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5/15                                            團費：每人／NT30,000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五臺山：五台山位於中國山西省東北部忻州市五台縣東北隅，位居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稱
為「金五台」，為文殊菩薩的道場。五台山並非一座山，它是座落於「華北屋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
群，景區總面積達 2837 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3058 米。五座山峰（東台望海峰、南台錦繡峰、中台翠
岩峰、西台掛月峰、北台葉斗峰）環抱整片區域，頂無林木而平坦寬闊，猶如壘土之台，故而得名。 

    

◈平遙古城  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晉商”文化發源地 

清代晚期中國的金融中心，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城格局，有「龜」城之稱。街道格局為「土」

字形，建築佈局則遵從八卦的方位，體現了明清時的都市計畫理念和形制分佈。城內外有各類遺址、

古建築 300 多處，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 4000 座，街道商鋪都體現歷史原貌，被稱作研究中國古

代城市的活樣本。 

     
◈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內含國家 3A 景區一個），位居包頭市達茂聯合旗的東南部，

是蜚聲海內外的旅游避暑勝地，又因希拉穆仁河畔有座歷史久遠的席力圖召，故又名“召河”。希拉

穆仁，蒙語意為“黃色的河”，距離呼和浩特向北 100 公里。晝夜溫較大，盛夏之夜，也涼爽似秋。 

 
◎ 大漠風光 

◈響沙灣： 5A 級旅遊景區，“銀肯”為蒙語，漢譯為“永久”之意，為中國三大鳴沙山之一，

融匯了雄渾的大漠文化和深厚的蒙古底蘊，匯萃了激情的沙漠活動與獨特的民族風情，擁有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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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沙漠索道、中國最大的駱駝群、中國一流的蒙古民族藝術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安排，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特別安排 蒙古族風味大餐--烤全羊(市值 NT9000/隻)，感受獨具蒙古特色的全羊儀式。 

貼心贈送 每人每天礦泉水、山西剪紙、山西旅遊圖冊、租用沙襪每人一次。 

自費項目 騎馬或乘坐馬車(包含牧民家及敖包山)260RMB/人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933 高雄  香港  07：40 09：10 

第一天 MU5090 香港 太原  12:35 15:50 

第八天 MU5089 太原 香港 08:40  11:35 

第八天 CI948 香港 高雄 16:4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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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1 天  高雄香港太原（中國煤炭博物館、柳巷商業街） 

集合於小港機場，搭乘豪華班機經香港轉機前往山西省省會城市—太原，這裡自古人文薈萃、物產豐

富、分佈著為數眾多的人文景觀，享有“錦繡太原城”的美譽。 

【中國煤炭博物館】：這裏建造的地下類比礦井生動而又逼真的向您展示了煤炭從發現到被採掘的全

部過程，讓您對山西的煤炭資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 

【柳巷商業街】：柳巷是太原歷史最悠久、最繁華的商業街，位於太原市中心的商業鬧市區，是個購

物的街區，是太原的“王府井”、“銅鑼灣”式的商業步行街，是一條歷史悠久最繁華的商業老街，

具有三百多年的商業歷史，擁有中國四大夜市之一、華北地區最大的夜市，是中國大陸十大商業街之

一。 

早餐：敬請自理／午餐：機上輕食／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準 5☆☆☆☆☆五洲大酒店／太原金融家園酒店／萬豪美悅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太原五臺山（閻錫山故居、菩薩頂、顯通寺、塔院寺） 

【閻錫山故居】：共 27 個院落，近千間房屋（現存 700 餘間），總占地面積 33000 多平方米。縱觀這

組氣勢恢宏堂皇，格局變幻譎奇的近代建築群，其不僅是研究閻氏家族繁衍興衰的珍貴實物，也是閻

錫山本人在政治仕途上升降浮沉的歷史遺跡；同時它又以鮮明的民間色彩和中西結合的建築藝術風格，

展示了其獨特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 

【五臺山】：五臺山平均海拔 1000 米以上，最高點北台葉門峰海拔 3058 米，被稱為“華北屋脊”。

五臺山主峰五座，東台望海峰可看雲海日出，南台錦繡峰的花的海洋，西台掛月峰可賞明月嬌色，北



台葉門峰可覽群山層疊，中台翠岩峰可見巨石如星，更有天造奇觀：“熱融湖”、“冰脹丘”“石海

石川”、“龍翻石”、“寫字崖”、“佛母洞”等。南北穿流的清水河，哺育著沿崖萬物生靈，有野

生動物百種，奇花異卉萬枝，是美麗的高山自然公園。五臺山是佛教文殊菩薩的道場，為中國四大佛

教聖地之一。 

【菩薩頂】：菩薩頂位於山西省五臺山臺懷鎮的靈鷲峰上，是五臺山十座黃廟（喇嘛廟）中的首廟。

由於它的建築雄偉、金碧輝煌，遠看好似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因此人們又把它叫做喇嘛宮。菩薩頂

山門外水牌樓上的“靈峰勝境”，文殊殿前石碑坊上的“五台聖境”，是康熙皇帝親筆題寫的。菩薩

頂東禪院內兩座高三米、寬一米的四楞碑上，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刻寫的碑文，則是乾隆皇帝

的御筆。 

【顯通寺】：是五台山眾多寺廟中最大、最古的一座。全寺佔地面積四萬三千七百平方米，現有大小

房屋四百多問，且大多為明、清時期的建築。挂著“大顯通寺”匾額的山門外兩側，各有一座石碑，

石碑上摹倣龍形和虎形，分別寫著“龍”、“虎”兩個大字，而這兩座石碑為唐代的遺物。 

【塔院寺】：著名的五大禪處之一。這裏原來是顯通寺的塔院，明代重修舍利塔後獨成一寺，因院內

有大白塔，故名塔院寺。寺內主要建築以舍利塔為中心，排列著大雄寶殿、藏經閣等建築。藏經閣內

木制轉輪藏共 33 層，各層放滿經書，現存經書兩萬多冊，是名副其實的藏經殿。院內的舍利塔，又

稱大白塔，全身雪白，高約 56.4 米，比北京北海的白塔還要高出 20.5 米。大白塔聳人雲天，在紅牆、

琉璃瓦殿頂的陪襯下，顯得巍峨壯觀，早已成為五臺山的標誌。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五臺山素齋宴 40 

住宿：準☆☆☆☆五峰賓館 3 部／友誼賓館 3 號樓／或同級 

第 3 天  五臺山應縣木塔(外觀) 恒山（懸空寺（含首道門票））大同 

【應縣木塔】：為中國現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結構建築，堪稱我國建史上的奇蹟，被譽為”木塔之

王”。 

【懸空寺】：它是恆山十八景之首，位於北嶽恒山腳下的一金龍峽，創建於北魏晚期，依山而建，鬼

斧神工騰空欲飛，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歷史，被徐霞客譽為”天下巨觀”。這裏山勢陡峻，兩邊是

直立百余米、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懸崖，懸空寺就建在這懸崖上，抬頭望上去，但見層層疊疊的殿閣，

只有數十根像筷子似的木柱子把它撐住。那大片的赭黃色岩石，好像微微向前傾斜，瞬間就要塌下來

似的。俗語說：“平地起高樓”，可是，懸空寺卻反其道而行之，懸空建在這絕壁之上。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大同涮羊肉火鍋風味 40 

住宿：準 5☆☆☆☆☆大同國賓大酒店／王府至尊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大同希拉穆仁草原（觀看賽馬、摔跤表演） 

【希拉穆仁草原】：位於呼和浩特以北 100 公里。希拉穆仁草原是馳名中外的旅遊勝地，它南迎呼和



浩特的暖風，北聆百靈廟的鈴聲，因清王朝賜名的“普會寺”喇嘛寺屹立河畔，又名召河。希拉穆仁

草原的夏秋，香花遍野，芳草依依，迷人的美景使人心曠神怡。羊、馬、牛、駝，一群群，一片片，

或疾馳，或漫遊，像彩霞在天際飄動，也像仙女撒下的珍珠、瑪瑙，落在銀鏈般的希拉穆仁河兩岸。 

在這裏您可以欣賞到精彩的蒙古族賽馬和摔跤表演。 

【哈達銀碗敬酒儀式】：蒙古族最高禮節，敬獻最尊貴的藍色貴賓哈達；夜晚的星空下舉行“草原之

夜”篝火晚會，同蒙古族姑娘小夥載歌載舞，晴朗的天氣裏，可以仰望天空，遙望星軌。 

※晚餐烤全羊，篝火晚會、蒙古歌舞表演! 

貼心提醒：草原寬廣遼闊，蒙古包是蒙古人獨特的居住方式，條件相對於市區稍顯簡單，但是蒙古人熱情好客，可以體

驗豐富的活動，要做好苦中作樂的心裡準備喲。草原中午日曬較強烈，建議做好防曬保護，避免曬傷。夜晚較涼爽，注

意保暖，觀賞篝火晚會請注意鎖好門窗。如夜間遇下雨，篝火晚會會改成室內的歌舞表演。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手把肉風味餐 50／晚餐：烤全羊風味 180 (市值 NT9000/隻) 

住宿： 豪華蒙古包(有空調)／或同級 

第 5 天 希拉穆仁草原響沙灣＜含纜車、鄂爾多斯婚禮、小火車、騎駱駝、
滑沙、沙襪＞呼和浩特 

【希拉穆仁草原】：希拉穆仁草原（內含國家 3A 景區一個），位居包頭市達茂聯合旗的東南部，是蜚

聲海內外的旅游避暑勝地，又因希拉穆仁河畔有座歷史久遠的席力圖召，故又名“召河”。希拉穆仁，

蒙語意為“黃色的河”，距離呼和浩特向北 100 公里。晝夜溫較大，盛夏之夜，也涼爽似秋。 

【銀肯響沙灣】：5A 級旅遊景區，“銀肯”為蒙語，漢譯為“永久”之意，為中國三大鳴沙山之一，

融匯了雄渾的大漠文化和深厚的蒙古底蘊，匯萃了激情的沙漠活動與獨特的民族風情，擁有世界第一

條沙漠索道、中國最大的駱駝群、中國一流的蒙古民族藝術團。進行沙漠活動：鄂爾多斯婚禮、小火

車、衝浪車、騎駱駝、滑沙、沙襪。 

【鄂爾多斯婚禮】：內蒙古的地域十分遼闊，因而蒙古族的婚姻儀式是多種多樣的，這其中尤以鄂爾

多斯婚禮最為精彩。鄂爾多斯婚禮已經流傳了 700 多年，至今仍保留著古老的風格和情趣。它以其獨

特的民族特色，濃郁的生活氣息，悠揚的歌舞形式和熱烈隆重的場面，表達了勤勞、勇敢、智慧的鄂

爾多斯蒙古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情追求和粗獷、豪爽、善良的性格。因此，鄂爾多斯婚禮廣為傳頌。

這種婚禮一般要持續兩天，自始至終都洋溢著迷人的蒙古族風情。 

※貼心提醒：沙漠日曬強烈，做好防曬保護，參加活動身體力行，注意安全。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50／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準 5☆☆☆☆☆內蒙古烏瀾大酒店／海亮廣場大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呼和浩特大同（雲岡石窟（含電瓶車）） 
【雲岡石窟】：它始建於 1500 年前，依山而鑿，東西綿延 1000 米，共有洞窟 45 個，大小窟龕 252



個，石雕造像 51000 餘尊，被譽為”東方石窟藝術寶庫”。據文獻記載，北魏和平年間（西元 460

年至 465 年）由一個著名的和尚曇曜主持，開鑿石窟五所，現存雲岡第 16 窟至 20 窟，就是當時開鑿

最早的所謂“曇曜五窟”。 雲岡石窟以氣勢宏偉，內容豐富，雕刻精細著稱於世。古代地理學家酈

道元這樣描述它：《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雲岡石窟

雕刻在吸收和借鑒印度犍陀羅佛教藝術的同時，有機地融合了中國傳統藝術風格，在世界雕塑藝術史

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40／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準 5☆☆☆☆☆大同國賓大酒店／王府至尊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大同平遙(古城牆、古票號、古縣衙、明清街（含電瓶車））太原 

【邊靖樓】：亦名譙樓、鼓樓，在代縣城中央，始建於明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明成化 7 年（西元

1471 年）火焚，後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年）重建，清康熙、雍正、嘉慶、道光年間均加修葺。一

九五八年定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邊靖樓外觀雄偉、大方、古樸，樓基高聳，梁架精巧，結構

嚴密、合理、歷經數百年風雨侵蝕和多次地震衝擊，至今完好無損。 

【廣武長城】：新廣武長城位於山西省山陰縣，這段古長城,屬明內長城，也叫內邊。西起忻州市代縣

的白草口河東，東至朔州市山陰縣的新廣武村，全長 5964 米。這段保留至今的長城，為明萬曆三十

三年(1605)巡撫都御史李景元所築。白草口為唐雁門關即西陘關北塞，新廣武為明雁門關即東陘關北

塞，是明朝雁門關軍事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廣武城兩側的山上蜿蜒著只剩夯土的長城，長城

上的包磚哪兒去了？據當地老鄉介紹，是陸續被當地人拆下來蓋房、壘豬圈了，尤其是上世紀 70 年

代國家大修防空洞，附近各村都有任務。當時有一條公路直達山頂，社員們開著大汽車上山去拉長城

的磚修“地下長城”。靠近白草口的長城全憑地勢險要，車上不來，長城包磚才保存得比較完整。即

使是這樣，這段長城仍是山西境內現存長城的精華部分。 

【平遙古城】：平遙古城是中國山西省平遙縣的一個縣城，是 199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文

化遺產。美國《紐約時報》評選出 2011 年全球最值得旅遊的 41 個地方，平遙古城因能完整保留其「老

傳統」而榜上有名，位列第 37 位、平遙曾是清代晚期中國的金融中心，並有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

古城格局。清代晚期，總部設在平遙的票號就有二十多家，佔全國的一半以上，更被稱「古代中國華

爾街」。 

【古票號】：由於縣城的建立，到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在平遙古城內誕生了全國第一家票號。

“日升昌”的創立，在中國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是中國第一家專營導地匯兌業務的新

人金融機構，它是”凝晉商之精，創金融之始”，是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平遙城牆】：為明洪武三年(1370 年)建，周長 6.4 公里，是山西現存歷史較早、規模最大的 一座城

牆。明、清兩代都有補修，但基本上還是明初的形制和構造。城為方形，牆高 12 米左右，外表全部

磚砌，牆上築的垛口，牆外有護城河，深廣各 4 米。東西外又築以甕城，以利防守。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平遙小吃 40／晚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準 5☆☆☆☆☆五洲大酒店／太原金融家園酒店／萬豪美悅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太原香港高雄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輕食／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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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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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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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6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