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7 月 13 日   

團費/每人 NT 16,9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台胞證)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直航班機往返屯溪】讓您省去奔波勞累之苦，體驗不經第三地轉機的便利。 

★【屯溪老街】有古玩店、玉器店、字畫齋、文房四寶鋪、徽派餐廳、食品店，古意盎然。 

★【宏村】電影《臥虎藏龍》外景拍攝場地，被譽為當今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大奇跡。 

★推薦自費行程： 

A.黃山徽韻秀人民幣 220 元/人。 

徽韻秀介紹，以《黃山、徽文化》為主題，大寫意地將四季黃山，天仙配的經典黃梅戲、民族故

事等元素創新組合，不著痕跡地把徽州的千年興衰濃縮在六十分鐘的演出當中，還原于自然，成

功詮釋了人間仙境。演出立足於徽州，與徽州的音樂資源、自然風光、民俗風情完美地結合，徽

州人的生活娓娓道來。   

B.全身足浴按摩 1.5HR 人民幣 180 元/人。 

★購物站:普洱茶、徽藝玉寶。 

註：每站停留約 1~1.5 小時，若貴賓無法接受有購物站安排之行程，建議可選擇無購物行程。 

註：此行程因安排自費行程而得此優惠團費，若無法接受自費項目，建議選擇無自費行程。 

★貼心贈送：每人每天礦泉水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時間 降落地/時間 

去程 立榮航空 B72296 高雄 /15:40: 屯溪 / 17:50 

回程 立榮航空 B72295 屯溪 / 19:00 高雄 /21:1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語與飛行時間為準 



 

高雄／屯溪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高雄小港國際機場，並以電話與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

由我們為您準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屯溪』。 
餐食 :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徽菜風味(RMB.35/人) 

住宿：天都國際飯店四星樓  或同級旅館 

 

 

屯溪～黃山～雲穀纜車上～始信峰～北海景區～光明頂～飛來石～西海景區～太平纜

車下～太平 

【黃山風景區】是著名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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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塊平坦岩石上，另人驚歎不已，遊人站

在平臺邊緣上憑欄覽勝對面的《雙剪峰》及《雙筍峰》，就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始信峰彙聚了許多黃山名松，如：接引松、黑虎松、連理松、龍爪松、臥龍松、

探海松等。石筍峰、上升峰左右陪襯，成鼎足之勢，峰巔有渡仙橋，橋畔石隙

有狀似接引仙人渡橋的接引松。石筍峰上可觀賞眾多奇石。 

【北海景區】是一片海拔在 1600 米左右的高山開闊區域，面積 1316 公頃，北

海景區以峰為體，彙集了峰、石、塢、台、松、雲奇景，天工的奇妙佈局，琉

璃色彩變幻，構成一幅幅偉、奇、幻、險的天然畫卷，是黃山的風景窗；北海

景區是黃山最重要的景區，這裏集合了黃山的四絕勝景，是遊客絕對不能錯過

的景區。 

【光明頂】海拔高 1840 米，是黃山的第二高峰，其山頂高闊而平坦，前山和後

山以此為界，站在光明頂可以統觀東海、南海、西海、北海及天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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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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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站在平臺邊緣上憑欄覽勝對面的

《雙剪峰》及《雙筍峰》，就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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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考慮，亦可選擇遊覽一部份。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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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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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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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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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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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RMB.7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35/人) 

住宿：四星級中山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太平～太平湖風景區（船游太平湖、龍窯寨、猴島）～（車程約 2.5HR）涇縣～宣紙文

化園～（車程約 1.5HR）宣城 

【太平湖】位於黃山市黃山區境內，是黃山旅遊區的重點風景區之一，位於合

肥至黃山黃金旅遊線上，距市府屯溪 143 公里，介於黃山、九華山之間，北距

佛教聖地九華山南大門 30 公里，南距國之瑰寶黃山北大門 30 公里，地理位置

十分優越。太平湖旅遊資源豐富，湖光山色得天獨厚，湖水清澈碧透，青山起

伏連綿，水風姿綽約，島嶼散落如珠，被譽為“黃山情侶”、“中華翡翠”、

“世界明珠”、“東方日內瓦湖”。著名詩人塑望讚譽：“天池無此親切、太

湖無此幽深、三峽無此青翠、灕江無此煙雲、富春無此高寒、西子無此胸襟、乾隆無此眼福、江南無此

水程”。 

【宣紙文化園】在此您不僅能見識古時留存下來的精湛製作工藝，看到一張宣

紙從青檀皮混合著燎草開始，一直經過臼草、碓皮、踏料、撈紙、曬紙等一道

道工程，最終成為一張純白細密、薄如蟬翼的紙張的整個過程。還能親自參與

其中，自己動手做一張宣紙。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RMB.30/人) 晚餐 : 宣城風味(RMB.35/人) 

住宿：准 4 星文景假日酒店  或同級旅館 
 

 

  

 

 

宣城～宣酒文化園（逢周日及大節假日閉園）～敬亭山森林公園～弘願寺～（車程約

2.5HR）績溪 

【宣酒文化園】中國是酒文化之勝地，從古至今，國人飲酒的意義，已遠遠

不止口腹之樂，而變成了一種精神享受和文化載體。自古作為江東名邑的宣

城，人傑地靈，文風昌盛，更加上物阜糧豐、甘泉清冽，古時即盛燒釀之風。

文人雅士們在宣城把酒放歌之景以及宣酒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也在陳列

館裏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宣酒文化園以宣酒文化博物館為核心，其建築

風格和內部陳設均以宣徽文化為基調，突出了江南名酒的地域特色。博物館

由景觀花園、主題陳列館和酒道館三大部分組成，總面積 1300 平方米，室內展廳面積約 600 平方米。



主題陳列館分為宣酒的由來、老春酒店、江南第一坊、中國酒的起源與文化、酒的科普知識、宣酒的發

展與文化等多個展廳，面積約 500 平方米，展線總長度 1000 多米。主體建築由景觀花園、藏寶齋、專

題陳列館和中國首家酒道館四大部分組成。附屬景點包括詩酒文化長廊、紀叟酒樓、紀叟銅像、瓊漿飛

瀑、江南小窖群、曲水流觴石、幸福石、地下酒窖等。著名美術學家王伯敏先生（徐悲鴻的弟子）題寫

的館名。 

【敬亭山國家森林公園】是省級風景名勝區，位於宣城市區北郊水陽江畔，

屬黃山支脈，東西綿亙十餘裏，大小山峰 60 座，主峰名“一峰”，海拔 317

米。山間雲霧繚繞，茶樹如茵，梨花似雪，桃花如胭，青松翠竹，溪水潺潺，

景色秀麗，蔚成奇觀。景區總面積 15.30km2，由“雙塔景區、獨坐樓景區、

一峰景區、宛陵湖景區、白馬湖景區”等五大景區二十幾處景點組成。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RMB.30/人) 晚餐：績溪風味(RMB.35/人) 
住宿：4 星上河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績溪～龍川胡氏宗祠～（車程約 1HR）黟縣～梓路寺～宏村*阿菊秀～黟縣 

【龍川胡氏宗祠】位於現績溪縣瀛洲鄉坑口（龍川）村，建於明代嘉慶 25

年（1547 年）的漢族祠堂建築，屬於漢民族祭祀祖先和先賢的場所。，清

光緒 4 年（1898 年）重修。宗祠坐北朝南，前後 3 進，占地總面積 1271 平

方米，以山帶水，氣勢飛動。祠內裝飾精美，尤以保存完好的各類木雕為最，

有“徽派木雕藝術寶庫”之稱。龍川在明代曾出過兩任六部尚書，也是胡錦

濤的故鄉，1988 年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關專家讚譽它是中國

古祠一絕。 

【梓路寺】位於安徽黃山市黟縣，隸屬古徽州轄地，毗鄰“震旦中國第一名

山”——世界自然、人文雙遺產黃山景區。寺院坐落於“中國畫裏的鄉

村”——世界文化遺產地宏村東北 3 公里的梓嶺山麓，背靠象鼻峰，前倚奇

墅湖三千畝水面，山明水秀，風光如畫，元氣融結。 

【宏村.阿菊】為奇墅湖國際度假村表演，這個美麗的中國故事以古徽州文

化為背景，再現徽州女人賢慧、勤勞、持家、教子、耕耘勞作以及忠貞如

一、保衛家園的新形象、新身份。選擇了“中國內容，國際創意”的表現

路徑，以多種國際化劇場藝術元素立體詮釋中國傳統故事。高空特技、高

臺跳水、時尚跑酷、水上摩托艇等多種新奇表演紛呈並現，電影特技、水

火特效場景、3D 立體成像技術等現代高科技手段變幻迭出，營造出強烈的

視聽效果和藝術衝擊力。 

註：《宏村.阿菊》表演秀為戶外表演，為入住酒店包套方案，如遇天候因素停演，恕無法退費！造成不便，敬請

見諒！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RMB.30/人) 晚餐：農家風味 (RMB.35/人) 
住宿：黟縣中坤奇墅湖大酒店(別墅客房)  或同級旅館 

    

黟縣～宏村～賽金花故居～（車程約 1HR）休寧～狀元博物館～（車程約 1HR）屯溪～

湖邊古村落～徽州照壁～屯溪 

【黟縣宏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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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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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金花故居】，歸園景區地處兩處世界文化遺產西遞、宏村之間，2003年由

黃山鼎泰旅遊發展有限公司恢復和修繕，2004年5月正式對遊人開放。景區內有

賽氏舊居、賽金花親手栽種的海棠花、賽金花使用過的水井、書齋和其他景物，

辟有賽金花故居資料陳列館，以及一富商贈予賽氏的一處徽州園林—歸園。 

【中國狀元博物館】是目前唯一一家以展示狀元文化為己任的，相容中國傳統

文化與中華民俗於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中國狀元博物館坐落於“中國第一狀

元縣”安徽省休寧縣舊縣衙遺址上。整個博物館由三大展廳、狀元文化廣場和

狀元文化報告廳等三大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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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自費行程：全身足浴按摩1.5HR人民幣180元/人。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農家宴(RMB.30/人)  晚餐：新安風味(RMB.35/人) 

住宿：天都國際飯店四星樓  或同級旅館 

屯溪～徽州文化藝術館～（車程約 1HR）歙縣～徽州古城～鬥山街～許國石坊～漁梁古

壩～雄村～（車程約 1HR）屯溪～屯溪老街 

【徽州文化藝術館】，讓人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徽州文化。在原徽州地區博

物館的基礎上建成的，原館址設在屯溪老街。多年來，本館堅持社會效益第一

的原則，面向全社會開放，充分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功能。曾經舉辦過《古近代

畫展》、《徽州古楹聯展》、《臺北江兆申先生畫展》、《黃賓虹畫珍品展》等文物

專題展覽，同時開展了多次國內外學術交流。現有固定專題陳列《新安畫派書

畫展》和《徽州三雕藝術陳列》。註：徽州文化藝術館館內的自營小賣店，提

供紀念商品銷售，非購物站，特此說明！ 



【徽州古城】坐落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歙縣縣城徽城鎮中心，千年徽州府治所

在地，是國家5A級景區古徽州文化旅遊區的組成部分。內有徽園以及鬥山街等

府城街巷，還有江南都江堰漁梁古壩等，是展示和體現徽州文化的重要實物建

築，集中體現了明清時期的漢族文化特色。歙縣徽州古城與雲南麗江、山西平

遙、四川閬中並稱為中國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 

【鬥山街】位於歙縣城內，因依靠鬥山得名，為文化歷史名城一級保護區。徽商故里棗鬥山街，是一處

集古民居、古街、古雕、古井、古牌坊於一體的旅遊文化景點。 
 
【徽州徽園】坐於徽州古城—歙縣縣城中心，利用古城西牆，占地兩公頃，建築面積1.8萬平方米。主體

建築有仁和樓、得月樓、茶樓、惠風石坊、徽園第一樓、過街樓、古戲樓等以及鑲嵌其間的古色古香商

品住宅樓百餘間。 
【漁梁古壩】為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規模最大的古代攔河壩，據考證，早在唐

宋年代，人們就曾在此壘石為壩，現在的古壩為明代重建，有明萬曆三十三年

修壩記事碑可考。中國著名古建專家鄭孝燮先生說：“漁梁壩的設計、建設和

功能，均可與橫臥岷江的都江堰相媲美！ 
 

【屯溪老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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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店面一般都不大，

但內進較深，形成《前店後坊》、《前店後庫》、《前店後戶》的特殊結構，因更

顯老街的《老滋老味》。老街的魅力傾倒了影視界，至今已有百餘部影視作品是

在老街拍攝，業內人士稱之為《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 
★推薦自費行程：徽韻秀人民幣220元/人。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歙縣風味(RMB.3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35 /人) 
住宿：天都國際飯店四星樓  或同級旅館 

 

屯溪～程大位珠算博物館～（車程約0.5HR）徽州～唐模～潛口民宅～（車程約0.5HR）

屯溪～黎陽IN巷～屯溪機場／高雄    

【程大位珠算博物館】是中國第一個公辦珠算博物館，1986年9月18日程大

位逝世380周年紀念日正式開館。它坐落在屯溪區前園路西側巷內，由程大

位故居、祭祖樓、覃思堂、程大位專祠、賓園等部分組成，全館共收藏歷史

資料4000多份，各種算具近千件，充分展示了中國第五大發明———珠算的

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再現了程大位這位偉人出自于平民，偉大出自于平

凡的背景，為後人自學成才提供了榜樣； 
唐模村是徽州古村，徽文化底蘊十分濃厚，擁有人文特色和古園林特色，被

遊人譽為“中國水口園林第一村”美譽。唐模全力開發當地旅遊，修復了尚義堂、許氏宗祠、美人靠長

廊，對旅遊沿線兩側房屋進行了全面改徽，村中古建築、古樹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唐模村現已成為新農

村建設中典型的鄉村旅遊帶動型市級示範點，並先後榮獲“全國文明村”和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稱號。

【潛口民宅博物館】坐落在黃山第一峰-----潛口紫霞山麓，地當寧、贛、

滬、杭進入黃山之要道，依山傍水、環境優雅。1988年元月被國務院公

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3年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優秀博物

館”，館內有明、清兩代最典型的各式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亭、

古橋等古建築群及五百多年的古樹、古井、古匾，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

藝術和科學價值。 



【黎陽IN巷】 處於黃山國際中心 (論壇 新聞)的中心位置，集水景步行街、徽文

化體驗區、精品酒店、“觀黃山”於一體的商業街區，以全新的情景式商業模式，

彙聚潮流風尚精品、徽州特色購物，有情有景，趣味十足，打造未來全球遊客必

到的一處旅遊勝地。黎陽水街的特色在於將水系、景觀、兒童遊樂園、噴泉、徽

州元素等景觀小品融入於購物環境之中圖行天下，步行系統的設計也更加人性

化，石材貼面的連廊式購物環境，讓遊客能夠帶著閒情雅致在黎陽街漫步遊逛。

同時，水街又像個時空轉換帶將人們帶入黎陽老街文化，感受其中的人文古物精

髓。 
隨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台，結束此次難忘的黃山之旅。 
餐食 :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RMB.30/人)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兩人一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

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

諒解。 

※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

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 

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１８歲以下小孩，價錢另議。 

※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60 歲以上人士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 以上出發日期會因客滿或行程變更而有調整，本公司會在出發前 10 天與貴賓確認是否如期出團，屆時再請假。

※ 團體旅遊價格較便宜，但受限也較多（如限制同進同出、行程需配合多數團員而略作變更），須配合基本成行

出發人數，若未達出團人數將協助變更出發日期。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4.06.2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