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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  班                                                

日   期 地   點 航   班 時   間 

去程 松山溫州 華信航空 AE967 16:30-17:45 

回程 溫州松山 華信航空 AE958 19:05-20:25 

 

 

 

第 1 天   松山溫州 

今日集合於松山國際機場，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直航客機飛往【溫

州】。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位於浙江省東南部。溫州依山

傍海，氣候宜人，四季分明，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被稱為“溫暖之州”。 

抵達驅車前往享用晚餐，晚餐後至酒店辦理入住休息。 

■餐食：（晚）港式風味(60RMB) 

■住宿：★★★★★ 溫州洲億國際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2 天   溫州－2H文成（劉基故居、百丈漈風景區） 

★【劉基故居】 

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廟分“王佐”、帝師兩

水坊，頭門、儀門、正廳、追遠祠五重，占地 300O

平方米。正廳有劉基及其子劉璉、劉璟坐像三尊，

左廊有個 900斤古銅鐘。廟多明、清、民國、現代

名人，如明正德皇帝、清乾隆大學士劉權之、于右

任、章太炎、蔡元培、林森、居正、蘇淵雷、沙孟

海、裴昌會等書題的匾額楹聯。廟前有廣場，可容

數千人。劉基：字伯溫，封誠意伯，諡號文成，文成縣名由此而來。他是明朝開國元勳，“學

為帝師，才稱王佐”，是中國歷史上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著有兵書《百戰奇略》、

散文集《鬱離子》。劉基樹開國勳業，兼傳世之文章，後人尊稱為立德、立功、立言的千古

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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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漈風景區】 

海拔 800餘米，地勢自西向東，為洞宮山脈延伸段。

是一處集湖光山色之大成，融自然人文景觀爲一體，

具有瀑雄、峰奇、湖秀、潭麗等特點的高品位旅游、

避暑的休養勝地。周圍 20餘公里，是一個高山平原。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北宋《太平寰宇記》稱：天下

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萬山深處忽辟平疇，高曠

絕塵，風景如畫，桃源世外無多讓焉。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文成農家宴(50RMB)      （晚）合菜饗宴(60RMB)   

■住宿：★★★★ 文成鑫悅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3 天   文成—2.5H洞頭（仙疊岩、望海樓、中普陀寺）-溫州（五馬街） 

★【洞頭】 

途經靈霓海堤（窄門大橋、淺門大橋、深門大橋、狀元大橋、花崗大橋、三盤大橋）。 

抵達洞頭後遊覽【仙疊岩】 “山不在高，有仙則

名”，洞頭的仙疊岩並不高，從山下遠遠望去，

只看到它的岩石，層層疊疊，奇怪的是，小的石

頭頂著大的石頭，居然能四平八穩，安然無恙。

千百年來，海島颱風多，可再大的颱風對它也毫

不影響，這種疊法當然不是凡人所能辦到，只有

仙人才有這本事，所以才叫“仙疊岩”。 

遊覽【望海樓】望海樓位於洞頭本島海拔 227

米的煙墩山，樓層明三暗五，為東南沿海最高

樓，被譽為“氣吞吳越三千里，名貫東南第一

樓”。望海樓三層和五層設有觀景廊，登樓遠

望，可海天美景及洞頭列島全貌。望海樓始建

於公元 434 年，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歷史，

建有望海樓主樓、顏延之雕像、詩詞碑廊、同

輝亭、泓澄亭、心賞亭、白馬古道等景觀。主樓一至五層分別是帆錨相依、耕海牧漁、閩甌

風情、非遺奇葩、觀景廊。主樓內設海洋民俗文化展廳，以先進的光電展示手段，展現洞頭

漁鄉風情。 

遊覽【中普陀寺】寺院依山而建，高低錯落，前後層迭，山門正對著半屏山主峰，左右群山環

抱，形成了一片天然的避風港。中普陀寺有大雄寶殿、天王殿、鐘樓、鼓樓、齋堂、念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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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池等，主體建築大圓通殿內，供奉著高達 9米，由 13噸純銅鑄造而成的千手千眼觀世音

菩薩坐像，是中國眾多普陀寺中之最。 

★【五馬街】 

古稱五馬坊，溫州舊城古街道之一。東起解放街與公園路相接，西至蟬街與府前街相交。街

長四百米，寬十二米。相傳始於東晉。唐宋沿襲不變。清代改名五馬街，為溫州市標誌性購

物步行街 。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洞頭風味(50MB)      （晚）合菜饗宴(60RMB) 

■住宿：★★★★★ 溫州洲億國際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4 天   溫州 —1.5H雁蕩山（靈岩+懸崖飛渡表演、大龍湫、靈峰日景、靈峰

夜景） 

★【雁蕩山】 

為中國十大名山之一，是中國首批五 A 級景區，位於浙江省溫州市東北部海濱，山水奇秀，

天開圖畫。因“山頂有湖，蘆葦叢生，秋雁宿之”故而山名。雁蕩山山水形勝，以峰、瀑、

洞、嶂見長，以奇峰怪石、古洞石室、飛瀑流泉稱勝。其中，靈峰、靈岩、大龍湫三個景區

被稱為“雁蕩三絕”。 

遊覽雁蕩明庭-【靈岩景區(含靈岩飛渡)】在天

柱峰和展旗峰的峰頂（高達 200 多米，寬亦

200多米），表演分直渡和橫渡。懸崖飛渡始

於本世紀 30 年代村民們為了采吊蘭（學名石

斛）賣錢養家，常身系繩索，沿著崖壁懸空採

擷。 雁蕩三絕（靈峰、靈岩、大龍湫），靈

岩正當其中，人視為雁蕩山的“明庭”。以靈

岩古剎為中心，後有燦若雲錦的屏霞嶂，左右

天柱、展旗二崖對峙，壁立千仞。因“渾龐”

而生肅穆，人處其中，頓覺萬慮俱息。 

中國四大名瀑之一【大龍湫景區】舊稱於“西

內谷”以奇峰、巨嶂、飛瀑取勝。高聳天際的

芙蓉峰，變態無窮的剪刀峰，雄偉如屏的連雲

嶂，雲雨漠漠的經行峽，穀幽潭深的筋竹澗，

皆為勝境。被譽為“天下第一瀑”的大龍湫，、

變幻多姿，蔚為壯觀，更是令人叫絕。它與靈

峰、靈岩合稱雁蕩山“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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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峰日景】是雁蕩山精華的二靈一龍之一，景區以懸崖疊嶂、奇峰怪石、古洞石室、•碧潭

清澗而著稱，並與靈岩、大龍湫並稱為雁蕩三絕，其中的靈峰又名合掌峰，是雁蕩山的代表

景觀之一。景區內的「觀音洞」初名靈峰洞，藏於合掌峰之中，各殿堂依岩疊起，與周圍的

自然景色融合在一起，被譽為人工美與自然美巧妙結合的傑作。在這裡還可以看到許多早白

堊紀火山爆發留下的「流紋質火山岩」跟「球泡流紋岩」等特殊地質景觀。 

【靈峰夜景】內的岩石在夜裏呈現出的景致。夜間的靈峰三步一景，移步換形，一峰一石多風

景且景景相扣，組合協調，可將其連成一幅畫、串成一曲民謠、編成一段故事。此屬雁蕩一

絕，在天下名山中，也是罕見的奇觀。夜景主要有纏綿的「情侶峰」，右面較高的岩石，像

一位遠足歸來的男子，背有行囊，偉岸英武，左側則像一位窈窕的嬋娟，捲髮披瀉，水袖飄

拂。他們緊緊相擁，情意綿綿，溫情脈脈；「犀牛望月」是一塊狀若犀牛翹首仰望中天的岩

石。「牧童岩」狀若一個騎牛的牧童，頑皮地從山峰背後探出頭來；「婆婆峰」酷似一個梳

著髮髻的老嫗的半身頭像，好像難為情地把頭扭向一旁。夜景還包括「雄鷹斂翅」、「雙乳

峰」、「相思女」等。在這裡還可以看到許多早白堊紀火山爆發留下的「流紋質火山岩」跟

「球泡流紋岩」等特殊地質景觀。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雁蕩山農家風味(50RMB)       

 （晚）雁蕩山望雁樓海鮮餐(100RMB) 

■住宿：★★★★ 雁盪山芙蓉賓館(豪標) 或 雁蕩山樸格大酒店(豪標) 或 雁蕩山花園山

莊 或 同級 

 

第 5 天   雁蕩山—2H天臺山（國清寺、瓊台仙谷景區、濟公故居） 

★【天台山】 

它是中國佛教天臺宗的發源地、道教南宗祖庭和活

佛濟公的故鄉，以「佛宗道源，山水靈秀」而著稱，

也是中華十大名山之一。【國清寺】建築雄偉,妙

域莊嚴，形成了五條建築軸線，隋塔位於天臺縣城

東北方向，始建於 1300 多年前，是國清寺的標誌

之一。這座隋塔建造別致,塔頂上沒有塔頭, 因此

從塔內仰望可見藍天【瓊台仙谷景區】它位於縣城

西北 8公里處。這裏是典型的花崗岩峽谷景區，素

有小黃山之譽。沿峽穀北行，山崖對峙，奇峰紛呈，綠水碧潭，飛瀑流泉，漸行漸高，越入

越奇。主要有八仙湖之清秀，雙闕峰之雄奇，懸空廊之精巧，龍潭瀑之壯美，跨鶴台之孤聳，

通天棧道之俊俏，仙人座之靈氣等美景。景區優美的自然風光、深厚的仙道文化底蘊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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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工程的雄姿，完美的結合，讓人神往。【濟公故居】位於天臺城北古永寧村，勞動路與赤

城路交匯處。占地 16 畝，建築面積 6310 平方米，景區由永寧村口雙牌樓與觀霞閣、濟公李

氏祖居和隴西園三大部分組成，宅第街坊與樓臺亭閣水榭園林薈萃一體，內聚佛國之靈氣，

外擷仙山之精華。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天臺農家風味(50RMB) （晚）天臺濟公小吃風味(60RMB) 

■住宿：★★★★★ 天台雷迪森容園酒店 或 同級 

 

 

第 6 天   天臺—2.5H縉雲（鼎湖峰(黃帝祠宇、姑婦巖、小赤壁、倪翁洞） —

1.5H麗水（古堰畫鄉＋遊船） 

★【仙都風景區】 

是一處以峰岩奇絕、山水神秀為景觀特色，

融田園風光與人文史跡為一體，以觀光、避

暑休閒和開展科學文化活動為一體的國家

級重點風景名勝區；也是一個山明水秀、景

物優美、氣候宜人的遊覽勝地。境內九曲練

溪，十裏畫廊，山水飄逸，雲霧繚繞。【鼎

湖峰風景區】鼎湖峰，又稱“天柱峰”，由【鼎

湖峰】、【黃帝祠宇】是仙都景區的靈魂，是南

部祭祀、朝拜中華民族人文始祖軒轅黃帝的

主要場所，為中國古代道教活動中心地之一。

該建築具有盛唐風格，氣勢恢宏。黃帝祠宇

再現了中華民族共同始祖黃帝的神采，重敘了充滿神奇魅力的遙遠故事，具有很高的藝術價

值和紀念意義。 黃帝祠宇的重新建成，使仙都風景名勝區重新成為中華民族子孫尋根問祖的

重要場所。每年這裡都隆重舉行大型祭祀黃帝典禮。【姑婦巖】俗稱婆媳岩，在仙都主景區入

口處水南的子母山上。就望見前面山頂，兩塊巨石矗立，輪廓異常清晰。一石狀如靜坐老婦。

脊背微駝。若在沉思；一石如年青婦女，好好玉立卻無頭顱。這就是仙都勝景之姑婦岩。【小

赤壁】位於仙都景區的入口處，臨溪一面絕壁陡峭，紅白相間，猶如焰火燒過，故稱小赤壁。

【倪翁洞】等遊覽區組成，繼有 72 奇峰，18 處名勝古跡。西臨練溪水，狀如春筍拔地而起，

直插雲霄，高約 160 余米，人們嘗謂“天下第一峰”。峰頂有小湖，湖周蒼松翠柏掩映。相

傳軒轅黃帝曾置爐於峰頂煉丹，丹成黃帝跨赤龍升天時，丹鼎墜落而積水成湖，故名鼎湖。 



  五洲旅遊 

【古堰畫鄉】 “古堰”首先表明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這裏有建於西元 505 年的國家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通濟堰，有古街古亭古埠頭、青瓷古窯址、大大小小的古村落和古樟樹群，呈

現自然古樸的江南古鎮的美麗風貌。“畫鄉”突出了文化特色和發展定位，有省內外著名的

“麗水巴比松畫派”。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仙都風味(50RMB)   （晚）麗水風味(60RMB) 

■住宿：★★★★★ 麗水華僑開元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7 天   麗水— 3H楠溪江（麗水古街、竹筏漂流、石桅岩）—1.5 H 溫州 

★【楠溪江景區】 

楠溪江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灘林

美而名聞遐邇，是中國國家級景區當中唯

一以「田園山水風光」見長的景區；楠溪

江水清澈見底，秀麗多姿，遊魚碎石，歷

歷在目。我們將安排搭乘竹筏漂游江上，

楠溪江水面寬而淺，一般水深僅1米左右，

在江上遠眺青山，近看灘林，溪光山色令

人心曠神怡。【麗水古街】又名麗水長廊。

有句話是“不遊岩頭麗水街，就不算來過

楠溪江”。作為楠溪江的景點之一，這裏顯

示出古樸之風，一切都是那麼的古老與滄桑。【體驗竹筏漂流約 40分鐘】，體驗小小竹筏江

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的意境。 

※楠溪江竹筏漂流若遇下大雨以致於溪水暴漲或者是天氣太冷，皆不適合做漂流，因故取消，

敬請見諒。 

【石桅岩】擎天拔地，有“浙南天柱”之譽，堪

稱華夏之冠。是楠溪江最不容錯過的景點之一。

為一塊高 306 米的淺紅色巨石，岩頂如並蒂蓮

蕾，比肩而聳，形似船桅，故名石桅岩。石桅

岩三面環溪，與石桅隔溪相對諸峰，簇擁環立，

然高不及半，皆不敢與之“試比高”，“於遠

處遙望，無不盡其仰慕惶恐之忱” ，從而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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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石桅岩高聳入雲的氣勢。溪邊修有棧道，沿溪而上，溪流蜿蜒至石桅岩腳，變化多端，

給人回味無窮。石桅岩四圍還有九座奇峰環拱，山勢險峻，惟北邊有大片草坪，綠茵如氈。

南面寬廣平靜的溪流上有 70多米長的石碇步。東面有一岩突兀，謂“人頭岩。億年前的火山

活動留下一座 306 米高的孤峰，船桅一樣的造型，傲然俯視周邊群峰，微紅色的岩石在不同

的角度變幻成不同的形態。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楠溪江農家風(50RMB)  （晚）甌菜風味(60RMB) 

■住宿：★★★★★ 香格里拉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8 天    溫州（江心嶼+渡輪、南戲博物館、朱自清故居、南塘風貌街、品嚐

溫州餛飩）松山 

★【江心嶼景區+渡輪】 

有中國詩之島之稱的江心嶼總面

積約七萬多平方米，嶼中名勝古蹟

眾多，「中川寺」初建於南宋紹興

七年，廟宇宏偉，造型優美。宋甯

宗時品選天下禪宗叢林，列為十刹

之一。明清年間，曾兩度毀於颱風。

現存之江心寺為清乾隆五十四年

重建，占地面積 5100 平方米，總

建築面積 3100平方米，為江心嶼最大建築群，此外江心雙塔也是溫州代表性的歷史文物。 

參觀【南戲博物館】（週一政策性閉館）依託溫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益康錢莊舊址布展而成。益

康錢莊位於鹿城區四營堂巷，為葛明齋、黃淑香夫婦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成開設。宋元時

期興起於溫州的南戲，是中國戲曲之祖，奠定了中國戲曲的基本體制，演化成為數以百計的

新劇種，是中國戲劇真正成熟的標誌。本館通過八個展廳，對南戲的發展歷史進行一個系統

的展示，它有助於南戲學者的研究，也能使市民接受藝術薰陶，增加文化的自豪感。 

【朱自清故居】（週一政策性閉館）始建於清代，典型的“三合院”民居建築，目前是省級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小公民示範基地，並作為名城保護的歷史街區景點對外

開放。參觀“溫州非物質文化遺產”。 

【南塘風貌街】 “印象南塘”景區位於溫州市鹿城區，主要景點包括南塘河、南塘風貌街、

白鹿洲公園、文化村、莊頭濱水公園。南塘河及南塘街均有千年歷史，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



  五洲旅遊 

這片區域，既是溫州人城市記憶的生活片區，又是外來遊客游憩休閒的度假勝地。不僅能漫

步街頭感受歷史，品嘗當地小吃，也能找到酒吧和咖啡館。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中式合菜(50RMB)      （晚）機上簡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