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9/6                                                  團費：每人／NT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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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不含護照及台胞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暢遊世界文化與自然文化雙遺產，並且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黃山風景區》，山上特別安排兩晚；讓您有足夠時間

充分享受黃山的美、黃山的奇、黃山的幽靜！ 

 

宏村 電影《臥虎藏龍》外景拍攝場地。宏村古稱弘村，位於黃山西南麓，是古黟桃花源裏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歷

經八百年的風雨滄桑，至今仍完整的保存著明清古民居 140 餘幢，面積為 30 多公頃。自然景觀與人文內涵交相輝映，

是宏村區別于其他古民居建築佈局的特色，品味極高，全村現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 140 餘幢，是中國古代依據仿生

學建造的，整個村落呈《牛》型結構佈局，山為牛頭樹為角，橋為四蹄屋為身，已列入世界歷史文化遺產。這種別出心

裁的科學的村落水系設計，不僅為村民生產、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更創造了一種“浣汲何妨汐路遠，家家門前有清泉”

的良好環境。宏村依山伴水而建，村後以青山為屏障，地勢高爽，可擋北面來風，既無山洪暴發衝擊之危機，又有仰視

山色泉聲之樂。八九百年前的建村者便有先建水系後依水系而建村的前瞻，所以使它有了水一樣的靈性，這也正是它比

其他徽派建築的村落更具魅力的原因。  

 

【行程特色】  

1.黃山風景區：集天下名山勝景於一身，群峰競秀，氣勢磅礡，如夢如幻，宛如仙境。《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

嶽》是眾人對她的讚譽。黃山的魅力，還在於她的變幻多姿、神奇莫測。 

黃山身為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中唯一的山嶽景觀，蜚聲海內外，實至名歸地戴上了《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兩頂桂冠。 

2.夢幻景區：這裡主要的景觀有勝利峰、夢幻一線天等，黃山有多處稱為一線天的景觀，但夢幻景區的一線天長達 40 米，



是全黃山最長的一個，走進原本只可遠觀的潑墨山水。西海大峽谷是由刀劈斧鑿般的峰林、無數尚未命名的怪石、以及

許多不知名的奇松所組成的懸崖幽谷景區，黃山之行再無遺珠之憾。 

3.宋城夜秀：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是一生必看的演出，是杭州宋城的靈魂，與拉斯維加斯的"O"秀、巴黎紅磨坊並稱

"世界三大名秀"。用先進的聲、光、電科技手段和舞臺機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現方式演繹了良渚古人的艱辛、宋皇宮的

輝煌、岳家軍的慘烈、梁祝和白蛇許仙的千古絕唱，把絲綢、茶葉和煙雨江南表現的淋漓盡致，極具視覺體驗和心靈震

撼。 4.風味餐食：江浙本幫風味、西湖風味、杭幫菜風味／黃山：徽菜風味、農家宴。 

5.貼心贈送：黃山登山手仗、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黃山山上恕無法提供)。 

6.獨享品嚐：五城豆腐乾、徽州小燒餅。 

7.無購物安排。 

8.建議自費：足浴 RMB180/人(90 分鐘)、徽韻表演 RMB220/人。 

 

【飯店介紹】 黃山：★★★★獅林飯店 或 北海賓館 

四星級的黃山獅林大酒店位於風景秀麗的黃山北海景區，背依獅子峰，海拔 1630 米。四周環山，蒼松林立，朝觀日出，

暮賞晚霞。始信峰、夢筆生花、猴子觀海、清涼台、十八羅漢朝南海、飛來石、仙人下棋等勝景、近在咫尺。 

註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註 2：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小床房型，若您需求大床房型(須要加價)，需視飯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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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995 高雄 杭州  07:45  09:50  

第六天 AE996  杭州  高雄  11:0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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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 1 天  高雄杭州屯溪老街屯溪 

集合於小港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杭州】。杭州是中國著名的風景旅遊

城市，每年吸引兩千多萬中外遊客。杭州以其美麗的西湖山水著稱於世，《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古

往今來的人們對於這座美麗城市的由衷讚美。曾被讚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大文豪蘇東坡曾

寫道：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  



午餐後，專車前往【屯溪老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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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自費：徽韻表演 RMB220/人 

 

早餐：機上簡餐／午餐：江浙本幫風味(人民幣 40/人)／晚餐：徽菜風味(人民幣 40/人) 

住宿：新安山莊 或 天都國際五星樓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屯溪黃山景區(纜車上山) ~夢幻景區~西海大峽谷~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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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景區後，搭乘纜車登上黃山。抵達後，前往住宿酒店辦理入住手續。午餐後，開始進行精彩的黃

山行程。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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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幻景區】是黃山較新開發的景區，環境清幽，深入黃山地區，遊人最稀少、景觀最奇麗多姿的是

西海大峽谷。首先沿著盤山棧道前往夢幻觀景臺，這裡主要的景觀有勝利峰、夢幻一線天等，黃山有

多處稱為一線天的景觀，但夢幻景區的一線天長達 40 米，是全黃山最長的一個；兩側聳立的岩石間

夾著一條狹窄的通道，最窄處僅能容一人側身通行，洞中時則幽暗，時有陽光灑下，氣氛詭譎。  

走進原本只可遠觀的潑墨山水，西海大峽谷是由刀劈斧鑿般的峰林、無數尚未命名的怪石、以及許多

不知名的奇松所組成的懸崖幽谷景區，除非在山上時間充足，否則無法前往，跟其他動輒人滿為患的

景區比起來，此地的環境清幽絕對可以滿足喜愛深度之旅的黃山客。步行於高低起伏的峽谷棧道盤旋

觀賞，偶然回頭遠望波瀾壯闊的峽谷雲海，以及變幻無窮的綺麗彩霞，黃山之行再無遺珠之憾。註：

12 月 1 日～次年 3 月底，山上因冬季氣候不穩定，西海大峽谷路滑，景區為了安全起見，將關閉此景區，敬請見諒！ 

傍晚前往【西海排雲亭】，這裡是觀賞黃山巧石的最佳地點，有《巧石陳列館》的美稱，同時也是整

個黃山觀賞落日最棒的地方。主要景觀有仙人曬靴、仙女曬鞋、天女彈琴、天狗聽琴、負荊請罪、武

松打虎等。遊覽結束後，返回下榻酒店休息，晚餐於酒店內享用。  

註 1：2012 年 1 月 1 日起，黃山山上酒店取消供應盥洗用品，請務必記得自行攜帶牙刷、牙膏、梳子、浴帽、沐浴乳、

洗髮精等個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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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人民幣 50/人)／晚餐：中式合菜(人民幣 70/人) 

住宿：獅林飯店 或 北海賓館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黃山～光明頂～白雲景區～鰲魚峰～飛來石～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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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雲景區】又叫白雲溪景區，也被稱為釣橋景區，位於北海景區西海群峰中，光明頂與鰲魚、聖蓮、

雲際、石床諸峰及釣橋庵之間，白雲景區熔奇松、怪石、雲海、峰巒，流水於一爐。黃山多奇松、怪

石，而白雲區內奇松更是眾美紛呈。  

【鰲魚峰】位於白雲及玉屏景區交會處，海拔約 1780 米，山勢陡峻，因形似巨大高昂的鯨首而得名，

有氣吞山河之勢。只要景觀有鰲魚馱金龜、鰲魚吃螺絲、鰲魚洞、龜蛇二石、老僧入定、八戒觀海、

百步雲梯等。 

【飛來石】高 12 米、寬 8 米、厚 1.5 至 2.5 米，重約 360 噸，形態奇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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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筍峰》，就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遊覽結束後，返回下榻酒店休息，晚餐於酒店內享用。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人民幣 50/人)／晚餐：中式合菜(人民幣 70/人) 

住宿：獅林酒店 或 北海賓館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黃山～清涼臺～始信峰～纜車下山宏村黃山徽州文化藝術館屯溪 

欣賞晨曦景緻，【清涼臺】是觀賞北海日出以及雲海的最佳處，故有黃山第一臺之稱。站在清涼臺還

能看到眾多的巧石，如：豬八戒吃西瓜、十八羅漢朝南海、觀音飄海等，再往上行便來到清涼峰，峰
頂平坦，有一塊著名的巧石，形似猴子，名叫《猴子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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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石筍矼號稱《黃山第一奇觀》；《十八羅漢朝南海》惟妙惟肖，引人入勝。 
峰頂有一平臺，古代文人雅士常登峰攬景，吟詩作畫，飲酒撫琴，故有琴台之稱。始信峰的特點是巧
石爭妍、奇松林立、三面臨空、懸崖千丈、雲蒸霞蔚、風姿獨秀。相傳，明代黃習遠自雲谷寺遊至此
峰，如入畫境，似幻而真，方信黃山風景奇絕，便題名《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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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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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賓虹書畫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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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自費：足浴 RMB180/人(90 分鐘)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農家宴(人民幣 40/人)／晚餐：合菜饗宴(人民幣 40/人) 

住宿：新安山莊 或 天都國際五星樓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屯溪杭州船遊西湖、花港觀魚、柳浪聞鶯明清河坊街宋城夜秀 

抵杭州後，安排貴賓搭乘遊船遊覽美麗的【西湖】景緻，西子湖是坐落杭州城西的一顆光彩奪目的明

珠，三面環山，一面瀕市，湖體輪廓近似橢圓形，面積 6.03 平方公裏，湖面上有白、蘇二堤，將湖

面分成外湖、裏湖、嶽湖、西裏湖、小南湖五個部分，湖中有孤山、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四島，

環湖山巒迭翠，花木繁茂。峰、岩、洞、壑之間穿插泉、池、溪、澗，青碧黛綠之中點綴樓閣亭榭、

寶塔、石窟，湖光山色，風景美如西子，被譽為《人間天堂》。  

【花港觀魚】～前接柳絲蔥的蘇堤，北靠層巒疊翠的西山，碧波的小南湖和西裏湖，像兩面鑲著翡翠

框架的鏡子分崁左右，為西湖十景之一；【柳浪聞鶯】～位於西湖東南岸，湧金門至清波門之間的濱

湖地帶，為西湖十景之一。此景是欣賞三面雲山和一湖秀水之地，別具特色。  

【明清河坊街】：自古是杭州的繁華地段。河坊街新宮橋以東，是南宋時期宋高宗寢宮─德壽宮遺址。

南宋時被封為清河郡王的張俊住宅就在當時稱之為禦街的太平巷，故這一帶被命名為清河坊。全長

460 米的河坊街是杭州目前保留和開發較完整的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市井民俗風情的歷史老街。  

【宋城夜秀】：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是一生必看的演出，是杭州宋城的靈魂，與拉斯維加斯的"O"

秀、巴黎紅磨坊並稱"世界三大名秀"。用先進的聲、光、電科技手段和舞臺機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現

方式演繹了良渚古人的艱辛、宋皇宮的輝煌、岳家軍的慘烈、梁祝和白蛇許仙的千古絕唱，把絲綢、

茶葉和煙雨江南表現的淋漓盡致，極具視覺體驗和心靈震撼。 

 

早餐：飯店內用／午餐：西湖風味(人民幣 60/人)／晚餐：杭幫菜博物館(人民幣 40/人) 

住宿：馬可波羅花園酒店 或 兩岸國際大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杭州蕭山機場高雄 

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揮別此次的江南黃山之旅，搭機返臺。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簡餐／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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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新辦台胞證】 

a.首次申辦台胞證者: 

(一)  護照正本 

(二) 護照影本一份 

(三)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四)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規格相同。最好不

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五) 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六) 工作天約 8 天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影本一份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

照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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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費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房間小費以及

行李小費敬請自付，約人民幣 5～10 元，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

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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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04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