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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美山水精選~桂林五日遊 
《全程三排椅巴士、無購物、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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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陽朔：新西街大酒店(貴賓樓)~★★★★~2014 年開業、2017 年裝修 或同級 

這是融合商務休閑設計理念，裝潢藝術構造於一體的酒店。客房裝飾古典豪華，富於

彈性且腳感舒適的地毯，配上雙層隔聲防噪窗帘及康乃馨純棉床上用品，在橘黃色柔

和的燈光下盡顯高星級酒店的雍容華貴；精緻通透的浴室令您旅途勞頓煙消雲散，盡

享愜意。酒店關注每一個高效優質的細節服務，備受各界人士讚譽，是您商務會議旅

行居停的上佳選擇。 

    
陽朔：維也納大酒店~★★★★~2013 年開業，2018 年裝修 或同級 

酒店擁有豪華客房 218 間，是一所獨特尊貴的商務和旅遊型高檔豪華酒店。酒店設施

設備齊全，二樓多功能會議廳可容納 150 人；西湖樓中餐廳 11 間豪華廳房可同時容納

190 人用餐；金匯 KTV 包房 23 間；一樓餐廳提供 360 人的團餐和自助早餐；還配有小

商場和古玩店；的大型地上地下停車場等，是您自駕旅遊、團隊旅遊、商務獎勵旅遊及

會務活動的上佳選擇！ 

    

桂林：灕江瀑布大酒店~★★★★★~2002 年開業，2017 年裝修 或同級 

桂林灕江大瀑布飯店規模大、設施設備豪華，它在原灕江飯店的基礎上，以水景文化

為背景，投資四個億進行大規模的改擴建。飯店內特設大型人造瀑布，擁有上部寬 72

米、下部寬 75 米、落水高度達 45 米，已列入大世界基尼斯紀錄。客房精緻尊貴，床具

舒適，設施一流，是您放鬆身心，享受青山綠水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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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參 考 地 圖 

 

第一天 月日‧星期 

高雄→香港→桂林→《約 95 公里，車程 2小時》→陽朔~異國風情西街 

參考航班：國泰港龍航空 KA433 11:20/12:55【每日飛】 

          國泰港龍航空 KA704 14:15/15:50【每週 1.2.4.5飛】 

行       

程         

內

容 

【陽朔西街】不到一公里的陽朔西街，位於縣城中心，全長 517 米，寬 8 米，大理

石路面，呈彎曲的 S 形，房屋建築古色古香，地方特色濃厚。薈翠各種旅遊紀念品、

小吃於街市。其充滿了異國情調的夜景更是風情萬種，風俗濃鬱。 

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桂林段飛機不供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新西街酒店(貴賓樓) 或 維也納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月 日‧星期 

陽朔→《約 28 公里，車程 50 分鐘》→興坪~興坪碼頭~船遊漓江、興坪古

鎮、遇龍河漂流+漁鷹抓漁表演、銀子岩、印象劉三姐(新貴賓席) 

行

程

內

容 

【興坪碼頭~船遊漓江】遊覽興坪灕江風光及遊覽中國第一位總統孫中山，美國總

統克林頓等國家元首專程訪問過的漁村——興坪漁村，沿途經興坪古鎮，欣賞興坪

佳景，僧伲鬥嘴，駱駝過江，美女峰，玉免飲水，二十元人民幣背景等美景。在這

藍天底下、秀水之上、奇峰之間，生活的催迫、工作的重壓、家庭的煩瑣好像都蕩

然無存，剩下的是一顆自由放蕩的心。興坪的水柔的像絲絨，綠的像碧茶，如一面

鏡子載浮著群山倒影，似詩似畫。虛虛實實的山水景象融會成一曲大自然的和諧旋

律。葉劍英元帥遊灕江後也寫下“春風漓水客舟輕，夾岸奇峰列送迎。馬躍華山人

睇鏡，果然佳勝在興坪”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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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興坪古鎮】漓江在此繞了一個大彎。興坪依山傍水，風景薈萃，粉牆烏瓦石板小

巷，是漓江沿岸最美麗的古鎮。興坪依山傍水，風景薈翠，歷史悠久。三國時期東

吳在此設熙平縣治，後來熙平諧音而改名興坪。 

【遇龍河漂流+魚鷹抓魚】小灕江的【遇龍河】，遇龍河發源于臨桂縣，流經高田、

城關等五個鄉鎮彙入灕江。全長 42.5 公里，沿河兩岸古木蒼蒼，清泉淙淙，宛如一

位文靜的少女，邁著輕盈的步子，飄然而過。這真是水映峰來峰戲水，有詩有畫又

有情。 

【銀子岩】是桂林著名的溶洞景觀，因其結晶特別豐富，岩石如銀子般耀眼閃爍。

整座洞穴屬層樓式溶洞，包括下洞、大廳、上洞三部分，匯集了不同地質年代的各

式鐘乳石。銀子岩景觀以雄奇幽美獨領風騷、被地質學家譽為「桂林山水的代表」、

「世界岩溶寶庫」。 

【張藝謀執導之大型戶外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此劇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出任

總導演，集灕江山水、 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及中國精英藝術家創作之大成，是全國第

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實景演出”。讓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利用山峰隱現、

水鏡倒影、竹林輕吟、煙雨點綴等灕江四季景觀，創造出如詩如夢的視覺效果，營

造出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印象。劉三姐秀】因冬季進行例行維護保養，如遇停演期間將以退費方式處理，

造成不便，懇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新西街酒店(貴賓樓) 或 維也納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月 日‧星期  

陽朔→《約 16 公里，車程 30 分鐘》→船遊世外桃源→《約 54 公里，車程

1.2小時》→桂林~伏波山、榕杉湖景區(古南門、黃庭堅系舟處)、船遊四湖

夜景 

行 

【船遊世外桃源】是根據晉代陶淵明所著的《桃花源記》中描繪的意境的田園風光，

與大自然的秀美山水融合為一體，使您在觀賞山光水色、民俗風情的同時，又能領

略多姿多彩的風情。乘輕舟環繞湖光山色，園村舍，過綠樹叢林，又穿山而出，沿

途可經原始形態的迎賓、祭祀、狩獵，又可 欣賞到民族特色的狂歌勁舞、邊寨風

情；徒步觀賞的民寨群是桂北各少數民族建築的一個縮影，鼓樓、風雨橋、對歌台、

花樓、長廊、圖騰，充分展示了各民族文化 的光彩特徵。 

【伏波山】唐代曾在山上修建漢朝伏波將軍馬援祠而得名，在山頂可看桂林清秀如

畫的水光山色，因而有'伏波勝境'之美稱，該山臨江而立，山腳深入，山麓有著名的

還珠洞，洞內有著名的試劍石，題刻和佛像等，瞰桃花江全貌及桂林全景。 

【榕杉湖景區】位於桂林中心城的核心地段，體現著“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山

水城格局。景區地處陽橋的兩側，橋西為榕湖，以湖岩生長古榕樹得名；橋東為杉

湖，連著灕江，因湖畔長有杉樹而得名。如今杉湖之杉雖然不見了，但那榕湖之榕，

卻“老樹婆娑八百年”的姿態傲然挺立。榕杉湖景區的熱點景區——“榕湖春曉”

由古南門、古榕、黃庭堅系舟處等共同構成。唐代古南門遺址位於古榕樹附近，城

上的樓就叫榕樹樓。1963 年郭沫若登樓賦詩，並手書“古南門”三字，現刻石嵌在

城門上。黃庭堅系舟處，則是當年，宋代和蘇軾並稱為“蘇黃”的黃庭堅被貶官到

宜州，路過桂林，曾在榕樹下水邊系纜停船，遍游桂林山水。當地人就在大榕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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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內

容 

建“榕暖閣”，即今榕蔭亭處，來紀念這位宋代大詞人。 

【黃庭堅系舟處】黃庭堅，北宋詩人、書法家，因寫《荊州承天院塔記》，其中某些

詞語為朝中權奸蔡卞、章惇所不容，被扣上幸災謗國的罪名，除名羈管廣西宜州，

於崇寧三年(1104 年)途經桂林，在南門外榕溪(今榕湖)北岸榕樹下系舟，並寫下著名

的《到桂州》詩：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

千峰何之名句。 

【船遊四湖夜景】2002 年中國耗資人民幣 100 億打造出水都桂林，重新疏通了桂林

千年的古水道，再現桂林「千峰環野立，一水抱城流」的水城奇觀堪稱與威尼斯相

媲美的環城水系【四湖~木龍湖、桂湖、榕湖、杉湖】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灕江瀑布大酒店 或 喜來登飯店 或同級 

第四天  月日‧星期 

桂林→《約 50 公里，車程 1 小時》→堯山纜車、靖江王府、獨秀峰→桂林

~訾洲景區+電瓶車、桂林新地標～東西巷 

行

程

內

容 

【堯山纜車】堯山在桂林市東北, 距市中心約 10 公里。堯山主峰海拔 909.3 米, 相

對高度 760 米, 是桂林最高的山峰。 山勢大致南北延伸, 高大雄渾, 狀如伏牛, 俗

名牛山。達堯山之巔，極目遠眺，峰海山濤，雲水煙雨的桂林山水風光盡收眼底。 

◎若因維修或天候等因素，影響纜車無法正常營運，為確保旅客安全，將改成【電

瓶車來回】替代，造成不便請見諒。 

【靖江王府】坐落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灕江西岸，是明朝藩王靖江王朱守謙的

藩王府，始建於洪武五年（西元 1372 年），靖江王城週邊有國內保存最完好的明代

城牆，由於靖江王城地處桂林市城市中心地區，因而有“閱盡王城知桂林”之說。 

【獨秀峰】位於桂林市中心的王城內，與疊彩、伏波三足鼎立，是桂林主要山峰之

一。亭前有 10 平方米平臺, 周有欄, 高踞懸崖之巔。登臨四望, 雲生足下, 星列胸

前, 千山萬戶, 盡在眼中。 

【訾洲景區～遠觀象鼻山觀景平臺+電瓶車】因唐代洲上曾有訾姓人家住而得名。

洲呈條形如舟浮水中，又稱浮洲，漓水環繞，群山環繞，群山簇擁，東靠普陀，月

牙，西對象山，南接穿山，塔山，備有伏波，疊彩，鬥雞，南溪、獨秀、堯山視野

可及。每到秋天，洲上蒼翠之中紅黃秋葉翩翩，訾洲紅葉桂林秋為桂林勝景。在煙

雨彌漫的時節，雲紗霧幔，訾洲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嵐霧繚繞，洲島隱約可見，

或淡或濃，猶如一幅水墨畫卷，充滿詩情畫意，訾洲煙雨是桂林著名的老八景之一。 

【桂林新地標～東西巷】投資八億餘元耗時三年全面整修的桂林新東西巷是市區唯

一留存的兩條古巷，如同一部時光收錄機，收納了老桂林的市井生活風貌，也見證

了桂林城自唐代武德年間建城後近 1400 年的歷史興衰。秉承桂林藩王明城、桂北合

院歷史的文化精髓，集旅遊、文化、休閒、娛樂等為一體，以“市井街巷、名人府

邸”為特色，注入現代時尚商業要素，打造成為一條極具特色的歷史文化和時尚休

閒商業街區。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飯店：灕江瀑布大酒店 或 喜來登飯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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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月日‧星期 

桂林~七星公園(桂海碑林、駱駝峰)→香港→高雄 

參考航班：國泰港龍航空 KA703 16:45/18:15【每週 1.2.4.5飛】 

          國泰港龍航空 KA438 21:45/23:15【每日飛】 

行       

程         

內

容 

【七星公園~桂海碑林、駱駝峰】七星景區由普陀山的天樞、天璿、天璣、天權四

峰與月牙山的玉衡、開陽、瑤光三峰組成。北四峰象鬥魁，南三峰象斗柄，七峰

並峙，幾乎在同一平面，排列佈局猶如北斗七星，故而統稱為七星山，景區也因

此而得名。 

【桂海碑林】這裡原名龍隱岩，現保留有唐、宋、明、清石刻共 210 多件，其中

最為著名的是「元祐黨籍碑」，北宋末年，宰相蔡京將司馬光、蘇軾、黃庭堅等

309 人定為元祐奸黨，由宋徽宗下令全國刻石立碑，次年又因感悟而下令毀碑，目

前這是中國唯一完整的一塊，是宋代歷史的重要文物。 

【駱駝峰】因其酷似一隻蹲在地上的駱駝而得名，又因像一隻古代的酒壺，也叫

他作壺山。明代末年江南名士雷鳴春避戰亂而隱居於此，遍種桃花，著書立說。

他為人好飲，醉必長嘯，自號“酒人”，死後葬於山腳，山上刻有“雷酒人之

墓”。每年春天，桃花紅遍，仿佛給駱駝山披上赤霞，景色極其優美，古人因此

稱之為“壺山赤霞”，即駝峰赤霞。這是桂林十六景之一。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機上簡餐(桂林段機上不供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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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KWL011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出發日期：109 年 02 月 27 日‧星期四 

每人費用：25,500 元，現金優惠價 24,900 元 

出發日期：109 年 03 月 12、27 日‧04 月 10、23 日‧05 月 08、21 日‧06 月 11 日 

每人費用：24,900 元，現金優惠價 24,5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6,000 元。  

◎費用包含： 

1.高雄→香港→桂林，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2.全程住宿飯店四晚(桂林二晚、陽朔二晚)，二人一室。 

3.包含全程司機、領隊、導遊小費，NT:1,000 元。 

4.全程 3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醫療險。 

5.含飯店進出行李小費。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NT$：1,400元。 

2.台胞新證工本費NT：1,700元。 

3.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20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4. 飯店排房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

時，請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5,000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期效未滿六個月，請重新辦理)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

不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滿十四歲請附身分證正本。 

6.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7.初次辦理護照者請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8.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辦理台胞證應備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護照正本。 

3.彩色二吋照片1張(需與辦理護照相同規格的大頭照，近三個內近照)。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