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古都～河南雲台山、龍門石窟、清明上河園 6 日(無購物)
出發日期：2019/1/3、7、10、14
現金優惠價：12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雲台山風景區(紅石峽、茱萸峰)：群峽間列、峰谷交錯、懸崖長牆和崖台梯疊的地貌是一種與桂林的峰叢和
峰林、石林的石芽和石柱、三峽的峽谷、溶洞型以及天坑型等並列的二級地貌類型，而被稱作雲台地貌，這
也是河南省唯一擁有世界地質公園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域。
★龍門石窟：龍門石窟與莫高窟、雲岡石窟齊名，並列為《中國三大石窟》
。中國現存三大國寶級石窟寺之一。
主要建於北魏年間，連續營造達四百年之久，堪稱古典雕刻藝術之寶庫。
★清明上河園：按照 1:1 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代表作，堪稱中華民族藝術之瑰寶的《清明上河圖》
復原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用各元素還原如上河圖般的盛景也形成了中原地區最大的氣勢磅薄
的宋代古建築群。清明上河園民俗表演。
【推薦當地特產】
★山藥、木耳、紅棗、花生等土產。
註：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建議自費：
(1)黃河遊覽區+氣墊船 NT800/人
(2)宋服漫漫遊+千回大宋 A 區+船遊禦河 NT2500/人。
(3)洛陽按摩一小時 NT500/人
備註：此團費因有安排所推薦之自費項目，而得此優惠價錢。敬請務必配合參加！如果各位貴賓對自費安排
並非滿意，建議您可選擇參加其他無自費之旅遊產品 謝謝！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Z3024

台北(桃園)

鄭州

11:50

14:30

回程

CZ3023

鄭州

台北(桃園)

08:15

10:5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鄭州～商城遺址～鄭州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中國河南省會～鄭州。
鄭州位於河南省中部，黃河南岸，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鄭州市位於中原腹地，交通位置極為重要。
鄭州商業發達，又有《中原商城》之稱。現轄 6 區 5 市 1 縣，一個國家級新區，兩個國家級開發區、一個國
家級出口加工區，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八大古都之一、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
城市、國家綜合交通樞紐、中國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是中華人文始祖軒轅黃帝
的故里，夏朝的都城陽城，商朝開國君主商湯所建的亳都，今河南省政治、經濟、教育、科研、文化中心。
商城遺址：鄭州商城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遺址，坐落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鄭州市區偏東部的鄭
縣舊城及北關一帶。陳運和詩稱"七公里長的商代古城牆 一根能挑起鄭州歷史的扁擔 3500 多年的延綿不斷
3500 多頁的樹碑立傳"、"考古價值無法估量 現代的目光莫輕視這殘壁殘垣"。
註 2：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
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餐食 : 早餐 : 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 燴麵風味(RMB40/人)
住宿 : 準 4 星瑞景中州酒店 或 準 4 星五州大酒店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二天 鄭州～河南地質博物館～鄭東新區～外觀河南省藝術中心～如意湖～(車程約 2H)
洛陽～魏家坡古民居～龍門石窟～麗景門+明清街～洛陽
河南省地質博物館(週一休館)：坐落在鄭東新區金水東路 18 號。建築面積 5800 平方米，布展面積 4100 平方
米。建築新穎別致，獨具風格。館內設有地球廳、恐龍廳、生物演化廳、古象廳、礦產資源廳、地質環境廳、
礦物廳、4D 動感影院（多功能廳）和地震海嘯感受劇場，館外有礦石林、科普廣場、恐龍雕塑等。目前，館
藏地質資料 7357 份（種）、13328 套；館藏中外文圖書文獻、地學專業圖書文獻 9 萬餘冊；館藏化石、岩石
和礦物標本 50000 餘件，其中展出 2193 件。這裡，可以飽覽地球運動造就的自然奇跡。註：因中國的博物館
為國家所有，除原本固定休假日外會有某些特定因素不定期休館，但不會事先對外通知，敬請見諒！
鄭東新區：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市區東部，是鄭州市委、市政府根據國務院批准的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該
區以遷建的原鄭州機場爲起步區，以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爲基礎，西起老 107 國道，東至京珠高速公路，南
自機場高速公路，北至連霍高速公路，遠期規劃總面積約 150 平方公里，相當於目前鄭州市已建成市區的規
模(建成區面積 132 平方公里，市區常住人口 260 餘萬人)，將在未來 20——30 年內建成。鄭東新區開發建設
作為河南省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龍頭專案，已被河南省政府作為重點工程列入日常工作。
河南省藝術中心(外觀)：是河南省政府確定的“十五”期間重點專案，位於鄭州市鄭東新區 CBD 核心區，占
地面積 10 公頃，省發改委批復的投資總概算 9.26 億元人民幣，總建築面積 75000 平方米。建築密度 23.6%，
可綠化面積 42578 平方米，綠化度 43%，可停機動車輛 471 輛，非機動車輛 400 輛。建築方案由加拿大 OTT/PPA
建築師事務所國際著名設計大師卡洛斯•奧特先生設計。
如意湖：位於鄭州鄭東新區 CBD 中央公園的中心，周圍分佈著 CBD 三大標誌性建築--鄭州國際會展中心、河
南藝術中心、鄭州會展賓館。如意湖占地約 160 畝，最深水位達 3.5 米，湖區注水量約 26 萬立方米。，它與
如意河、昆麗河、金水河、熊兒河等形成一個完整的城市生態水系。CBD 中心與 CBD 副中心通過如意河相聯，
空中俯瞰，酷似中國傳統的吉祥物――如意，CBD 如意湖因此而得名。

魏家坡古民居：魏家坡古村始建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孟津縣朝陽鎮衛坡村（又稱魏家坡村）是是“中國
美麗鄉村”創建試點村、中國傳統村落、河南省歷史文化名村、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村內古民居是目
前豫西地區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築群，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和開發利用價值。
龍門石窟(往返電瓶車)：與莫高窟、雲岡石窟齊名，並列為《中國三大石窟》。龍門石窟是中國現存三大國寶
級石窟寺之一，主要建於北魏年間，連續營造達 400 年之久，現存窟盒 2000 多座，佛塔 40 餘座佛像 10 萬多
尊，堪稱古典雕刻藝術之寶庫，而其中規模最大、名聲最響的是建于唐代武則天時期的奉先寺石窟，裏邊的
佛像造型雍容典雅、面目傳神，所穿服飾紋路清晰、衣褶宛然。 以《龍門二十品》是代表的碑刻是書法藝術
的精品，每年吸引了無數書法愛好者慕名前往。
麗景門+明清街：古都洛陽從夏開始共 13 個朝代先後在此建都，麗景門建于隋唐，因是南北大運河的交匯處，
為天下舟船所集，商銀貿易，車馬填塞。今日的麗景門由城門樓、瓮城、箭樓、城墻、護城河等部分組成，
其城垣高厚，重門疊關，氣勢磅礡，其規模之宏大在河南古建築中居于首位，被稱為古都第一門。古城內仿
古街店鋪林立，商賈雲集，熙熙攘攘，熱鬧非凡。
【自費推薦】
★黃河遊覽區+氣墊船 NT800/人。
註：全程安排三項自費項目(詳列於行程表)，若貴賓無法接受有自費項目安排之行程，建議可選擇無自費項目
行程。
餐食 :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豫菜風味(RMB40/ 晚餐: 半水席風味(RMB40/人)
人)
住宿 : 4 星頤舍酒店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三天 洛陽～(車程約 2H)焦作～雲臺山景區、紅石峽、潭瀑峽～焦作
雲臺山風景區：景區面積約 35 平方公里，區內層巒 嶂，泉瀑爭流，峭壁懸崖，奇石翠柏遍布山岩，有大小
名峰 36 座，天然溶洞十數個，潭瀑泉池不計其數。以水叫絕。
紅石峽：又名溫盤峪，遊覽所需要的大致時間：一個半小時左右，全長 1500 米，單行綫景點。是雲臺山景區
峽谷極品的主要代表，景區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穀，素來享有“盆景峽谷”的美
譽。這裏外曠內幽，奇景深藏，兩岸峭壁山石秀麗，仿佛鬼斧神工雕鑿而成的一個巨大盆景，又似名山大川
的濃縮，園林專家稱之爲“自然山水精品廊”。明代懷慶知府徐以貞，曾寫詩誇道“何年鬼斧劈層崖，鳥翼
飛來一綫開。斜陽在山歸意懶，不堪回首重徘徊。
潭瀑峽(又名小寨溝)： 潭瀑峽地處雲臺山北部略偏西，是主要河流子房河的一個源頭。溝長 1270 公尺，南北
走向。溝東面，峭壁聳翠，基岩裸體。溝西面，競秀峰參差俏麗，峰群一字排列，峰峰直立，爭奇鬥異。在
曲曲彎彎的溝槽內，瀠洄著一條會唱歌、會跳舞的溪水。這條能歌善舞的溪水叫小龍溪。它的溪床，由一層
層高低不一、色彩有別、寬窄不同、曲折有致、形態各異的自然山石臺階所組成。小龍溪則像一隊美麗的歌
舞明星，以層層臺階作舞臺載歌載舞，翩翩曆階而下。?在每個石階舞臺上，表演出精彩的節目，奉獻出妙不
可言的美景。或碧波蕩漾，或為溪布，或分水涓涓細流，或匯合湍湍激流，或傾瀉、或跌落成為銀光閃閃的
瀑布，瀑下積水，成為彩潭。色澤悅目，清音悅耳。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叫花雞風味(RMB40/ 晚餐 : 四寶藥膳風味(RMB40/人)
人)
住宿 : 準 5 星山陽建國酒店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四天 焦作～雲臺山風景區、茱萸峰～(車程約 2H)開封～開封博物館～七盛角民俗街～小
宋城～開封
雲臺山風景區(含環保車)：位於河南省修武縣境內，以獨具特色的“北方岩溶地貌”被列入首批世界地質公園
名錄。同時又是河南省唯一一個集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 AAAAA 級景區、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
國家水利風景名勝區、國家獼猴自然保護區六個國家級於一體的風景名勝區。雲臺山滿山覆蓋的原始生林，
深邃幽靜的溝穀溪潭，千姿百態的飛瀑流泉，如詩如畫的奇峰異石，形成了雲臺山獨特完美的自然景觀。漢

獻帝的避暑台和陵基，魏晉“竹林七賢”的隱居故里，唐代藥王孫思邈的采藥煉丹遺跡，唐代大詩人王維寫
出“每逢佳節倍思親”千古絕唱的茱萸峰，以及為多名人墨客的碑刻、文物，形成了雲臺山豐富深蘊的文化
內涵。
茱萸峰：俗名小北頂，海拔 1308 公尺，峰頂有真武大帝廟、天橋、雲梯。相傳，王維名詩《九月九日憶山東
兄弟》：“獨在異鄉?異客，每逢隹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即於此峰有感而作。登
上峰頂，極目遠眺，可見黃河如銀帶；俯視腳下，群峰形似海浪湧。山頂氣候多變，倏忽間風起雲生，白霧
從山間咕嘟嘟地湧出，紅日隨即隱去。山峰在雲霧中出沒，雲騰山浮，如臨仙界。
開封博物館(新館)（週一閉館）
：開封博物館始建於 1962 年 3 月，其前身為開封市展覽館。省館遷鄭後在其原
址三勝街正成立的。因館址原有建築殘破，不適應各方面業務的開展，遂於 1986 年選擇現址擴建為如今的新
館。新館於 1988 年 9 月建成，並正式對外開放，成為開封文化事業的一大盛事。開封市博物館是中國地方性
歷史藝術類博物館。位於河南省開封市包府坑中路。
註：因中國的博物館為國家所有，除原本固定休假日外會有某些特定因素不定期休館，但不會事先對外通知，
敬請見諒！
七盛角：七盛角是開封首個集旅遊、文化、休閒、餐飲、購物為一體的全仿宋建築專案開封建業東京夢華七
盛角文化民俗街。在這裏，您可以看到各具特色的客棧、酒吧、茶館和精緻的飲食店、各種美味小吃，是一
個很容易讓人放鬆的地方。
小宋城：小宋城位於河南省開封市大樑路西段，由原"東京藝術中心"改造而成，改造建築面積約 50000 平方
米，其中特色民俗餐飲商業街區面積約 20000 平方米，於 2013 年 11 月 18 日開城營業，主要經營開封特色小
吃及全國各地風味，並先後獲得"開封人的待客廳"、"外地遊客的首選地"、"開封市的新名片"、"文化旅遊新
地標"等美譽。
【自費推薦】
★洛陽按摩一小時 NT500/人
註：全程安排三項自費項目(詳列於行程表)，若貴賓無法接受有自費項目安排之行程，建議可選擇無自費項目
行程。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雲台農家宴(RMB40/人)

晚餐 : 包子風味(RMB40/人)

住宿 : 4 星新東苑酒店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五天 開封～清明上河園～大樑門+城摞城+古馬道+飲食文化博物館～(車程約 1.5H)鄭州
～城隍廟～花園口黃河遊覽區～鄭州
清明上河園：清明上河園是按照 1：1 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代表作，堪稱中華民族藝術之瑰寶的《清
明上河圖》復原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該園占地面積 500 餘畝，其中水面 150 畝，擁有大小古
船 50 餘艘，各種宋式房屋 400 余間，形成了中原地區最大的氣勢磅薄的宋代古建築群，整個景區內芳草如茵，
古音縈繞，鐘鼓陣陣，形成一派“絲柳欲拂面，鱗波映銀帆，酒旗隨風展，車轎綿如鏈”的栩栩如生的古風
神韻。景區內的人員皆身穿宋朝服飾，語言舉止間也頗著宋代風采。1000 多個演員從早上 9：00 一直到晚上
22：00，在不同地段表演不同的宋代京都風情和民間故事。
大樑門+城摞城+古車馬道+飲食文化博物館：大樑門是開封目前唯一重建的一座城門，成爲古都的重要象徵。
城摞城是我國考古學家在古都開封地下 3 米至 12 米處，上下疊壓著六座城池，其中包括三座國都、兩座省城
及一座中原重鎮，構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觀。飲食文化博物館是河南省首家飲食類博物館，也是開封市
首家民辦博物館。填補了省、市行業空白。開封飲食文化博物館主要展示了中國烹飪文化、中原以及開封飲
食文化豐厚的內涵，以弘揚開封燦爛的飲食文化為宗旨。
城隍廟：位於河南省鄭州市商城路東段路北，是一座道教宮觀。也是河南省目前規模較大、保存完好的明清
古建築群之一。
花園口黃河遊覽區：花園口黃河位於鄭州市區北郊 18 公里處的黃河南岸，距北邙山東去 12 公里處。民間傳
說，最早這裏並不叫花園口。宋時曾在此建閘治水，漸成村落。明代在此修建花園並形成渡口，名花園口。
1938 年 6 月，日軍逼近鄭州，國民黨軍隊在此炸毀大堤，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花園口事件"。如今的花園口萬

畝沙荒變成良田，風景秀麗，景色迷人。
行程結束後，用晚餐，餐後返回酒店內休息！
【自費推薦】
★宋服漫漫遊+千回大宋 A 區+船遊禦河 NT2500/人。
註：全程安排三項自費項目(詳列於行程表)，若貴賓無法接受有自費項目安排之行程，建議可選擇無自費項目
行程。
晚餐 : 漢文化餐(RMB40/人)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汴梁風味(RMB40/人)
住宿 : 4 星瑞景中州 或 4 星五洲酒店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六天 鄭州～機場／桃園
早餐後前往鄭州國際機場，帶著一顆幸福滿足的心，搭機離開鄭州，返回溫暖的家結束富有深度文化內涵的
行程。
註：中國南方航空公司(CZ)團體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每件長寬高總和
不得超過 158 公分即 62 英寸，重量以 23 公斤為上限)。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