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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西安秋意濃～大唐賞銀杏、華山、壺口瀑布八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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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2019/09/23
【星期一】
2019/09/30
【星期一】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561

桃園

13:10

西安

16:55

中華航空

CI562

西安

18:10

桃園

21:40

行程內容
第１天 桃園／西安咸陽國際機場－西安
今日專車接往桃園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搭乘直航客機飛往【西安】。
【西安】又名長安、京兆，位於中國內陸腹地，是中國大陸的地理中心，一個典型的放射型城市。西安是
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城市之一，始建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擁有超過 6000 年的城市歷史，是世界著名的
歷史文化名城，曾經作為中國的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 1100 多年，與羅馬、雅典、開羅並稱
為世界四大古都。
住宿：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同級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迎賓宴 RMB40
第２天 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車程２小時）－臨潼【華清池】─（車程２小時）─華山
【秦始皇陵兵馬俑（含電瓶車、銅車馬展館）】享用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參觀有世界第八奇景之稱的—
秦始皇兵馬俑，我們將安排搭乘電瓶車進入園區。兵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1987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1974 年 3 月，陝西臨潼縣的村民在秦始皇陵東 1.5 公里處打井時，意外地
發現了許多碎陶人，經考古工作者探測，這是一個長方形的秦代兵馬俑坑，這一發現震驚中外。兵馬俑坑
的規模宏大，三個坑共約有 2 萬多平方米，坑內共計有陶俑馬近八千件，木製戰車一百餘乘和青銅兵器 4
萬餘件，這幾座陪葬坑象徵著始皇生前的禁衛軍守衛著陵園。三座坑都是按兵法佈陣的，其中三號坑是總
指揮部，發號施令統帥三軍；整個軍陣佈局嚴密，酷似待發之勢，令人聯想到當年始皇帝金戈鐵馬，橫掃
六國，所向披糜的聲威。兵馬俑身高在 1.75 米至 1.85 米間，根據裝束、神態、髮式的不同，分為將軍俑，
武士俑，車士俑等。兵馬俑通體風格渾厚、健美、洗煉，每個陶俑的臉型、髮型、體態、神情都各不相同。
坑內還出土有劍、矛、戟、彎刀等青銅兵器，雖然埋在土中兩千多年，依然刀鋒銳利，閃閃發光，可以視
為冶金史上的奇跡；並將帶您參觀銅車馬展館。
【華清池】它自古為關中著名的溫泉風景勝地，當年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常於此沐浴，故白居易《長
恨歌》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之句。華清池也是西安事變發生的地方，其中的五間廳是
事變的現場。1956 年按唐宮名，建有九龍湯、貴妃池、飛霞殿、石舫等，成為遊覽養生勝地。傍晚驅車前
往華山山腳下的華陰市，晚餐享用華山風味，餐後返回下榻酒店休息，養精蓄銳為明日登華山做好準備。
住宿：西安：華山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早餐：Ｘ
午餐：臨潼風味 RMB40
晚餐：華山風味 RMB40

第 3 天 華山─（車程２小時）─西安【大唐芙蓉園、夢回大唐歌舞秀】
【華山】於飯店享用自助早餐後，前往攀登位居五嶽之西，向以險峻著稱的華山。華山位於陝西省華陰縣
境內，因其山峰之形狀似蓮花，古時又「華」與「花」字通用，故而得其名。首先將搭乘纜車，登上華山
最秀麗險峻的西峰，西峰又名蓮花峰，因峰頂翠雲宮前有巨石狀如蓮花而得其名，在峰頂可看到著名的斧
劈石，從峰頂瞭望西北面的捨身崖，只見峰壁直立如刀削，空絕萬丈，令人屏息。接著往南經南天門，可
到達華山主峰－海拔 2083 公尺的南落雁峰，這裡沿途蒼松翠柏，林木蔥鬱，峰頂上有老君洞，相傳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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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老子隱居於此，因此峰上如老子峰、煉丹爐、八卦池等景點也都與老子的傳說有關；南峰上還有明代
建造的金天宮，又名白帝祠，供奉的是華山神少昊。接著往東行至華山東峰－朝陽峰，通過後可前往風景
絕佳的下棋亭。隨後前往華山中峰─玉女峰，這裡同時是華山東、西、南、北峰的分界處，有捨身樹、玉
女祠、品簫台、引鳳亭等景觀。最後過金鎖關，途經「擦耳崖」、「韓退之投書處」等景點，即到華山北
峰。北峰又名雲台峰，是登臨華山諸峰的要衝，高雖不及它峰，但山勢異常險峻，三面都是絕壁，只有一
條山嶺通向南面，形勢十分險要，有「華山自古一條道」的說法。由北峰搭乘纜車下山，驅車返回西安、
【大唐芙蓉園】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城南的曲江開發區，大
雁塔東南側，它是在元原唐代芙蓉園遺址以北，仿照唐代
皇家園林樣式重新建造的，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
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樣式主題文化公園，園內建造有紫雲
樓、仕女館、禦宴館、杏園、芳林苑、鳳鳴九天劇院、唐
市等許多仿古建築，是中國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築群。
【夢回大唐歌舞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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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現代手法、配以全新視覺效果，表現了壯麗恢弘，大氣
磅礴的盛唐風貌，整個演出如詩如夢，可謂是現代盛唐樂
舞之登峰造極的精粹。
住宿：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第 4 天 西安【寒窯、唐慈恩寺遺址公園、大雁塔外觀】
【寒窯】 位於先曲江新區東南隅，緊鄰曲江遺址公園，與大雁塔、大唐芙蓉園和大唐不夜城隔水相望，
是曲江新區的六大遺址公園項目之一。曲江寒窯愛情主題文化公園將以寒窯遺址和在此發生的愛情故事為
線索，以曲江寒窯遺址公園為核心建設中國愛情主題文化公園，使之成為定情婚禮紀念的聖地。2012 年 2
月，寒窯遺址公園：“寒窯的故事”獲陝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稱號。
【唐慈恩寺遺址公園】坐落在唐代大慈恩寺遺址上，借鑒傳
統北方、皇家園林和佛教寺院建築風格，建造為佛文化主題
遺址公園，園區設計建造深刻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思
想，通過造像、雕塑、植被等各種方面向人們展示：“禪悟”
的宗教體驗氛圍，達到明心見性，與天同樂，謂之天樂的目
的。
【大雁塔外觀】大雁塔是一座樓閣式磚塔，塔高 64 米，塔
基邊長 25 米，共有七層，塔身呈方形錐體。玄奘法師從印
度取經歸來，帶回了六百多部佛教經書，慈恩寺內彷西域形
式建成大雁塔，用以貯藏經書，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住宿：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第５天 西安【黃帝陵】－（車程２小時）－壺口瀑布
【黃帝陵】位於延安黃陵縣城東關，是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軒轅氏的陵墓，相傳黃帝得道升天，故此陵墓為
衣冠塚。黃帝陵被列為中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5A 級景點。自唐代宗大曆五年建廟祀典以來，
這裡一直是歷代王朝舉行國家大祭的場所。陵園處在縣城北 1000 米的橋山之巔，遍山有數萬株古柏，其
中千年以上的古柏就有 3 萬餘株，使整座山透出莊嚴肅穆。黃帝陵園內有漢武仙台，為當年漢武帝祭奠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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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時祈仙求神處，被蒼柏團團包圍。黃帝陵前設有祭亭，內立郭沫若手書的“黃帝陵”碑。
【壺口瀑布】原來 500 多米寛的黃河河道被這裡兩岸岩壁約束至 30 余米，被形象地稱為壼口，形成”黃
河一壼收”天下絶景。在壺口黃河水跌落的地方，即壺嘴的正當中，有一塊油光閃亮的奇石，人稱“龜
石”，它能隨著水位的漲落而起伏。不論水大水小，總是露著那麼一點點，這又給壺口瀑布增添了幾分神
秘色彩。在壺口瀑布往下 3000 米的河道中還有一塊巨大的奇石，人們稱它為“孟門山”，這裡又是人們
觀賞“孟門夜月”的地方。每當農曆月半，夜臨孟門，可見河底明月高懸。站北南觀，水中明月分為兩排
飛舞而下；立南北望，水裡明月合二而一迎面而來。
住宿：壺口：觀瀑舫大酒店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第６天 壺口－西安【鐘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高家大院】
【鐘鼓樓廣場】西安古城的標誌—鐘樓與鼓樓，鐘樓位於西安城內東、西、南、北四條大街的交會口，鐘
樓為建在磚砌台座上的重軒複屋式樓閣，鐘樓台座呈正方形，高九公尺，四面都鑿有券形門洞，舊時可通
人車，規模十分宏大。鼓樓，它始建於明代，至今已有六百多年歷史，為古代擊鼓報時所用。
【回民一條街】位於鼓樓北側、全長 1100 米，南北走向，回民巷顧名思義就是回民聚居之地，在此，您
可發現許多穆斯林特別的生活場景，回民小吃等。是西安獨具古城風貌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化旅遊街區，
深受外來尤其是國外遊客的喜愛。
【高家大院（含皮影戲）】見證了中國 13 個王朝興衰的古城，如今已經發展成為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
現代都市。不過，今天的西安城裡，仍然保留著不少歷史的印記，高家大院就坐落在這座城中城的北院門。
走進高家大院，那高 4 米，氣派非凡的大門在窄小的街道上顯得格外引人矚目，當地人稱這種門為走馬門，
這樣的門在古代是主人身份的象徵。在高家大院體味陝西民俗，還有一樣東西是不應錯過的，那就是皮影
戲表演。
住宿：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第７天 西安【漢城湖遺址公園、禮泉袁家村】
【漢城湖遺址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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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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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泉袁家村】袁家村號稱：“關中民俗第一村”，緊挨著昭
陵博物館，今日的袁家村被打造成了旅遊文化亮點新農村了。
如今已經找尋了一些物品，如駕轅的大車，訂滿鐵釘的木輪，
手搖的紡車等，在這裡被保存的相當完好，猶如一個歷史的展
廳。
住宿：西安：鉑菲朗酒店 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第８天 西安【絲路群雕、大唐西市】／桃園機場
【絲路群雕】1987 年，是絲綢之路開創 2100 周年，為讓後人們將古人開創絲綢之路的艱辛壯舉銘記於心。
從 1984 年起，西安美院雕塑系教授馬改戶受西安市政府委託，歷時 3 年時間，設計創作了大型紀念性雕
塑"絲綢之路群雕"，並用花崗岩放大刻制，最終在大慶路西端寬闊的綠化帶中落成。因為，這裡曾經是唐
代長安城著名的西門--開遠門遺址，絲綢之路真正意義上的原點。據介紹，古時的開遠門與皇城"安福門"
相連，西有通往西域的大道，是長安旅人、西域客商們西出陽關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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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市】“大唐西市”專案是在西安市政府“皇城復興計畫”的推動下，形成的一個以文化為主線，
以絲路風情和旅遊會展為特色的文化產業項目項目占地約 500 畝，總投資 100 億元人民幣，是全國唯一在
唐長安西市原址上重建的項目，同時也是陝西省、西安市、蓮湖區的三級重點建設專案。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歡送宴 RMB40
晚餐：Ｘ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33,500 可刷卡$ 31,900 元 + 現金 1600(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每人新台幣$32,800 可付現$ 31,200 元 + 現金 1600(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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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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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外司機、導遊領隊小費、行李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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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3. 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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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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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胞證新辦者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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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