隨
身行李，因此需準備簡易背包，放置輕便換洗衣物及隨身貴重物品。)

第 7 天 平遙【平遙古城(含電瓶車)、古城牆、日昇昌票號、古縣衙、漫遊古城明清街】－(車程約 2 小
時)太原【寶園老醋坊、中國煤炭博物館】
【平遙古城(含電瓶車)】世界文化遺產，特別安排乘坐『電瓶車遊覽古城』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古城牆、古
街道、古民居、古店鋪、古寺院，是我國古城風貌保存最為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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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第一城」。
【日昇昌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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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祖。
【古縣衙】座落於古城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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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建築佈局，還是職能設置，都堪稱「皇宮縮影」。
【明清街】是自明代以來的商貿集散地，臨街鋪面、商號比比皆是，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
【寶源老醋坊】"自古釀醋數山西，山西釀醋數清徐。"作為山西老陳醋的發源地--清徐，在 3000 多年的醋史演變中，對我
國的釀醋產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寶源坊"，始建於明朝宣德三年，曾作為明、清兩朝皇家貢品，為山西醋業寫下了輝煌的篇
章。現在，寶源坊還原了明清時期的醋坊原貌，再現了古代釀醋場景，並搜集展出大量與醋有關的古版線裝書籍、器具，
既生動展示了釀醋生產工藝，讓每位前來山西的旅客了解到淵源長久的醋文化。
【中國煤炭博物館】是原煤炭工業部與山西省委、省政府共同倡導並支持建設的，是我國唯一的國家級煤炭行業博物館，
是全國煤炭行業曆史文物、標本、文獻、資料的收藏中心。“煤海探秘遊”是中國煤炭博物館本著建設國家一流博物館的目
的，曆時多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煤炭科學技術永久性科普展覽。“煤海探秘遊”，在 6000 平方米的空間裏，以現代化的表現手
法，濃縮了我國悠久的煤炭曆史。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太原 ★★★★★凱賓斯基飯店 或同級

第 8 天 太原+++++(高鐵車程約 3 小時)北京【798 藝術中心】 / 高雄
早餐後，搭乘高鐵返回北京。
【798 藝術特區】原為原國營 798 廠等電子工業的老廠區所在地。在這一片寬敞的場地上，一個自由前衛年輕的藝術園區
誕生了，說到這裡大家一定都明白過來了，就是 798！藝術家和文化機構來到這裡，他們租用廠房興建店鋪展室，在工廠
廠房原有的基礎上設計改造，於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援建、東德設計建造的老工業廠房搖身一變，成為了現代化藝術氣
息的畫廊、展室、設計室、服裝店、書店、餐廳……這裡提倡著一種 SOHO 的生活方式，大大的廠區隨處可見工作室與居
住區同在一起的多層 LOFT，這對時下快節奏網際網路時代高速的運轉生活所面臨的問題給予了鮮明暢快的答案，工作與生
活完美的貼合在一起。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方庄全聚德烤鴨 RMB60 晚餐：機上簡餐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本行程注意事項：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貼心說明：
1. 以上行程順序可能因天侯、交通航班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
2.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
3.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4.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5.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
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6.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
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7.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沒有自然單間，整團包團的團體，即使是領隊單人房，也需補單人
房差。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
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
請諒解。
8.大陸地區行程景點內若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便答應，應堅定立場婉轉拒絕，以免後續產生詐騙金
錢糾紛。
9.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中國地區素食飲食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建議素食旅客前往中國旅遊，可準
備常用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註: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
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
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