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高鐵西安古都皇城.秦始皇陵.龍門石窟５日 

★ 特色介紹： 

 

 

 

 

 

 

 

 

 

 

 

 

 

 

 

 

 

 

 

 

 

 

 

 

 

 

 

 

 
 

 

 

 

 

 

 

 

 

 

 

 



 

 

◎開封：五★開元名都酒店 (有可無線上網的公共區域 ) 

開封開元名都大酒店位於鄭開大道東段，至省會鄭州僅需半小時車

程，距新鄭機場 50 分鐘路程交通便利。開封開元名都大酒店由開元

旅業集團在中原投資並管理的首家五星級度假酒店，擁有湖景客房

三百餘間  

 ◎登封：准五★禪武酒店(有可無線上網的公共區域 ) 

登封禪武大酒店位於登封市大禹路西段，距千年古刹禪宗少林祖庭

少林寺 9 公里，登封禪武大酒店是少林鵝坡教育集團投資興建，總

面積近三萬平方米。擁有豪華舒適的各類客房。 

 ◎西安：五★喜來登酒店(有可無線上網的公共區域 ) 

西安喜來登大酒店位於具有 600 年悠久歷史的西安城牆旁，靠近西

二環路，地理位置優越。距西安鹹陽國際機場（XIY）僅 35 分鐘車

程，步行 8 分鐘達到開元商城及娛樂商圈。酒店開業時間 1991 年，

新近裝修時間 2011 年，樓高 16 層，客房 365 間（套）  

  

  

◆不進購物站 (車上推薦當地特產無壓力)  

 

 

◆禪宗少林音樂大典 B 區 NT 1000/人 

◆仿唐歌舞 NT 1000/人 

◆千回大宋 NT 900/人 

備註： 

一．城與城之間車程時間及行程，故會因環境氣候等條件而不如預期，會因當時狀況調

整，在此說明，敬請見諒。 

二．團隊門票按團隊優惠價核算，故兒童及老年優惠門票無法再退。 

三．房間按照以上酒店雙標間，如有需求大床或加床按不同酒店另行報價，並無法保證一

定有。 

四．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評比酒店星等時間長或酒店本身無申請評定星等之計畫，但其

酒店之設計、設施及服務，均按各星等之標準設立，倘遇此狀況，酒店會冠以『準』字為

代表，例如：準５星、準４星、準３星…等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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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安排 

 

推薦自費 

 

嚴選住宿 

 



諒！ 

六．大陸地區遊覽車均為冷（暖）氣巴士，但其遊覽車設計的座位間距較台灣窄，敬請見

諒。 

七．團員自願放棄行程不退任何費用。 

八．團票不可退票/不可延期/小孩同大人價。 

 

全 程： 

天數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日期-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2017/03/31-08:30  2017/03/31-11:20  TPE/CGO  長榮航空  BR710  

第 5 天 2017/04/04-15:40  2017/04/04-19:20  XIY/TPE  立榮航空  B7171  
 

 

★第 1 天 桃園機場/鄭州(黃帝故里)－(1H)開封(開封小宋城)  

搭乘豪華客機經前往河南省的省會【鄭州市】歷史源遠流長，它是中華

民族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文物古跡、文化遺址眾

多，自然地貌複雜多樣，高山、平原、丘陵、河流，構成了豐富的自然

和人文資源。  

【軒轅故里】黃帝和炎帝被奉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所以中國人自稱

炎黃子孫。 軒轅故里位於新鄭市北關，相傳為黃帝出生地，整個景區分

拜殿，紀念館，廣場，九鼎等組成。近幾年，每年都有很多海內外華人

來此尋根拜祖。 

開封中國八大古都之一，歷史上曾被稱為汴梁、東京、汴京等，至今已

有 3000 多年的歷史。戰國時期的魏國，五代時期的後樑、後晉、後漢、

後周以及北宋和金七個王朝曾先後建國都於開封，故稱“七朝故都”。

楊家將，包青天，百家姓，印刷術，清明上河圖，開封灌湯包，讓您一

朝步入宋城，體驗花樣繁多不一樣的開封。  

【開封小宋城】開封小宋城的綜合營業區設置在地下一樓，整個營業區

內以木質仿古建築為主，回廊流水，亭臺樓榭及戲臺上傳出的傳統戲曲

演唱聲，仿佛瞬間把人 帶回了拙樸又輕緩的北宋時代。擡起頭，席天的

是噴繪的藍天白雲。加上周圍小吃攤販身上的古裝，制作木板年畫的老

師傅縱橫的皺紋，以及路邊一排繡娘手中的銀 針，讓來者一時忘憂。 

住宿：五★開元名都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O：豫菜風味 RMB40/人  晚餐 O：品嚐風味小吃(自理)  
 

★第 2 天 開封(清明上河園、包公祠、宋都禦街)─(2.5H)登封(少林寺+電瓶

車、塔林、武術表演)  

【清明上河園】以《清明上河園》為藍本，按照圖中佈局，採用宋代營

造法式，結合現代建築方法，集中再現了原圖的購物景觀和民俗風情。

仿照原圖，設驛站、民俗風情、特色食街、宋文化展示、花鳥魚蟲、繁

華京城、休閒購物和綜合服務等八個功能區，並設有校場、虹橋、民

俗、宋都等四個文化區。遊覽清明上河園，可以跨虹橋，登上善門，游

鴻福寺，流覽文繡院，下榻古驛站，就餐孫羊正店。遊覽清明上河園，

您可以情觀黨民間雜耍、木蘭織房、年思社，還有吹糖人、剪紙、風箏

等民間工藝，當然還有聞名中外的開封小吃。  

【包公祠】是為紀念我國古代著名清官包拯而恢復重建的紀念場館。它

推薦自費 

 



坐落在七朝古都開封城內碧波蕩漾、 風景如畫的包公湖西畔。 包拯，世

稱包公，又稱包青天，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清官 。他一生憂國憂民 ，

剛正不阿 ，抑強扶弱， 鐵面無私。因為百姓伸張正義，而贏得了古今中

外，婦孺皆知的美名 。  

【宋都禦街】是為再現宋代禦街風貌，於 1988 年建成的一條仿宋商業

街。據史記載北宋東京城富麗堂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街道就是禦街

了。禦街是東京城南北中軸線上的一條通關大道，它從皇宮宣德門起，

向南經過裏城朱雀門，直到外城南熏門止，長達十餘裏。是皇帝祭祖、

舉行南郊大禮和出宮遊。  

 登封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我國第一個朝代夏王朝定都陽城，即今天的登封

告成，“登封”、“告成”則因西元 696 年武則天“登”嵩山，“封”

中嶽，大功“告成”而得名。少林寺是佛教禪宗祖庭，中嶽廟是五嶽之

中規模最大的道觀，嵩陽書院則是北宋鴻儒程顥、程頤兄弟講學之所，

是宋明理學的發源地之一。綿延數千年的文化積澱，使登封成為“佛道

儒”三教薈萃之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三教合一”的一個縮影，2010

年 8 月嵩山古建築群列入世界文化名錄。 

 【少林寺】位於中嶽嵩山西麓，背依五乳峰，周圍山巒環抱、峰峰相

連、錯落有致。嵩山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各擁三十六峰，峰峰有

名，少林寺就是在竹林茂密的少室山五乳峰下，故名“少林”。少林寺

為中國武術之鄉，也是禪宗祖庭，寺內古建築以（練功房）內地磚之凹

陷情形，可知少林功夫深奧之道。隨後前往歷代少林高僧的塔墓【塔

林】參觀，目前塔林現存石塔兩百多座形狀各異，是現存中國最大之塔

群。特別安排全方位觀看精彩的【少林武術表演】，不同特色的少林武

術絕學一一展示，更有邀請貴賓互動參與切磋少林十八班武藝，精湛武

藝讓人嘖嘖稱讚。 

住宿：准五★禪武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享用  中餐 O：大宋小吃 RMB40/人  晚餐 O：永泰素齋 RMB40/人  
 

★第 3 天 洛陽（龍門石窟含電瓶車、關林)－高鐵二等座－(2H)西安（鐘鼓

樓廣場、清真一條街)  

 洛陽是 13 朝古都，位於河南省西部、黃河南岸，由周公營建，建於西元

前 12 世紀，是八大古都和國務院首批公佈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國

歷史上唯一被命名為“神都”的城市。洛陽因地處古洛水之北岸而得

名，是絲綢之路東邊起始點，佛教首傳之地，牡丹之都，河洛郎的故

鄉。 

 【龍門石窟】中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兩山對峙，伊水中流，形成

天然的門闕而得名。石窟始鑿于北魏孝文帝時（西元 471～477 年），歷

經 400 餘年才建成，迄今已有 1500 年的歷史，現存佛像 11 萬餘尊，是世

界文化遺產。其中盧舍那大佛位於西山南部山腰奉先寺，通高 17.14 米，

頭高 4 米，是按照武則天的形象塑造的，作於唐高宗鹹亨四年，即西元

672 年，雍容高貴的氣勢被稱為石窟精品。 

  【關林】相傳是埋葬三國蜀將關羽首級的墓塚，這裏古柏翠松，隆塚豐

碑，殿宇堂皇，是與文化聖人孔子齊名的武聖人塚，為海內外三大關廟

之一，也是我國唯一的“塚、廟、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經典建築群。

1780 餘年來，關林因厚葬關羽首級而名聞天下。明萬曆二十年（1592

年），在漢代關廟的原址上，擴建成占地 200 餘畝、院落四進、殿宇廊



廡 150 餘間的朝拜關公聖域。 

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西安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大

古都，從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 10 世紀左右，先後有 13 個朝代或政權在

西安建都或建立政權，歷時 1100 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

安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鐘鼓樓廣場】位於西安市中心鐘樓、鼓樓之間，廣場花團錦簇、碧草

如茵，周邊商鋪林立，彙集有"同盛祥"牛羊肉泡饃館、"德發長"餃子館等

久負盛名的地方名牌老店，是遊客休閒遊覽的重要場所。 

【清真一條街】位於鼓樓北側，全長 1100 米，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格，

步入其中，地鑲青石、鋪懸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是西安獨具古城風貌

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化旅遊街區。 

住宿：五★喜來登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享用  中餐 O：魚頭風味 RMB40/人  晚餐 O：餃子宴 RMB40/人  
 

★第 4 天 西安(兵馬俑含電瓶車、秦始皇陵、慈恩寺遺址公園、外觀大雁

塔、小雁塔不含登塔、大唐不夜城)  

【兵馬俑+電瓶車】位於西安以東 35 公里，1974 年被當地農民在打井時

意外發現，1979 年博物館隆重開放，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以

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被譽為“世界

第八大奇跡”，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秦始皇陵】位於西安臨潼區東 5 公里處。是中國第一位皇帝嬴政的陵

墓。西元前 246 年嬴政即位爲秦王後不久，即沿驪山營建陵墓。現塚高

55.05 米，週長 2000 米，陵園分內外倆重城垣。 

 【慈恩寺遺址公園】是大雁塔文化休閒景區中相對獨立且主題特色鮮明

的開放式園林，坐落在唐代大慈恩寺遺址上，且現在與大慈恩寺緊鄰，

具備得天獨厚的歷史價值、景觀特色和宗教意義。 

【外觀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位於西安市大慈恩寺內，是一座樓閣

式磚塔，塔身七層，通高 64.5 米，是玄奘為藏經典而修建，是中國唐朝

佛教建築藝術傑作，也是西安市的標誌性建築和著名古跡。 

  

【小雁塔不含登塔】又名“薦福寺佛塔”，位於西安市薦福寺內，是一

座典型的密簷式磚塔，因規模小於大雁塔，故稱小雁塔。雖不及大雁塔

宏大，但外觀輕巧秀麗，被認為是唐代精美的佛教建築藝術遺產。 

  

  【大唐不夜城】位於西安市大雁塔腳下，其中央景觀步行街全長 1500

米，寬 80 米，是中國第一個全景式展現大唐盛世文化的大型景觀步行

街，彰顯了古都西安的巨大魅力，成為西安公共文化建設的重大亮點，

展現了人文、活力、和諧西安的絢麗畫卷。 

住宿：五★喜來登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享用  中餐 O：褲帶面 RMB40/人  晚餐 O：陝西風味 RMB40/人  
 

★第 5 天 西安(古城牆、大明宫+3D 電影+地下遺址博物館+景觀) / 桃園機場  



【古城牆】西安古城牆建於明洪武三年，自唐朝安史之亂後，長安城幾

乎毀了一大半，到了五代以後，因駐守長安的將領覺得長安城地廣人稀

難於防守，於是就將長安城縮爲新城，這也就是五代、宋、元的長安

城。而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認爲長安這兒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重地

「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於是在此設了「西安府」（因封蕃王 - 

秦王，所以也稱秦王府），修築西安城墻，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西安城

墻的原型。 

【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位於西安市東北部唐代大明宮遺址上，總占地

約 3.5 萬平方公里，遺址公園在唐大明宮遺址基礎上延續了唐代大明宮的

歷史格局，以先進的文物保技術向遊客再現大唐盛世。唐大明宮是東方

園林建築藝術的傑出代表，是唐長安城“三大內”宮殿群中最為輝煌壯

麗的建築群，被譽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聖殿。 

【大明宮傳奇 I MAX 3D 電影】是一部具有國際視野的特種電影，為了配

合 IMAX3D 電影的製作特點，影片安排了多個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場景，

如大型宮廷樂舞、皇家馬球比賽、貴族狩獵場、武術對刺……這些場景

會為觀眾奉獻一幕幕別開生面、驚心動魄的非一般視覺體驗，並讓您深

切感受到大唐盛世的繁華及大唐愛情故事的心靈悸動。 

【大明宮遺址博物館】位於公園中軸景觀中心地下的遺址博物館，建築

面積達到 10000 平方米左右，其突破了傳統的文物展陳方式，引入富有歷

史實景的演出，用現代的方式對歷史進行詮釋。 

【大明宮微縮景】以 1:15 的比例真實地還原了全盛時期的整個唐大明宮

宮殿群。1100 座建築，精雕細刻、描金彩繪。穿梭其間，仿佛穿越了時

空回到盛唐皇家宮殿之中。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酒店內享用  中餐 O：中式合菜 RMB40/人  晚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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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表日期：201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