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岒主峰(太白山、熊貓保護區) 乾縣(永泰公主墓) 扶風(法門寺博

館) 天水(麥積山石窟 漢中(褒斜棧道) 乾縣(乾陵、永泰公主墓) 

西嶽華山 八天團 (XCO08-ST) 

發日期:2015 年 03月21日    04月11.25日   5月09.23日 

  

費    用: 89    

險 

秦

物

秦始皇兵馬俑 
 

出
06月06.20日  11月07.21日  12月05.19日 

費    用:成人$8290元  小童$7590元(不佔床)  單人房費$1350元 
 

出發日期:2015 年 07月04.18日  08月01.15.29日
09月05.19日  10月10.24日  

成人$8 0元  小童$8190元(不佔床)  單人房費$1550元  
 

不包來回程機場稅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建議購買個人綜合保

港幣$730 元(浮動) 港幣$80 元 X 8 天=$640 元 (8 天)港幣$123 元 
註:本公司特別為每位團友購買港弊三十萬元團體旅遊平安保險。 
 

店或同級(準 

 

第二 秦始皇 山(纜車) ~ 
潼區村民在打井時發現了大大小小的殘俑，由此 

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們驚嘆不已。抵達後乘纜車上山，華山－五嶽之西嶽，華 

後，險途已變成容易得多了，但險峻的景色依然可見，午餐後前往華山，又稱西嶽，為五嶽之一，被譽為「奇險天下第 
山」。乘纜車登山遊覽華山風景區，它以奇拔峻秀而馳名天下，被譽為「奇險天下第一山，華山有五大峰，東峰朝陽、西峰蓮花、 

壁，分外壯觀，天然奇景 

藏著置於｢八重寶函｣之內的釋迦牟尼真身舍利，據專家們考證、勘

，認定這確是唐代皇帝多次迎奉的釋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也是已知世界上僅存的佛指舍利，確為稀世珍寶。法門寺博物館內另

珠玉寶石等約 400

認這批稀世之寶

。住宿: 頤

酒店或同級(準四星) 

第一天：香港 ~ 西安 M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航班櫃檯前集合，乘客機飛前往中原古都西安市。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 新興戴斯大酒

U  

五星級) 

天：西安 ~ 臨潼 兵馬俑(電瓶車) ~ 西嶽華 北峰景區 
早餐後，前往有世界第八奇蹟之稱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1974 年，西安市臨

秦始皇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狀況逐漸展示在世人的面前。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秦兵 

馬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面，和

山素來以險峻、雄偉而著名，其中棧道等險道，更為遊人所卻步，自古華山一條路，棧道險要，畏險險者每步一驚心，自從纜車 

索道建成

一

中峰玉女、南峰落雁、北峰歹台; 五峰鼎峙，聳立雲霄。乘纜車登華山北峰; 隱現於雲海之中的奇峰峭

處處可見。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蓮花山莊或同級(準四星) 
 

第三天：華山 ~ 乾縣(乾陵、永泰公主墓) ~ 扶風(法門寺、法門寺博物館) ~ 天水 
早餐後，參觀｢唐十八陵｣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陵園一乾陵，這裡是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則天的陵墓，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座

兩個皇帝的合葬墓。乾陵地面文物主要是以石刻為主，多以整塊巨石雕成，相當具有震撼力，當步行於陵墓前的神道上時，您將會

不由自主的對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產生欽服之意。最後參觀唐中宗之女，永泰公主的陵墓，墓中的壁畫是以唐代著名的白描繪圖

繪製，畫中人物姿態栩栩如生，還原了唐代生活的真實寫照。下午將前往中國佛教的文物寶庫，安置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寺院－法

門寺參觀。法門寺地宮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大佛塔地宮，這裡珍

驗

有收藏品包括金銀器 121 件、玻璃器 17 件、祕色瓷器 16 件、石質器 12 件、鐵兵質器 16 件、漆木及雜器 19 件、

件，還有大批紡織物品。上述這些物品都是唐代內遷所藏，品種繁多。作工精巧，價值連城，世上罕見。經鑒定確

擁有 10 個｢世界之最｣。隨後乘旅遊車往有‘江南’美譽－天水。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天水陽光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四天：天水(麥積山石窟、伏羲廟) ~ 寶雞 
早餐後乘旅遊車往麥積山石窟，景區內山巒重疊、飛瀑如練。據文獻記載，此處於後秦時己開窟造像，創建佛寺，再經過西秦、北

魏…等十多個朝代不斷重修增建，逐成為一大型石窟群，石雕七千餘身，壁畫 1300 餘平方公尺。此石窟開鑿於懸崖峭壁之間，飛

閣棧道層層疊疊相連，有‘東方雕塑館’之稱，亦是中國四大佛教石窟之一。之後前往伏羲廟，天水伏羲廟是目前我國規模最宏大、

保存最完整的紀念上古‘三皇’之一伏羲氏的明代建築群。1963 年被評為甘肅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 年被國務院批准列為國

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乘車往寶雞，沿途首先參觀世界上僅存釋迦真身(佛指骨)舍利子的法門寺。晚餐於市內酒家

和



第五天：寶雞 ~ 秦領山脈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纜車) ~ 大爺海 

直分布帶譜。沿途乘纜車從下到上依次將可看到松櫟類景觀林、樺木景觀林、冷杉景觀林、落葉松景觀林

木板鋪陳的棧道上，兩邊盡是松樹，松針

公園內負離子的濃度平均每立方公分高達

 

化連接關中與漢中的一條要道。因取道褒水、斜水兩河谷，貫穿褒斜穀而得名。起自漢化褒

中縣(今陝西省漢中市與勉縣交界處)褒口、經三交城、赤崖、溯褒水河而上、出斜殼至眉縣，全程 235 千米。褒斜道為秦昭王時所

的聯繫，加強了中原與西南地區的經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故事說的

 

文化形

品。有‘國之瑰寶’、‘漢中石門日本之師’等題詞的讚譽。繼而前往漢中市城南門外的【拜將臺】，亦稱拜將壇。為南北列置的

史稱：韓信

一大業。。

國內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  
3) 如團隊人數不足10人, 本公司有最終決定權是否按時出發或更改其他日期團隊出發。 

 

報名時先付訂金，長線團每位$1500 元或全數團費，餘款須於起程前 14 天前全數付清。 
有效旅遊證件，如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証、香港身份證明書、回鄉咭及有效的個人旅遊護照。 

情況下，所繳交費用將於三天內退回。 
團之資格，其未完成部份之旅程之餘數，

將不會退回。但該團友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因事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辦理，如於出發日期 35 天前通知，則需扣除訂位費港幣 300 元正。 

1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自行退團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早餐後，前往華中第一高峰，秦嶺山脈的主峰－太白山。秦領山脈是中國氣候與人文景觀的分界線、長江與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

因其地理條件的特殊，造就了自然景觀的豐富性與可觀性。1991 年成立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後，太白山這位｢養在深閨人未識｣的聘

婷少女才向遊人們揭開了她神秘的面紗。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位於秦嶺主峰太白北麓的眉縣境內，公園面積 2949 公頃，包括 10 個

景點，其中｢天圓地方｣是最為獨特的地理景觀。公園海拔高度從 620 公尺到 3511 公尺，是大國海拔最高的國家森林公園。由於海

拔分布範圍廣闊，園內分布了地球上數千公里範圍內才有的氣侯帶、植物帶和動物帶，形成了包括 3 個植物帶、7 個植物亞帶、15

個植被群系在內的植被垂

和高山灌叢景觀林等五個景觀林帶，界限清晰，色調鮮明。下了纜車後，將帶您漫步園中

松果落了一地，松鼠與許多珍貴鳥類穿梭其間，身邊是雲霧繚繞，簡直和仙境一般。森林

15000 個，是絕佳的天然森林浴場，另外園區內的天然礦泉水含 20 多種對人體有益的礦物成份和微量元素，為優質醫療礦泉水，對

各種皮膚病、風濕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相信今日的太白山森林之旅，絕對會令您疲倦已久的身心靈得到最大的舒暢。晚餐於市內

酒家。住 宿: 太白山莊或同級(三星) 

第六天：秦領山脈太白山(熊貓保護區) ~ 漢中(褒斜棧道-摩崖石刻) 
早餐後，遊覽熊貓保護區。秦嶺是我國大熊貓分佈區中緯度最高的，種群密度居全國之首。秦嶺大熊貓分為興隆嶺、太白山、牛尾

河、天華山、錦雞梁、平河梁和青木川 7 個區域種群，根據研究人員在 2000 年至 2003 年的野外觀察估算，野生的秦嶺大熊貓種群

數量約為 273 隻。之後驅車前往漢中，途經五丈原觀光後抵達漢中盆地。漢中、廣元、巴中三市同處川陝邊界，旅遊資源極為豐富，

且具有連帶的歷史文化淵源和內涵。漢中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還建有馳名中外的大熊貓自然保護區和朱鷺自然保護區。抵達後參

觀褒斜道位於漢中市北 50 千米，是古

開，當時人們鑿石架木，修築棧道，歷代以業，多次增修。褒斜道開鑿建成，溝通了秦嶺南北

濟、文化交流與合作。西元前 206 年，劉邦經褒斜道赴漢中就漢王位。中國有句膾炙人的成語

是：劉邦取漢中後於西元前 206 年按大將韓信的計謀，派少數人修棧道，以轉移鎮守關中西部雍王章邯的注意力，暗地裹沿著西邊

艱險的陳倉道(即秦棧)，北出大散關，攻佔了陳倉城，進軍鹹陽。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 紅葉大酒店或同級(準四星級) 

第七天：漢中(南湖風景區(遊船)、古漢臺、拜將臺) ~ 西漢高速(秦嶺自然風光) ~ 西安 
早餐後，遊覽【南湖風景區】(含遊船)，南湖風景區山勢優美，由七溝八粱、六十八個山嶺組成了風景區的主要框架。景區綠樹成

蔭、四季長青，松、柏、竹、杉、桂、茶樹等遍佈山坡，與碧綠的湖水相呼應，形成了青山抱碧水，碧水繞青山的自然美景。‘青

山碧水，松濤竹海，鳥語花香’是南湖獨特的自然美景，南湖有陝西第一湖之讚譽，是漢中靈山秀水的集中體現者。稍後前往參觀

【古漢臺】為漢劉邦駐漢中宮廷遺址，辟有石門十三品，出土文物、古書畫、漢中近代史、古生物化石、宗教造像等陳列室，珍藏

各種文物達 12000 多件，成為漢中文物的薈萃之地。漢中八景中的‘梁山石燕’、‘月臺蒼玉’與褒斜棧道、石門石刻均為

兩座方形高臺，各高丈許，相傳為漢高祖劉邦拜韓信為大將時所築，南臺上書‘韓信拜將壇’碑，北臺上建有臺亭閣。

足智多謀善用兵，為蕭何賞識，向劉邦推薦，劉邦拜韓信為大將軍，並採納了韓信迎三秦東向以爭天下之策,完成了西漢統

晚餐於市內酒家。住 宿: 新興戴斯大酒店或同級(準五星級) 
 

第八天: 西安 ~ 香港 MU  
早餐後，稍作自由活動，稍後乘旅遊車往西安機場轉乘直航客機返港。(行程僅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按待單位安排為準!) 
 

特別注意: 
1)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3) 建議旅客付予香港領隊服務小費：每人每天港幣$60元(含

報名手續 : 
> 
> 各團友須持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 鑑於某些出發日期參加人數可能不足，本公司有權於啟程前 7 天取消有關旅行團。在此

> 任何團員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時，本公司領隊得視具體情況而取消其隨

> 參加團員如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0 天或以上，長線扣$800 元，短線扣$300 元作為手續費: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15 天至 29 天內取消訂位者，訂金恕不退還。 
>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7 天至

> 於出發前 6 天內或旅程中

> 如團員因有關簽證不獲批准，或因未能出示效証件而引致不能依時出發，一概都會根據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