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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奇景、畫意宏村、徽州風情五日 【山上二晚、三排椅】
行程特色

※本行程為了維護旅遊品質貼心安排：
～全程車上 Wifi。
～全程個人耳機導覽，精彩講解不遺漏。
～品嚐徽州當地舌尖上的美食：全程提高午、晚餐標，精選當地特色餐廳，讓您享受當地美食（保證絕不偷餐）。
～山下遊覽車 VIP 三排椅。註：山上都為步行爬山行程，前往上山或下山途中，會有環保接駁車將為四排椅遊覽車，做為交替.
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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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黃山】

是以自然景觀為特色的山嶽旅遊風景區，奇松、怪石、雲海、溫泉素稱黃山＂四絕＂，倍受遊人稱贊。黃山有名

可數的山峰有７２座，也各有特色。其中天都峰、蓮花峰、光明頂是黃山三大主峰，海拔高度皆在１８００米以上。黃山不僅
是峰之海，還是雲之海，觀雲海也是黃山旅遊的重點之一，遊過黃山的人都認為，黃山最好的景色必須登上高峰才能欣賞到，
有雲霧時最佳。屬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黃山現已成為中國名山之代表，素有“五嶽歸來不看山，
黃山歸來不看嶽”、“天下第一奇山”之稱，並與長江、長城、黃河並稱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
☑【宏村】 位元於於安徽省南部黃山市黟縣宏村鎮、黃山山腳下，西有邕溪河和羊棧河流經，坐北朝南的地理環境依山傍水，
是中國著名一座擁有豐富明清時代歷史建築的村落，水系設施和牛形空間佈局是典型的徽州建築；２０００年宏村和皖南古村
落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２００１年宏村古建築群為中國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擁有「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的美
稱，更是電影《臥虎藏龍》的取景場地之一。
■飯店特別升等
☑【屯溪～昱城皇冠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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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洲際酒店集團旗下頂級的Ｃｒｏｗｎｅ

Ｐｌａｚａ品牌，位於屯溪區最好的當地國際五星酒店，設有室內游泳池、設

施齊全的健身中心以及供客人放鬆身心的 spa 護理服務。所有寬敞的現代化空調客房均提供免費有線互聯網連接。
☑【黃山山區～西海飯店新樓】
黃山唯一五星級飯店，讓人無法想像在這樣的山上，竟然能有這麼完善的設施。西海飯店海拔１６００米，位於黃山精華景區
之一的西海景區。
■玩轉古徽州文化之旅:
徽派建築是中國古建築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主要流行在古徽州地區（今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績溪縣、江西省婺源縣）以及泛
徽州地區（浙江淳安、江西浮梁）。它的工藝特徵和造型風格主要體現在民居、祠廟、牌坊，被譽為『徽州古建三絕』，為中
外建築界所重視和嘆服。它在總體佈局上，依山就勢，構思精巧，自然得體；在平面佈局上規模靈活，變幻無窮；在空間結構
和利用上，造型豐富，講究韻律美，以馬頭牆、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築雕刻藝術的綜合運用上，融石雕、木雕、磚雕為一體，
顯得富麗堂皇。
☑【唐模景區】

有中國水口園林第一村的美譽，是一個以水口園林和水鄉景致為主要特色的皖南古村落旅遊景區。

※舌尖上的中國～徽菜文化
～【徽州名人宴】 ：是西海飯店對古徽州文化資源進行充分挖掘、藝術加工和文化包裝而推出的一道文化大餐，極富濃厚地
方特色和文化品味。飯店廚師們通過查閱有關地方誌等文獻資料及到江西婺遠、績溪等地實地采風學習，在傳統徽菜上加以創
新。每道菜都溶入了一定歷史故事，器皿進行了特別定做，材料有石、木、竹、瓷器等，造型獨特，形狀有珠算型、金錢型、
書型等。海內外遊客在品嘗美味佳餚的同時，從中感受到博大精深的古徽州文化。

～【徽商故里】 提供最道地的徽菜，注重料理傳承與發展的同時也不斷提升廚師們的烹飪手藝，滿足現代人對於徽菜「視覺、
嗅覺、味覺」的追求。經過不少節目介紹、大名鼎鼎的臭鱖魚與毛豆腐等已是必備菜色，利用徽州當地盛產的火腿、鹹肉做成
的料理也是不可少，還能嚐到當地傳統麵食「撻粿」。在文人雅士輩出的徽州，胡雪巖、胡適等歷史名人或多或少都與徽菜有
些關係，讓徽州菜餚也多了些文藝之感。
～【輝煌府第】 被譽為是該地區最好的餐廳，裝潢以中國風為主，懸掛在天花板上的紙燈籠與木窗花，在餐廳的金碧輝煌之
中，增添了文化氣質之美.
★ 【夜晚不可錯過文藝表演節目◎ 徽韻秀】
為杭州宋城大型歌舞演出總導演段建平先生的得意作品，以秀出一個新黃山給世界看為其表演精神，是黃山市標誌性旅遊演
出，共分為四季黃山、天上人間、癡夢徽州、徽班進京、皖風徽韻等五個章節，採用先進的燈光舞台、音響設備、強大的專業
演員陣容和美輪美奐的服裝道具，帶遊客能更全面的瞭解黃山，認識徽州，是您來到黃山不可不看的精彩演出。註：若因場次
因素或劇場調整演出停演；則退團體門票 NT$３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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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保證無購物及無自費～讓您旅遊輕鬆又自在。
★ 【贈送貼心好禮】贈送黃山遊覽地圖、黃山登山手杖，並提供每位旅客每日一瓶礦泉水（黃山山上期間恕無法提供）。
★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順序時間，可能因出發當團人數及交通狀況、天候等因素而略有不同，正確時間，請以當團安排時
間為準。
★ 黃山行程貼心提醒：
☑山上遊覽時以緩步為宜不可過速，一定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邊走邊看比較危險。
☑黃山山上無法攜帶托運行李，僅能攜帶隨身行李，因此需準備雙肩背包，放置輕便換洗衣物及隨身物品。
☑黃山山上景區範圍廣大，所包含景點眾多，由於山上無任何交通工具，完全需靠旅客步行到達每個景點及飯店，因此所能欣
賞到的景點需視旅客腳程及體力而定，若旅客有體力上的考量，亦可選擇遊覽一部份。
☑黃山山上所有酒店不提供衛生用品（牙膏、牙刷、梳子、浴帽．．等等），請您自行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
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雲谷／太平／玉屏三條登山纜車會有不定期維修狀況，團體操作順序以當時狀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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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時間

出發機場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

時間

BR 長榮航空

770

18:20
2019/09/28

TPE 台北市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20:15
2019/09/28

TXN 黃山(市)
屯溪黃山機場

01:55

BR 長榮航空

769

21:15
2019/10/02

TXN 黃山(市)
屯溪黃山機場

23:00
2019/10/02

TPE 台北市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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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第1天

桃園／屯溪

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屯溪。

住宿：國際品牌：５★昱城皇冠假日酒店（大堂免費 WiFi，房間內免費 WiFi) 或同級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第2天

屯溪（車程約１．５小時）－黃山【纜車上山、玉屏景區、迎客松、百步雲梯、一線天、

鰲魚峰、白雲景區】
【黃山風景區】黃山是以自然景觀為特色的山嶽旅遊風景區，奇松、怪石、雲海、溫泉素
稱黃山四絕，倍受遊人稱贊。黃山有名可數的山峰有７２座，也各有特色。其中天都峰、
蓮花峰、光明頂是黃山三大主峰，海拔高度皆在１８００米以上。黃山不僅是峰之海，還
是雲之海，觀雲海也是黃山旅遊的重點之一，遊過黃山的人都認為，黃山最好的景色必須
登上高峰才能欣賞到，有雲霧時最佳。
【玉屏景區】該景區以玉屏樓為中心，包括蓮花、天都兩大主峰。其中又有怪石、奇松、摩崖古刻、雲海，這裡幾乎集黃山五
絕之大成。最有名的迎客松、送客松，以及松鼠跳天都、姜太公釣魚、仙人飄海、犀牛望月等景觀可以在這裡看到。馳名中外
的迎客松挺立在玉屏樓左側，右側有送客松，樓前有陪客松、文殊台，樓後面是玉屏峰，著名的“玉屏臥佛”就在峰頂，峰石上
則是毛澤東草書“江山如此多嬌”石刻在上面。玉屏樓景區能成為黃山絕勝處，果然名不虛傳。
【迎客松】黃山奇松，的代表，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揮展雙臂，熱情歡迎海內外賓客來黃山遊覽。迎客松在玉屏樓左側、文
殊洞之上，倚青獅石破石而生，高 10 米，胸徑 0.64 米，地徑 75 釐米，枝下高 2.5 米，樹齡至少已有 800 年，黃山“四絕”之一。
其一側枝椏伸出，如人伸出一支臂膀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另一隻手優雅地斜插在褲兜裡，雍容大度，姿態優美。是黃山的標
誌性景觀。
【百步雲梯】位於安徽黃山蓮花峰西北麓的峭壁上。離“蓮梗”不遠處有兩塊巨石，一形如龜，一形如蛇，兩石平行。在石壁上
鑿成的一百餘級險峻陡峭的橙道從兩石間穿過下行，這就是“百步雲梯”。
【一線天】一線天在文殊洞下方。登玉屏道中，過小心坡、渡仙橋，有一道兩壁夾成的狹長石巷，寬處不過 2 米，窄處僅半米，
中間盤道有 80 多級，只能容一人通過。
【鰲魚峰】位於白雲及玉屏景區交會處，海拔約 1780 米，山勢陡峻，因形似巨大高昂的鯨首而得名，有氣吞山河之勢。只要
景觀有鰲魚馱金龜、鰲魚吃螺絲、鰲魚洞、龜蛇二石、老僧入定、八戒觀海、百步雲梯等。
【白雲景區】名聞遐邇的黃山主峰光明頂，以及享有「黃山絕佳處」美稱的玉屏景區。首先前往白雲溪及天海，主要景觀有海
心亭、壁掛松、回音壁、雙筍峰、臥石披雲、小夢筆生花及曬藥台等。
※ 溫馨提醒：請自行準備小型背包攜帶山上所需衣服，大件行李放置在山下酒店。山上所有食材都為人工運送不易，所以菜色
不如山下豐盛，敬請見諒！

住宿：４★白雲賓館（大堂免費 WiFi，房間內免費 WiFi) 或同等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山上中式合菜（餐標 RMB 晚餐：酒店內自助晚餐（餐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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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第3天

４０）

黃山【光明頂、飛來石、排雲亭、西海景區】

清晨您可欣賞黃山日出美景。
接著登上黃山前後山的分界－【光明頂】（主要景觀：飛來石觀景台、統觀東、南、
西、北海及天海水庫、黃山氣象觀測站等），此地海拔１８４０米，是黃山的第二
高峰，在此可一覽東、南、西、北諸海及天海水庫，「五海煙雲」盡收眼底；攀登
飛來石觀景台。
【飛來石】高 12 米、寬 8 米、厚 1.5－ 2.5 米，重約 360 噸，形態奇特，此巨
石豎立於一塊平坦岩石上，另人驚嘆不已，遊人站在平台邊緣上憑欄攬勝對面的雙
剪峰及雙筍峰，就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西海景區】（主要景觀：仙人曬靴、仙女曬鞋、天女彈琴、天狗聽琴、負荊請罪、
武松打虎）、西海排雲亭。
【排雲亭】排雲亭是觀賞黃山巧石最理想的地方，故有巧石陳列館之稱。站在排雲亭放眼望去，只見箭林般的峰巒，重重疊疊，
每當雲霧繚繞，時隱時現，酷似大海之中的無數島嶼。主要景觀有仙人曬靴、仙女曬鞋、天女彈琴、天狗聽琴等；欣賞黃山巧
石須拿捏「三分相像、七分想像」的原則，觀賞奇形怪狀的峰林山石，將帶給您意想不到的驚喜。
【西海大峽谷(可步行下至一環)】是由刀劈斧鑿般的峰林、無數尚未命名的怪石、以及許多不知名的奇松所組成的懸崖幽谷景
區，目前已完成所有的景觀工程，除非在山上時間充足，否則無法前往，跟其他動輒人滿為患的景區比起來，此地的環境清幽
絕對可以滿足喜愛深度之旅的黃山客。步行於高低起伏的峽谷棧道盤旋觀賞，偶然回頭遠望波瀾壯闊的峽谷雲海，及變幻無窮
的綺麗彩霞，黃山之行再無遺珠之憾。
註：如氣候不穩定或冬季下雪，西海大峽谷路滑，景區為了安全起見，將關閉此景區，敬請見諒！

住宿：５★西海新樓（大堂免費 WiFi，房間內免費 WiFi)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酒店內合菜風味（餐標
晚餐：名人宴（餐標 RMB２２０）
RMB７０）

第4天

黃山【北海景區、始信峰景區、雲谷纜車下山】－（車程約２小時）黟縣【宏村、 徽韻

秀】

清晨您可至最佳觀賞日出的曙光亭迎接第一道曙光。
【北海景區】這裡的主要景觀包括夢筆生花、筆架峰、駱駝峰、上升峰、飛
來鐘、姜太公釣魚等等。而獅子峰清涼台，這裡是觀雲海的最佳地點，主要
景觀有十八羅漢朝南海、觀音飄海、猴子觀海、八戒吃西瓜、飛來柱等。
【始信峰風景區】此處有”不到始信峰，不見黃山峰”之美譽。可欣賞黃山黑虎
松、理松、龍爪松、探海松等奇松，可傾聽松濤陣陣如古人彈琴，可欣賞觀
音飄海、十八羅漢朝南海等景觀。搭乘雲穀纜車下山。您將體會黃山是如何
的美，諺語為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是如何令人陶醉這仙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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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村】是電影《臥虎藏龍》外景拍攝場地。於中國安徽省南部的黃山腳下，是一座有著大量明清時期歷史建築的古村落。村
中還構建了完善的水系和頗具特色的《牛》形佈局，是徽州民居的典型代表。宏村則是保存最完整的牛形古建築，全村分為牛
腸—清泉、牛胃—月塘及牛肚—南湖、南湖書院等，其中汪氏承志堂的唐肅宗宴客圖雕功極其精美。
【老街】是伴隨著徽商的發展而興起的，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有滬杭大商埠之風，盛極一時，老街全長１．５公里，街寬
７米，街道兩旁商家鱗次櫛比多為雙層磚木結構，清一色的徽派建築風格，透溢出一股濃郁的古風神韻，是全國保存最好的一
條宋代商業長街。
【徽韻秀】為杭州宋城大型歌舞演出總導演段建平先生的得意作品，以秀出一個新黃山給世界看為其表演精神，是黃山市標誌
性旅遊演出，共分為四季黃山、天上人間、癡夢徽州、徽班進京、皖風徽韻等五個章節，採用先進的燈光舞台、音響設備、強
大的專業演員陣容和美輪美奐的服裝道具，帶遊客能更全面的瞭解黃山，認識徽州，是您來到黃山不可不看的精彩演出。

住宿：５★昱城皇冠假日酒店（大堂免費 WiFi，房間內免費 WiFi)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農家風味（餐標 RMB６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
０）

第５天

屯溪－（車程約４０分鐘）－歙縣【唐模景區】－（車程約４０分鐘）－ 屯溪【湖邊古

村落、徽州照壁、黎陽ＩＮ巷】／桃園
【歙（Shè）縣】有 2200 多年歷史，徽州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徽州文化、
國粹京劇、徽商、文房四寶之徽墨歙硯的發源地，秀麗山水與古樸建築交融
化合，使人步入歙縣，既仿佛踏入清麗的山水畫廊，又仿佛走進古典建築藝
術的博物館。湯顯祖的千古絕唱“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道出人間仙境原
來在徽州，一派安靜祥和，歲月靜好的模樣。
【唐模景區】一個沿用了 1400 多年的村落名稱，一片唐朝以來幾經完善的
村居，一個古徽州獨居代表的縮影。唐模，有中國水口園林第一村的美譽，
是一個以水口園林和水鄉景致為主要特色的皖南古村落旅遊景區，自然環境
優美，徽文化底蘊厚重，素有“風雅山水田園，徽派古建長廊”之美譽，恬靜
的田園風光和古樸的人文景觀相得益彰。村內檀幹溪淙淙而過，農家依岸而居，遠山近水，風物怡人，幽情古趣，獨特罕見。
【湖邊古村落】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湖邊村，是新安十景之一。具有濃鬱徽州傳統特色的湖邊古村落。總建築面積１１０
００平方米。古村落的承襲徽州古村落的設計理念，重視人與環境的和諧，生活空間的合理佈局，環境的幽靜秀美。體現了“綠
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典雅意境，再現徽州古村落的完美形態。
【徽州照壁】徽州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徽文化是我國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為深入挖掘、形象展示、傳承弘揚底蘊深厚的徽州
傳統文化和濃郁的古徽州地方特色，在這裏設置了下沉式廣場，廣場面積約４０００平方米。廣場上設計了一組大照壁，它由
中間主照壁和兩邊分列照壁三塊組成，總長為１０８米，單面面積為８００平方米，總面積為１６００平方米，是迄今為止中
國最大的徽派照壁。
【黎陽ＩＮ巷】每個黃山人的心中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老街，依山而建，面江而依，蜿蜒如龍，上天入水。也許來過屯溪旅遊
的人們都知道屯溪老街那經歷百年的繁華，卻不知道一江之隔的黎陽老街所度過的千年滄桑。屯溪老橋就像一根扁擔，一頭挑
著屯溪老街，一頭擔著黎陽老街。跟屯溪老街相比，黎陽承載了更為悠久的歷史。“兩江交匯，三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使黎陽
千年來成為皖浙贛邊陲商業中心和新安江的碼頭重鎮，“明清之屯溪，唐宋之黎陽”，這是老屯溪人代代相傳的俗語，它隱隱地
告訴大家，１８００年的黎陽老街在歷史上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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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臺北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餐標 RMB６
０）

晚餐：徽煌府邸（餐標 RMB１０
０）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 33,800 元 (小費 1500 當地收取) 9/28 (六)出發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10,000 元)
費用說明
(A)團費包括
1. 契約責任保險新台幣$500 萬意外身故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九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
不要忘了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2. 機場稅+兵險+燃油稅。
(B)費用不包
1. 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400
2. 新辦台胞證新台幣$1,600
3. 國外司機、導遊領隊小費。及行李小費
4. 機場接送
簽証說明
(A) 護照新辦須準備：
1. 凡 14 歲以上須附身分證正本
2. 舊護照
3. 半年內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兩張
**請避免使用快拍**
4. 請提供緊急聯絡人及家裡連絡電話各一
5.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6.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 或 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7.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父母的婚姻關係正常的情況下），如父母離異請
附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以及戶謄一份（須備有監護人歸屬）
(B) 首辦護照者應備：
1. 請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及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
兩張，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認證"
2. 將戶政所給的紙本資料及身分證正本交由代辦旅行社即可
3.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4.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5.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
(C) 台胞證新辦者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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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半年效期以上之護照正本
2. 清晰一比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影本勿書寫文字，條碼文字清楚，不能翻拍）
3. 護照規格兩吋彩色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一張，需露耳、露眉
**請勿與舊證件或身分證同組照片，並避免使用快拍**
4. 未滿十六足歲申請人須繳付”監護人”清晰一比一身分證影本及戶籍謄本
5. 最近之舊台胞證影本，首辦台胞則免附
6. 改名（與舊台胞不同姓名）或更改基本資料，需要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
**申請資料不齊全、不符合規定被退件或通知補件，工作天由補齊日重新計算**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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