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3/8、15                             團費：每人／NT24,200 元起 

       4/12、19                             團費：每人／NT26,20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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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點，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當地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項目，精彩行程一個都不漏!! 

特別贈送 每人每天礦泉水、大紅棗一份。 
 

 

 

 

第1天 高雄福州 

※今日集合後，接著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福州】。 

PS:抵達後搭乘酒店機場接駁車前往酒店，故不安排導遊及司機，由領隊帶領旅客前往酒店住宿。 

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佰翔空港花園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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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862 高雄 福州 20：55 22：30 

第二天 MF-8161 福州 太原 09：00 11：50 

第八天 MF-8162 太原 福州 12：40 15：15 

第八天 MF-861 福州 高雄 18：2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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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 福州太原(車程約 2.5 小時)代縣【廣武長城】(車程約 2 小時)大同 

PS:早餐後搭乘酒店機場接駁車前往機場，故不安排導遊及司機，由領隊帶領旅客前往酒店住宿。 

【青龍古鎮】廣武長城屬於明內長城，也叫內邊。這段長城為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 年)巡撫都禦史李

景元所築。這條線路也屬於成熟的驢行線路，在驢友裡富有盛名。史載，這段長城為磚石包砌，下為

石墓，上面磚砌，內土築，高 6-10 米，上寬 4 米，底寬 5 米，每 120 米建戌一座，置烽火臺、敵樓，

隘處置堡寨、設暗門，東西延伸與外長城相連。如今這些磚牆多處已被當地人拆下來蓋房，只留下一

些殘留的城牆和牆垛。 

【大同】在北魏時期稱為平城，是當時的首都，也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中心的所在。北魏是

中國佛像藝術的繁榮期，文成帝－拓拔濬令曇曜在平城（大同）西武州開鑿石窟五所，是為「曇曜五

窟」也是「雲岡石窟」之始。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準★★★★★大同王府至尊酒店／國賓大酒店／金地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3天 大同(車程約 1.5 小時)應縣【應縣木塔(外觀)】(車程約 1.5 小時)渾源【懸空寺(含首道

門票)】(車程約 1.5 小時)大同【古城牆、九龍壁】 

【應縣木塔】全稱佛宮寺釋迦塔，位於山西省朔州市應縣城內西北佛宮寺內，因其全部為木構，通稱

應縣木塔。塔總高 67.31 米，是中國現存唯一的純木構大塔，與比薩斜塔、巴黎埃菲爾鐵塔、埃及金

字塔並稱世界四大奇塔，世界四大奇塔之一，是現存最高最古的唯一一座純木構塔式建築。 

【懸空寺】懸空寺位於恒山金龍峽翠屏峰的懸崖峭壁間，始建於北魏，距今已有 1500 多年歷史。是

國內現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構摩崖建築。來到恒山腳下，遠遠可以看到懸在半山腰的懸空寺，

整個寺院懸在陡峭的崖壁上，利用峭壁的凹凸部分巧妙地依勢而建，顯得格外錯落而有節奏感。詩人

李白當年遊覽過懸空寺後，揮筆寫下“壯觀”二字，寫完仍覺得不夠體現自己激動的心情，又在“壯”

上多加了一點，這兩個字至今刻在寺院腳下的岩石上。 

【古城牆】為明洪武五年(1372 年)在元故城牆舊土城上增築而成，全國頗有名氣。大同城牆的總周長

為 7270．7 米，形制方形城池。 

【九龍壁】西元 1392 年建造的，以五色琉璃瓦製成九條巨龍，相當壯觀，為中國現存三面九龍壁中

歷史最悠久、規模也最大的一座。壁高 8 米，厚 2.02 米，長 45.5 米。壁上均勻協調地分佈著 9 條飛

龍。兩側為日月圖案。壁面由 426 塊特製五彩琉璃構件拼砌而成。9 條飛龍氣勢磅礴，飛騰之勢躍然

壁上。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涮羊肉火鍋風味 RMB50 

住宿：準★★★★★大同王府至尊酒店／國賓大酒店／金地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4天 大同(車程約 3.5 小時)敕勒川草原【下馬酒、席間敬酒敬獻哈達儀式；深度探

訪牧民家：喝奶茶吃奶豆腐、牧民大叔講述蒙古部落的故事，感受濃濃蒙古情】

哈素海【哈素海景區(環湖電瓶車)＋聖主廣場觀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雕像】 



【敕勒川草原】敕勒川草原文化旅遊區位於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境內，地處呼包鄂黃金三角腹地，分為兩

大主題區域。其中之一是以草原文化為主題，以蒙元文化為核心的敕勒川草原景觀體驗區。敕勒川草原

著力恢復打造《敕勒歌》這首詩歌中所描繪的古代遊牧生活的壯麗圖景。草原上晝夜溫較大，盛夏之夜，

也涼爽似秋。 

【下馬酒】蒙古族最隆重的迎賓儀式~蒙古族姑娘端著斟滿醇酒，唱著悠揚的歌聲，為您洗去一路風塵。 

【席間敬酒敬獻哈達儀式】敕勒川草原是典型的高原草場，每當夏秋時節綠草如茵，鮮花遍地。接受傳

統的歡迎儀式－－下馬酒歡迎儀式及席間銀碗哈達敬酒敬獻哈達儀式，致以蒙古族最高禮節——哈達銀

碗敬酒儀式，敬獻最尊貴的藍色貴賓哈達。展開草原活動：深度探訪牧民家：喝奶茶吃奶豆腐、牧民大

叔講述蒙古部落的故事，感受濃濃蒙古情。 

【哈素海景區（環湖電瓶車）】哈素海距呼和浩特 80 公里，面積 32 平方公里，海拔 1000 米。哈素海蒙

語的意思“黑水湖”，這裏地域遼闊，草原廣袤，河流眾多，水草豐美，環境清幽。碧波連天的湖面被

周圍的高山環抱，就像是一盞巨大的翡翠玉盤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間，構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

趣的壯美風光和綺麗景色。 

【聖主廣場觀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雕像】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組合雕塑。雕塑根據天圓地方

的理念，以三級平臺和四根角柱爲基礎，高高擎起的一座穹頂天宮。天宮穹頂爲日、月、火組合寶頂，

表現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以及萬物生命之間神秘聯繫的寓意。整體雕塑完美呈現蒙古特

色的建築風格。雕塑正中是端坐在朵雲紋寶座上的成吉思汗肖像，聖主雙目注視正前方，抬舉右手，

象徵著目光所向，天下所聚。 

【夜宿草原蒙古包】夜晚的草原星空下，晴朗的天氣裏，可以仰望天空，遙望星軌，感受蒙古族的深 

情與豪放！ 

※溫馨小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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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草原內有私人性消費行程(例如：騎馬、沙灘車等等--)，如想體驗，請務必聽從導遊及馬夫所解說的注意事項，並注意

自己安全。 

3.由於草原氣候日夜溫差大，貼心提醒您帶上禦寒衣物，讓您在草原更加適應溫度。 

4.草原蒙古包提倡環保，個人盥洗用品需自行準備，敬請注意並見諒！ 

5.因蒙古包住宿主要為體驗與感受當地特色而安排(一晚)，相對該住宿條件及早餐無法與一般星級酒店比較，請多包涵。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手把肉風味 RMB50/人 

住宿：蒙古草原地暖蒙古包(兩人一室獨立衛浴) 或同級 
 

第5天 敕勒川草原(車程約 2.5 小時)響沙灣景區【含索道往返、衝浪車、贈沙襪+滑

沙一次、騎乘沙漠之舟駱駝、小火車、鄂爾多斯婚禮】(車程約 2.5 小時)呼和浩

特 

【響沙灣】中國三大響沙之一，這裏沙丘面水向陽，每當天氣晴好，沙粒乾燥時摩擦會發出隆隆巨響，

這種特殊的現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原因。響沙灣在蒙語中被稱為“布熱芒哈”，意思是“帶喇叭

的沙丘”。世界奇觀，沙漠奇蹟，美麗神奇的響沙灣，座落在內蒙古，達拉特境內的庫布齊沙漠最東

端，沙坡高當 人從沙頂往下滑，越接近沙丘下麵的河床時，便會聽到飛機轟鳴般的響聲，響沙灣因

此而得名。隨後搭乘纜車到達沙漠頂部，途中可觀賞到鄂爾多斯峽谷的景色，到達沙漠頂部，茫茫大

漠一覽無餘。這裡是張果老的世界，休閒之餘，觀看鄂爾多斯婚禮、體驗乘坐沙漠小火車，令人樂趣

無窮。 

※貼心安排：提供每位旅客沙襪套，避免沙塵進入鞋內。 



註：騎駱駝及滑沙此類活動具危險性，請貴賓聽從導遊所解說的注意事項，並注意自己安全。 

註：騎駱駝或騎馬是一項不錯的活動，但任何一種活動，都有其潛在的危險性，活動期間聽從專業人員解說及訓練師指導，

學習正確騎乘方法及了解應注意事項，避免駱駝或馬兒受驚，小心被傷，並可確保活動者安全，才不會發生這些不愉快的

經驗或傷害。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6天 呼和浩特(車程約 3.5 小時)大同【雲岡石窟(含往返電瓶車) 、仿古街】 

【雲岡石窟】雕塑的各種宗教人物形象神態各異。在雕造技法上，

繼承和發展了我國秦漢時期藝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犍陀羅藝術

的有益成分，創建出雲岡獨特的藝術風格，對研究雕刻、建築、音

樂及宗教都是極為珍貴的寶貴資料。沒有北魏在大同建都，也就沒

有雲岡石窟的輝煌，窟以城貴。而今大同除了它曾是百年京華(北魏

首都 96 年)兩朝陪都(遼、金)，更重要的是它有一處舉世文明的石窟

群，是城以窟為貴。 

【仿古街】在清遠街南側上一條南北走向的仿古街街口，矗立著一紅花梨木，四柱三樓單簷歇山頂過

街牌樓，形制典雅，用材獨特，上書：“下寺坡街＂匾額周邊雕有卷草花邊，額下板雕荷花紋飾，明

樓火焰形門上方左右雕有浮雕二龍戲珠，左右次樓上雕有龍鳳呈祥圖案。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大同風味 RMB50 

住宿：準★★★★★大同王府至尊酒店／國賓大酒店／金地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大同(車程約 4.5 小時)平遙【平遙古城(電瓶車入城)～明清街、古城牆、古縣衙、

日昌票號】 

【平遙古城牆】這是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一

座明代古城，全城總面積 2.1 平方公里城牆周長 6157 平方公尺，

牆高 12 公尺，寬 5 公尺，沿牆內側為古時調遣兵馬用的馬道，城

內建築為明清兩代都市佈局風格，主要街道程或丁字交叉；平遙「明

清街」，城內南大街，西大街等街道，是自明代以來的商貿集散，

鄰街鋪面、商號比比皆是。清朝中葉，票號問世以後，平遙城內「日

升昌記」、「百川通」等 22 家票號，總攬中國後期封建社會金融業

一百多年。 

【明清街】明清街是自明代以來的商貿集散地，臨街鋪面、商號比比皆是,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 

【日升昌票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業務的新型私人金融機構，它“凝晉商之精，創金融之

始”，是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平遙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民俗★★★★★平遙會館五星樓／或同級 



第8天 平遙(車程約 2 小時)太原福州高雄 

＊此時 8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

的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經福州轉機續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

待下回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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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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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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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8.01.14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