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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全覽五日遊三晚住黃山上(直航屯溪)(每周 3,6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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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黃山行程，於黃山上住宿三晚，從六大景區中挑選出最有特色的五大景區：北海、西海、

夢幻、白雲、玉屏等；考慮到旅客的體力，黃山行程安排順暢，從容不迫。 

全程安排當地最佳酒店，讓您住宿舒適、安全。黃山三晚均為三個景區中最好的飯店，安

排由後山雲谷索道上山，前山玉屏索道下山，黃山行程由北向南走，路線順暢，避免重覆

路線，節省體力及時間。 

黃山上安排清晨觀兩大奇景-北海曙光亭(或始信峰)觀日出、白雲景區光明頂觀日出，玉屏

景區迎客松觀佛光西海大峽谷素有夢幻景區之稱，北起西海景區排雲亭，南至白雲景區步

仙橋，融峰林景觀、峽谷奇觀於一體，峰林競秀，巧石林立，峰迴路轉，曲徑通幽，是黃

山風景區中最秀麗、最深邃的部分，以前步行遊覽大峽谷則需 5 個小時，本行程安排步行

西海小環線 2HR(排雲亭至谷底)，再乘坐西海大峽谷地軌纜車 (單程 3 分鐘)。從谷底旁的排

雲溪站，下至白雲賓館旁的天海站，沿著這條地軌，一路看夠西海大峽谷的原始生態景觀。

這條觀光纜車線路全長 892 米，上下站的高低落差有 497 米，處在纜車車內，能通過全透

的車窗、天窗看到外面峽谷風光，奇峰怪石、綠色植被和繚繞雲霧都順著地軌，在眼前移

動，美不勝收。 

特別贈送：黃山登山伸縮金屬登山杖每人一支。 

 

航班參考 

長榮航空 

2020/04/18【星期六】 長榮航空 BR770 桃園機場 18:20 屯溪 20:15 

2020/04/22【星期三】 長榮航空 BR769 屯溪 21:15 桃園機場 23:00 

每日行程 

2020/04/18(六)第 1 天 桃園/屯溪 

傍晚搭乘豪華客機，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搭乘飛機飛往黃山市政府所在地－屯溪。 

早餐：--午餐：--晚餐：機上 

住宿: 4★華茂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2020/04/19(日)第 2 天屯溪/黃山【雲谷索道上山.北海景區(始信峰.散花塢.清涼台.獅子峰)】 

早餐後，驅車前往【黃山】－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中唯一的山嶽風景區，以“奇松、怪石、

雲海、溫泉、冬雪”五絕著稱於世。抵達後，選擇由後山纜車乘坐【雲谷索道】上山；向

【北海景區】邁進；【始信峰】位於北海以東，此峰三面臨空，懸崖千丈，壁立如削，峰

頂遍佈“四絕”之首－奇松，有“不到始信峰，不見黃山松”之諺。峰下溝壑深幽，風雲

變幻莫測，遊人至此，終於“始信黃山天下奇”，故名始信峰，“始信”兩字，千載叫絕。

在北海賓館右側峰巒之間的山塢裡，每年暮春時節，百花齊放，其中天女花最為奇豔。此

花九瓣，潔白清雅遍佈山塢，引人注目，故稱【散花塢】。【獅子峰】為 36 大峰之一，海

拔 1690 米，整座山峰，酷似一隻伏臥的雄師，頭西尾東。【清涼台】位於獅子的腰部，亦

稱“北海的風景窗”，是觀雲海、日出的理想之地。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60) 晚餐：西海自助餐(￥140R) 

住宿: 4★獅林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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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0(一)第 3 天 黃山【北海景區-曙光亭(或始信峰)觀日出、白雲景區(飛來石、氣象

台、光明頂)、西海景區(排雲亭)、夢幻景區(西海大峽谷+地軌纜車單程)】 

起了個大早，來到位於獅子峰尾巴的【曙光亭】；原名“文光亭”，因此處可觀日出看曙

光，故改名“曙光亭”。早餐後，來到位於北海景區西海群峰中的【白雲景區】；也叫雲

溪景區，新闢的白雲新道，從天海穿過西海底谷，直至白雲庵（釣橋庵），全長 10 公里，

面積 16.5 平方公里，高度落差近千米，是黃山的一個新景區，它的開放，使黃山風景區面

積擴大了五分之一。往【飛來石】；此石高 12 米，寬 8 米，厚 1.5 至 2.5 米，重約 360 噸，

形態奇特，如此巨石卻被豎立在一塊長約 12－15 米，寬 8－10 米的平坦岩石上，令人驚歎

不已！隨後來到【光明頂】，海拔高度 1840 米，黃山第二高峰，其頂部高曠而平坦，面積

6 萬平方米，和它相連的是平天矼，前山和後山以此為界。這裡建有華東地區海拔最高的氣

象站―【黃山氣象站】；由於地勢高曠平坦，故是黃山看日出、觀雲海的最佳地點之一。

站在光明頂可以統觀東、南、西、北海和天海，真可謂五海煙雲盡收眼底！故民諺說：「不

到光明頂，不見黃山景。」續前往【西海景區－排雲亭】，是西海觀賞黃山巧石最理想的

地方，故有“巧石陳列館”之稱。接著前往【夢幻景區－西海大峽谷】，是黃山又一絕勝

處，偉、奇、險、幽相容並蓄，景區內奇松林立，怪石遍佈，石峰簇擁，谷底幽深，雲霧

繚繞，溪水叮咚…，眾美紛呈。續搭位於夢幻景區西海大峽谷谷底遊覽步道西側的西海大

峽谷觀光纜車，到達位於石床峰東北角的纜車站，海拔為 1706 米，距白雲賓館約 300 米。

高差 496.82m，纜車運行長度 892.6m，最高運行速度 8 米/秒，纜車容量 60+1 人。纜車主要

機電設備從奧地利 Doppelmayr 公司引進，監控完善，運行安全、乘坐舒適。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酒店內中式合菜(￥60) 晚餐：白雲自助餐(￥140) 

住宿:4★白雲飯店或同級 

 

2020/04/21(二)第 4 天 黃山【玉屏景區(鰲魚峰、百步雲梯、迎客松、一線天、蓮花峰…)】 

清晨您可前往光明頂，欣賞氣象萬千的黃山日出，再返回飯店享用早餐。今日我們將帶您

遊覽黃山前山－【玉屏景區】；以玉屏樓為中心，蓮花峰和天都峰為主體，古稱文殊院，

是黃山中心景區之一。玉屏峰海拔 1716 米，峰壁如玉雕屏障，故名，有黃山絕佳處之稱。

玉屏景區著名的景點有：【鰲魚峰】；此峰海拔 1780 米，峰以形名，那巨大高昂的鯨首，

大有鯨吞天地之勢。穿過鰲魚峰便來到【百步雲梯】；連接鰲魚峰與玉屏峰，階梯沿著山

壁的天然裂縫開鑿而成，可沿著傾斜陡峭的石階登上山頂，體驗直上雲霄的感受。玉屏景

區奇松多，被稱作國寶的【迎客松】，一側松枝伸出，似展臂迎客，姿態蒼勁，翠葉如蓋，

剛勁挺拔，顯得彬彬有禮。此外，在文殊洞下方的【一線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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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其中，仰望長空，藍天僅存一線，若非子、

午，不見月、日，故名。【蓮花峰】；是中國安徽省黃山三大主峰中的最高峰，海拔 1864

米。因其遠觀形似蓮花，故名蓮花峰。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酒店內中式合菜(￥60) 晚餐：玉屏自助餐(￥140) 

住宿:4★玉屏樓賓館 或同級 

 

2020/04/22(三)第 5 天 黃山【玉屏索道下山】--屯溪/桃園 BR769 2115/2300 

【黃山玉屏索道】位於黃山精華景區，下起慈光閣、上至蒲團松，全長 2176 米，高差 752

米，為自動迴圈吊廂式客運索道，縱跨溫泉、玉屏兩大景區，天都、蓮花兩大主峰在其左

右，迎客松近在咫尺。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讚美玉屏景區道：“黃山絕勝處”，並留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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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樓，兩峰秀色，俱可手攬”等傳世記載。用完早餐後，搭乘玉屏

索道下山，告別美麗的黃山。續來到【宏村古村落】；宏村，古稱“弘村”，是古黟桃花

源裡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由於地勢較高，常常被雲霧籠罩，被譽為“中國畫裡的鄉

村”。宏村的古建築均為粉牆青瓦，“承志堂”富麗堂皇，精雕細刻，可謂皖南古民居之

最；南湖書院的“亭臺樓閣”與湖光山色交相輝映，深具傳統徽派建築風格；“敬修堂”、

“東賢堂”、“三立堂”、“敘仁堂”，或氣度恢弘，或樸實端莊，再加上村中的參天古

木、民居牆頭的青藤老樹，庭中的百年牡丹，真可謂是步步入景，處處堪畫，同時也反映

了悠久歷史所留下的廣博深邃的文化底蘊。最後來到黃山市政府所在地－屯溪；地處皖、

贛、浙三省邊鄰，率水和橫江在此匯合為新安江穿城而過，故有“一半街巷一半水”的美

稱。而具有明清建築風格的步行商業街－【屯溪老街】，就位於市中心。屯溪老街起於宋

代，明清時期發展成為徽州物資集散中心，全長 1273 米，店鋪鱗次櫛比，建築古相典雅，

店面、作坊、住宅三位一體，保留古代商家“前店後坊“或”前鋪後戶“的經營格局和特

色。特別贈送保健足部按摩，為您消除這幾天的疲勞！晚餐後，搭機返回桃園。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50) 晚餐：屯溪/徽菜風味(￥80)   溫暖的家 

參考報價. 

星期六每人新台幣$ 33,0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10,000 元) 
費用說明 

【團費包括】 

1.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2.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車資。 

3.新台幣$200 萬履約責任險+意外險醫療新台

幣$20 萬 

4.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5.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6.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 

7.行李小費。(行李小費約人民幣 5/每次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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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航空

公司託運行李規定 

4.住宿酒店房間床頭小費 

5.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 

6.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簽証說明 (A)有護照（六個月以上） 

(B)無護照或更換須繳  

身份證正本 

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彩色 6 個月內近照相片（頭

頂至下巴需 3.2-3.6 公分，不可戴眼鏡）2 張 

舊護照 

未滿 18 歲須附監護人身份證正本 

未滿 14 歲無身分證者請附戶籍謄本一份 

(C)無台胞證或更換須繳  

護照正本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彩色 6 個月內近照相片

（頭頂至下巴需 3.2-3.6 公分，不可戴眼鏡.）

2 張 

如有改名請附戶籍謄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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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