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全覽 山西 黃河壺口瀑布 太行山(王莽嶺.錫崖溝.棋子山) 

運城(關帝廟) 晉城(皇城相府.青蓮寺) 晉中(常家莊園) 太原

(喬家大院.平遙古城)八天團(TYN08-WC) 
 
 

出發日期:2016年03月02.09.16.30日  04月06.13.20.27日   
 
 

費    用:成人$63

05 月 04.11.18.25 日  06 月 01.08.15.22 日
11月02.09.16.23.30日  12月07.14.21*.28日
90元  小童$5690元(12以下,不佔床)  單人房費:$1300元 

發日期:     

費    用:成人$699

備    註:附有*的日期, 將有特別節日加保留加幅之費用。  
 

2016年 07月06.13.20.27日 08月03.10.17.24.31日 出
09月07.14.21.28日  10月05.12.19.26日   
0元  小童$6290元(12以下,不佔床)  單人房費:$1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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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港幣$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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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行程經典安排 全程無購物站 
城】，凝晉商之精，創金融之始”現代銀行的鼻祖【日昇昌票號】。 

廟建築群之一【關帝廟】 

山上安營紮寨而得名。世界奇觀

一天: 香港  太原 ~ 晉祠 MU/HX     (晚餐) 
晉』。太原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千年古城之一，古蹟名城豐富，

 

金
(1) 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四大古城之一【平遙古

(2) 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場地【喬家大院】。 
(3) 其形如巨壺沸騰，黃河水一瀉而過，奔騰不息，故名壺口【壺口瀑布】。 
(4) 國內最大的宮殿式廟宇，最大的祭掃關帝的場所,也是全國現存最完整的關

(5) 中國清代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清康熙年間名相陳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 
(6) 華北最大的生態旅遊目的地太行山王莽嶺、相傳西漢時王莽曾追趕劉秀到此，在

掛壁公路和世外桃源之錫崖溝等【王莽嶺風景區】。 
(7) 清代晉商巨賈常氏一族的私家莊園【常家莊園】。 
 

第
於指定時間集合於香港機場乘機前往山西省省會『太原』，山西省簡稱『

物產富饒，這裏自古人文薈萃、物産豐富、分佈著爲數衆多的人文景觀，享有“錦繡太原城”的美譽。抵達後前往【晉祠】位於太

原市西南懸甕山麓，是中國歷史悠久的祠廟園林。最早是奉祀周武王之弟唐叔虞的祠廟。這裡自然環境優美，西靠懸甕山，園中有

泉水經智伯渠、陸堡河蜿蜒流過。自南北朝以迄明、清各代，在忘屢有修建，逐漸形成一處綠蔭翳蔽、華館交錯的遊鑒勝地。晚餐

於市內酒家。住宿 : 宏安假日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二天: 太原 ~ 喬家大院 ~ 平遙(含電瓶車、古城牆、日升昌票號、明清街、縣衙、鏢局、文廟)  
早餐後，前往後位於祁縣，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電影拍攝地【喬家大院】參觀，皇家看故宮，民家數喬院，喬家大院的建築佈局、磚

雕石刻等被專家學者譽為”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是晉商文化的縮影，也是瞭解山西地方民俗的視窗。隨後前往世界文

化遺產之一的【平遙古城】位於山西省中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古城牆、古街道、古民居、古店鋪、古寺院，是我國古城風貌保

存最為完整的。參觀【古城牆】中國四大古城牆之一，是山西乃至全國歷史最早、規模最大的縣城磚石城牆之一，被譽為“華北第

一城”。【日升昌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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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晉商雷履泰創建,于道光四年(1824 年)正式掛牌營業，並在全國設有 100 多個分號。“日升昌”票號創立後，祁縣、太

谷及南方等商號大賈競相效仿設立，山西一時躍為清朝的金融中心。【明清街】一般指平遙城內南大街、西大街、東大街等街道，

是自明代以來的商貿集散地，臨街鋪面、商號比比皆是。清中葉票號問世以後，平遙城內日升昌、百川通等 22 家票號，總攬中國

封建社會後期金融業一百多年。西大街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街”。晚餐於市內酒家。  住宿 : 東南海客棧或 同級(四星標準) 
 

 1



 2

第三天: 平遙 ~ 臨汾(車程:2.5 小時) ~ 堯廟 ~ 壺口瀑布(車程:3.5 小時)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 前往堯廟參觀，堯廟是後人為堯王記載功績及祭祀而建。內有圍廊、牌坊、五風樓、堯井等。堯王及其四大臣被喻為

一鳳升天，四鳳共鳴，五鳳樓就因此而得名。稍後前往位於山西省吉縣和陝西省宜川縣峽穀之間的【壺口瀑布】景區。此地

五鳳。 

兩岸夾 

山，河底石岩上衝刷成一巨溝，寬達 30 米，深約 50 米。其形如巨壺沸騰，故名壺口。春秋季節水清之時，陽光直射，彩虹隨波濤 

飛舞，景色奇麗。壺口瀑布是黃河唯一的大瀑布，也是我國第二大瀑布，僅次於貴州的黃果樹瀑布。同時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黃色 

瀑布，近年來隨著眾多機構和個人（如柯受良等）的“飛黃”壯舉而聲名鵲起。住宿: 黃河壺口飯店或同級(三星標準) 
                                                                              

第四天:  壺口 ~ 解州(車程:4 小時) ~ 關帝廟 ~ 運城(車程:1.5 小時)       (早餐.午餐.晚餐) 
年來的

紐帶，

早餐後, 乘車往運城位於山西省最南端，西臨黃河，古稱河東。因“鹽”而設城，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經過千百

歷史風雨洗禮，關公文化已深深植入到在這塊古老而又現代的土地上，並已經演變成凝聚海內外華人的一條重要的精神文化

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中外賓客。 寺廟總面積達 14 萬平方米，共有房舍 200 多間，分為正廟和結義園兩部分。【解州關帝廟】位於運

城市西 20 公里處，始建于隋朝，後世均有增修擴建，是國內最大的宮殿式廟宇，也是全國現存最完整的關廟建築群之一。正廟是

關帝廟的主體部分，又分為前、後兩座院落。崇寧殿是前院的主體建築，殿前有 26 根盤龍石柱，造型巧妙、雕刻精湛。走進大殿，

迎面可見關公的塑像：一身帝王打扮，神情剛毅肅穆。後院是寢宮，現已被闢為花園，院子兩側分別是刀樓和印樓，登樓可見關羽

的青龍偃月刀。最後面就是廟內最高的建築棗春秋樓，構築精巧，給人以空中樓閣之感。結義園，是為紀念劉、關、張桃園結義而

建。園內古木參天，山水相依，並建有結義坊、君子亭、三義閣等主體建築。晚餐於市內酒家。住宿: 桃源國際大酒店或同級(四星) 
 

第五天: 運城 ~ 陽城(車程:2.5 小時) ~ 晉城(皇城相府、青蓮寺)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 前往位於山西省東南部的晉城市北留鎮境內【皇城相府】，是清康熙年間的名相陳廷敬的故居，由內城、外城兩部

皇城相府保存完好，實屬罕見，是集官宦府第、文人故居與地方民居為一體的民清建築群，是中國清代北方第一文化巨族

分組成。

之宅。禦

~ 晉中(早

嶺風景區】位於山西省晉城市陵川縣境內，包括華北最大的生態旅遊目的地王莽嶺、世界奇觀掛壁公路和世外

由高低錯落的五十多個山峰組成，是太行山風光的典型代表。最高海拔 1665 米，最低處僅 800 米。境內植被

書樓位於中道莊城門前，俗稱“皇閣樓”。整個建築雕梁畫棟、斗拱飛簷，金壁輝煌,是皇城舊八景之一。樓分上下兩層，下層為

磚砌拱券門洞，上層為重簷歇山頂建築，金黃色琉璃瓦覆蓋廳面。之後參觀始建于唐代的【青蓮寺】，以其唐、宋兩代彩塑和碑刻

而聞名於世，是目前國內不可多得的古代藝術瑰寶。住宿:晉城大飯店或同級(四星) 
 

晉城 ~ 陵川(車程:2 小時) ~ 太行山(纜車+環保車) (王莽嶺、錫崖溝、棋子山) 第六天: 

餐.午餐.晚餐) 
早餐後, 遊覽【王莽

桃源錫崖溝等。景區

茂密，覆蓋率達 96%，素有“清涼聖境”之美譽。山上由下氣候迥異，氣象變化萬千，一年四季皆為旅遊勝地。險峰幻疊，雲海浩

翰，瞬息萬變被之為“雲山幻影”。王莽嶺的山腳下座落著美麗的【錫崖溝】，一條深 800 多米、延伸 15 公里、深邃幽長的大峽穀

穿村而過，通往溝內的掛壁公路堪稱一絕。住宿: 宏安假日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第七天:  晉中（常家莊園）~ 太原（山西省博物院）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 
排為準!)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安排為準。   
(TIC) 建議旅客外出旅遊前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  

天港幣$60元(含國內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  
」標示酒店級數，以便旅客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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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將於三天內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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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之資格，其未完成部份之旅程之餘數，將不會退回。但

> ，短線扣$300 元作為手續費: 

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會根據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早餐後， 前往【常家莊園】是清代晉商巨賈常氏一族的私家莊園。每個院落中觸目可見的磚雕、木雕、石雕和木構件上的彩繪藝

術，別具風采院內樓廳台閣，雕梁畫棟，精緻恢宏，蔚爲壯觀。另有七處園林，名花古木，高閣低亭，曲廊齋坊，水溪池潭，在千

里堡牆八道堡門的環圍下，實現了主人可燕居、可耕讀、可修身、可遐想、可觀賞、可瀏覽、可悅心、可詠歎等”八可”追求的理

想精神莊園。下午參觀【山西省博物院】，省內最大的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中心。收藏珍貴文物 20 餘萬件，薈萃了全省文

物精華，集中展示了山西的悠久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住宿: 宏安假日大酒店或同級(四星標準) 
 

太原 香港 MU/HX                                           (第八天: 
早餐後，懷著輕鬆滿足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乘搭直航客機返回香港。(行程僅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按待單位安
 
特別注意: 
1)
2) 香港旅遊業議會

3) 建議旅客付予香港領隊服務小費：每人每

5) 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星標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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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所繳交費

> 任何團員若妨礙領隊或

該團友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與本公司無涉。 

> 參加團員如因事取消訂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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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30 天或以上，長線扣$8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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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天內取消訂位者，扣除團費百分之五十。 

> 於出發前 6天內或旅程中自行退團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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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