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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世界遺產兵馬俑‧西嶽華山全覽六日(全程 5星飯店) 

✔全程無購物 ✔世界遺產兵馬俑 ✔華山風景區 ✔西安古城牆 ✔大明宮遺址公園 

✔全程入住五星酒店✔華清池 ✔ 

★特別安排： 

‧「世界第八大奇蹟」，中國著名世界遺產 ─《 西安兵馬俑 》 

‧中國五嶽之西嶽 ─《 華山風景區 》 

【景點安排】 

《兵馬俑》 

► 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被譽為「世界第

八大奇蹟」。建於公元前 246年至公元前 208年，歷時 39年，是中國秦朝皇帝秦始皇的陵墓，也是

中國第一個規模宏大、布局講究且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寢。 

 

《西嶽華山風景區》  

► 列為中國五嶽之一的西嶽華山，位於陝西省華陰縣城南，又名西嶽，與東嶽泰山並稱。華山山勢險

要，自古就有「奇險天下第一山」的說法，其主峰最高海拔是 1,530多米，高度列在恆山之後。據說

是因周平王遷都洛陽，華山位於東周京城洛邑之西，故稱「西嶽」。華山自古以來就是負有盛名的旅

遊勝地，1982年，華山以「陝西華山風景名勝區」的名義，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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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城牆》 

► 自明朝初年在唐長安城皇城的基礎上建造起來，後經過多次修補，形成嚴密的防禦體系，是中國現

存最完整的古城牆，也是規模最大的古城牆之一（最大為南京城牆），周長 13.74公里，城牆周圍有

護城河環繞，是中世紀後期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於 1961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

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 

► 大明宮始建於貞觀八年（634年），是唐長安城的三座主要宮殿中規模最大的一座，稱為「東內」。

自唐高宗起，唐朝的帝王們大都在這裡居住和處理朝政，作為國家的統治中心，歷時達二百餘年。唐

朝末期，整座宮殿毀於戰火，其遺址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城區的北郊。1961年，大明宮遺址被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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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全程入住五星飯店 — ★★★★★ 《 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 》(原西安吉朗麗酒店)(或同級)  

                   或 臨潼悅椿溫泉酒店 或同級 

★五星酒店《西安臨潼悅椿溫泉酒店》~1晚 

 

★五星酒店 

入住國際品牌五星酒店《 西安高新希爾頓酒店 》(原西安吉朗麗酒店)(或同級)~4晚 

 

【風味餐安排】 

德發長餃子宴(100RMB)   華山客棧(80RMB)   秦錦堂褲帶面風味(80RMB)    

禦膳苑餐廳(RMB100)     秦晉之美風味餐(RMB80)    川渝人家(RMB80) 

 

【貼心好禮】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   全程無購物安排，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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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以下行程標示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一天  高雄 香港 西安咸陽機場→大唐芙蓉園、夢回大唐歌舞秀 

今日將於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西安』。 

【西安】，一個充滿神奇和活力的地方，走近它，你會為歷史遺存的完美博大所震嘆，又會為現代建

設的勃勃生機所感喟！在中國旅遊有句話說，『一千年前看西安 、一千年來看北京、一百年後看上

海』，意思是說想知到一千年前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就去看看西安。 

◎【大唐芙蓉園】 

建于原唐代芙蓉園遺址以北，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題公園。包

括紫雲樓、仕女館、禦宴宮、芳林苑、鳳鳴九天劇院、杏園、陸羽茶社、唐市、曲江流飲等眾多景點。

是全國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築群，集中國園林及建築藝術之大成。 

◎【夢回大唐歌舞秀】：西安曲江被譽為中國古典園林的先河之一。秦時，在此開闢了皇家禁苑——

宜春苑，並建有著名的離一個蘊涵盛唐風韻的現代化皇家劇院～鳳鳴九天劇院：劇院金碧輝煌、在此

欣賞《夢回大唐》歌舞表演，是一台集盛唐風情、歌舞精粹、絢麗奇幻、神秘刺激、狂歡多彩的綜合

性大型樂舞表演，觀看以現代藝術手法，配以全新視聽效果，表現了壯麗恢弘，大氣磅?的盛唐風貌，

整個演出如詩如夢，流光異彩的燈光，絢爛的服飾，天籟般的音樂， 嫵媚的舞女…….可謂是現代唐

風樂舞之登峰造級的精粹。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芙蓉宴(RM100) 

 高新希爾頓  或同級 
 

第二天 西安【世界文化遺產-秦陵兵馬俑坑博物館(含電瓶車)、華清池】-悅椿溫泉酒店 

◎【秦陵兵馬俑坑博物館】 

博物館位于秦始皇陵東 1.5公里處，是秦始皇陵的從葬坑。 1974年 3月 29日，當地農民挖井時，

偶然發現了一號兵馬俑坑。以后相繼發現了二號坑和三號坑。兵馬俑坑遺址上建立了一個大型遺址性

專題博物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兵馬俑陶俑身高在 1米 75 至 1 米 85 之間，根据裝束、神態、

發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將軍俑，武士俑，車士俑等。坑内邃出土有劍、矛、戟、彎刀等青銅兵器。 1987

年被聯合國世界文教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 

 ◎【華清池】位於西安臨潼縣驪山北麓，是唐代華清宮內的溫泉浴池，以溫泉和風景秀麗著稱，更因

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而馳名中外。相傳 3000多年前周幽王就曾在此建驪宮，秦始皇時以石築

室，名為「驪山湯」，漢武帝時擴建為離宮，唐代又經唐太宗和唐玄宗的兩次大肆擴建，改名「華清

池」，這時的規模最為宏偉和富麗堂皇，但經安史之亂後已遭毀壞。現今華清池的亭臺樓閣，多為 1949

年以來修建恢復的，只佔盛唐時的一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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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秦錦堂褲帶面風味(80RMB)   

晚餐／驪十三花風味(100RMB) 

 臨潼悅椿溫泉酒店 (不含泡湯劵) 或同級 
 

第三天 華山【華山風景區(纜車上下+區間車)】-西安古城牆、永興坊(贈送肉夾饃) 

●華山風景區(纜車上下+區間車) 

華山為五嶽之西嶽，南接秦嶺，北瞰黃渭，扼守著大西北進出中原的門戶，資源豐富，景觀獨特，文

化內涵豐厚。五嶽之中，華山、以險著稱，登山之路蜿蜒曲折，到處都是懸崖絕壁，所以有“自古華

山一條道”之說。據考證，中華、華夏，更是因華山而得名。華山的著名景區景點多達 210餘處，

有淩空架設的長空棧道，三面臨空的鷂子翻身，以及在峭壁絕崖上鑿出的千尺幢、百尺峽、老君犁溝

等。北峰為華山主峰之一，因位置居北得名。北峰四面懸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巍然獨秀，有若

雲台，因此又名雲台峰。峰上景觀頗多，如真武殿、焦公石室、長春石室、玉女窗、仙油貢、神土崖、

倚雲亭、老君掛犁處、鐵牛台、白雲仙境石牌坊等，且各景點均伴有美麗的神話傳說。 

※貼心叮嚀 ：雲台峰頂平坦如雲中之台，著名的“智取華山”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華山索道全長 1550 公尺，特別安

排纜車上下與區間車搭乘，讓您體會雲谷之間高低落差之險峻，風景之優美，絕對讓您大呼不虛此行。 

●【西安古城牆】建於明洪武三年（西元 1370年），自唐朝安史之亂後，長安城幾乎毀了一大半，

到了五代以後，因駐守長安的將領覺得長安城地廣人稀難於防守，於是就將長安城縮為新城，這也就

是五代、宋、元的長安城。而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認為長安這兒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重地「天下山

川，惟秦中號為險固」，於是在此設了「西安府」（因封蕃王 - 秦王，所以也稱秦王府），修築西安城

牆，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西安城牆的原型。 

●【永興坊】 

西安的永興坊原地為唐朝魏征府邸舊址,是西安市為了繼續完善順城巷歷史風貌,充分彰顯古城歷史底

蘊,擴大西安知名度和影響力在 2007年在原址上建造的。永興坊品味古城老城牆下的中華老字型大小

美食，體驗“一站式咥美陝西”的饕餮盛宴。感受來自關中、陝北、陝南各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

食宴”，親身體驗陝西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華山客棧 (80RMB)    晚餐／禦膳苑餐廳(RMB100) 

 高新希爾頓  或同級 

 

第四天 小雁塔、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大雁塔外觀參觀、雁塔廣場(北廣場)、寒窯遺址公園)、

鐘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 

●【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大慈恩寺，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南郊。創建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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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年），是當時的太子李治為了紀念母親長孫皇后而建。大慈恩寺亦是唐代長安的四大譯經場之一，

也是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的祖庭，迄今已有 1360餘年歷史。寺院新建落成以後，玄奘法師受朝廷聖

命，為首任上座主持，並在此地潛心翻譯佛經十餘年。寺內有玄奘督建的大雁塔，是唐朝建築，明代

外表加砌面磚保護。寺院按中國傳統風格建造，鐘樓內懸掛有鐵鐘一口，為明代嘉慶二十七年十月

（1548年）鑄造，重達三萬斤，上鑄有「雁塔晨鐘」字樣，為著名的關中八景之一。寺內牡丹亭種

植有著名牡丹七十餘種。寺內建有玄奘紀念館。 

※大雁塔僅安排外觀，欲登塔之旅客，可於現場購票參觀，票價人民幣 30元。(票價以現場實際為主) 

●【西安大雁塔(北廣場)】 

大雁塔北廣場音樂噴泉又叫西安音樂噴泉,位於大雁塔北廣場中軸線上。音樂噴泉廣場由水景噴泉、

文化廣場、園林景觀、文化長廊和旅遊商貿設施組成,是全國最重要的唐文化廣場之一。廣場周邊改

造工程占地近 1000畝,主要包括北廣場、南廣場、雁塔東苑、雁塔西苑、雁塔南苑、慈恩寺、步行街

和商貿區組成，也是我國目前最大、品位最高的唐文化休閑廣場。 

●【寒窯遺址公園】 

寒窯遺址公園是曲江新區的六大遺址公園項目之一。是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西安曲江新區唐文化產

業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寒窯是以記錄王寶釧、薛平貴忠貞不渝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的西安著名旅遊景

點，該遺址建於清朝後期，內設王寶釧祠堂，民國二十三年，楊虎城之母孫一蓮捐資修葺。 

●【鐘鼓樓廣場】鐘樓位於西安市中心，建於明萬曆十年，它的面積為 1377.64平方公尺。基座方

形，用青磚砌成，為三屋簷，四角頂的木構建築形式，覆於深綠色的琉璃瓦，青綠彩繪，整個建築顯

得金碧輝煌。鼓樓與鐘樓相伴，令人不禁感受古時那暮鼓晨鐘的情景。 

●【回民一條街】位于西安鼓樓到北院門長約 500公尺的小吃街，特點是青石鋪路，綠樹成蔭，路

兩旁一色仿明清建築，或餐飲，或器物，均由回民經營，具有濃郁清真特色，深受游客的喜愛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川渝人家(RMB80)    晚餐／德發長餃子宴(100RMB) 

 高新希爾頓  或同級 

 

第五天 法門寺、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含電瓶車，3D電影，微縮景觀) 

◎法門寺,位於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十公里處的法門鎮。相傳它建於東漢時期，是因舍利而建塔，因塔

而成寺的，距今大約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自古以來，因塔內藏有釋迦牟尼佛的舍利而著名。這寺

發展於北魏，鼎盛於唐代，是當時佛教四大聖地（五台山、終南山、泗洲普光王寺、法門寺）之一，

又被尊為皇家寺院。其時的佔地面積多達 1,500畝，寺裡僧人不下萬人。法門寺更有十項世界之最，

包括地宮出土的佛指舍利，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有文獻記載和碑文證實的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

世界的最高聖物。 

◎【大明宮遺址公園】丹鳳門是唐大明宮正門，作用相當於故宮的天安門，是中國古代建築規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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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門，有著“盛唐第一門”的美譽。丹鳳門遺址保護工程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北建築設計研究院

總建築師張錦秋擔綱建築設計，工程佔地 7699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11474平方米,歷經 9個月，投

入資金 1.3億元。工程為三層全鋼結構，內部有著廣闊的空間,建成後將成為未來西安市的地標建築，

標誌著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建設進入全面衝刺階段。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遺址

保護工程，也是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RMB80)    晚餐／金閣源風味(RMB100) 

 高新希爾頓  或同級 

 

第六天 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咸陽機場 香港 高雄 

◎【陜西歷史博物館】是一座國家級綜合性歷史類大型博物館，1991年落成開放，館藏文物 370,000

餘件，上起遠古人類初始階段使用的簡單石器，下至 1840年前社會生活中的各類器物，時間跨度長

達一百多萬年。以其豐富的文物藏品成為展示陝西歷史文化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殿堂，被譽為“古都明

珠，華夏寶庫”。 

稍晚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的旅程。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秦晉之美風味餐(RMB80)    晚餐／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航班參考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國泰航空 CX5451 
高雄小港 
機場 

08:00 香港 09:25 

 
國泰航空 CX5946 香港 12:00 

西安- 
咸陽機場 

14:50 

 
國泰航空 CX5943 

西安- 
咸陽機場 

15:50 香港 19:00 

 
國泰航空 CX5458 香港 21:30 

高雄小港 
機場 

23:15 

※確切出發日期、航班&時間以實際出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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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 

D1天晚餐／大唐芙蓉宴(RMB100) 

自製凍肉     腐皮蔥花肉   椿芽豆幹絲    養生大拌菜     

豉油蒸鱸魚   西芹炒臘肉  茶香關中黑  香酥雞   木耳炒土雞蛋   麻婆豆腐燒牛腩 

寶塔口肉(帶荷葉餅)   上湯娃娃菜  蒜蓉炒青菜   小酥肉   西芹山藥燒木耳  健康小炒  

西葫蘆炒爽肉   

一品菌王湯  

米飯   辣子鍋盔    臊子面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D2天午餐秦錦堂褲帶面風味(80RMB)   

涼菜  精緻 6冷碟 

熱菜  三絲基圍蝦   秘制紅燜肘 開屏蒸鱸魚 豆豉蒸排骨     

蝦仁蒸水蛋  西芹炒山藥 蒜泥西蘭花 

南瓜八寶飯   素炒三樣  八珍燴豆腐湯    西湖牛肉羹 

主食  風味褲帶面    揚州炒飯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D2天晚餐／驪十三花風味(100RMB) 

民俗宴度 贈送七乾果 

十三道涼菜（道道是花） 

溪源自製皮子  蔥拌豬耳   驪山鹵肉  農家自製皮凍  涼拌苦瓜    

蜜汁甜棗   芥末三絲  自製牛肉 

熗拌鮮野菜    老陝拌菜   沾汁豆腐   農家大豐收   酸辣海帶 

熱菜：醒酒湯   驪山葫蘆雞  農家小炒肉  清炒時蔬 農家炒土雞蛋  長武酥肉   

八寶甜飯  紅燒鯉魚 

小吃：斜口臊子面  農家手工饃  

主食：米飯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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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天 午餐 華山客棧餐廳(80RMB)     

熱菜：豉汁蒸黃河鯰魚  松仁鹿柳   華山當歸汽鍋雞  雜糧煲排骨  地軟炒土雞蛋    

蒜蓉西蘭花  清蒸山藥   

白灼芥菜   饃花炒粉   旗花面  陝西鍋盔 

湯 ：三絲發財羹 

主食：華山菜龍  米飯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D3天 晚餐／德發長餃子宴(100RMB) 

涼菜：精美六圍碟 

熱菜：清燉雞  老陝燒三鮮 茶樹菇雞柳  時蔬炒肉 生炒芥蘭 客家奶白菜 

餃子：百花迎賓 出水蓮蓬 猴王入宮 芝麻鴨子 醬香喜餃 玉禦墨珠   

紅糧餃 三秦烙餃 三鮮水餃  

湯餃：太后火鍋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D4天午餐 川渝人家(RMB80)   

菜品： 清蒸鯇魚撈面     黒木烤鴨壹隻  苜蓿肉片  粉蒸肉（荷葉餅）    

沙窩香豆腐   酸菜回鍋湯圓   五穀豐登   瑤柱美極芥蘭  臊子肉蒸水蛋水  砂鍋居菜花  

湯：鴨湯           

主食：米飯  酸湯麵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D4天 晚餐 禦膳苑餐廳(100RMB)   

涼菜：秘制燒肉   醬板鴨    撈汁牛肉  金絲羊肚  芥蘭木耳 熗拌龍須菜   

桂花大棗  香蔥鬱黑豆絲 

熱菜：清蒸鱸魚   特色香酥雞  香辣蝦  梅菜扣肉  石鍋燒茄子   金瓜八寶飯  

健康素炒  白灼菜心 

辣子鍋盔   木瓜酥   岐山臊子面  

湯：  八寶海鮮羹  

主食：米飯 

每桌均含 1雪碧、2啤酒、果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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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天 午餐 秦晉之美風味餐(RMB80) 小辣椒餐廳 

清蒸桂魚   葫蘆雞   梅菜扣肉  醬燒龍骨  木耳肉片  蒜茸粉絲娃娃菜 豆角茄子  

清炒時蔬  白燒芥蘭  陝西老陝燴三鮮   脆瓜燒腐竹   

湯：杏仁芥菜羹 

主食：酸湯麵條 鍋盔辣子  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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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世界遺產兵馬俑‧西嶽華山全覽六日(全程 5星飯店) 

 

項目 說明 

出發日期  2018年 5月 17日出發 

旅遊地點 西安~世界遺產兵馬俑‧西嶽華山全覽六日(全程 5星飯店) 

人數 20人以上(每台車) 

報價 
20-30人 31人以上 

 每人團費 34,900 元(現金,刷卡同價) 每人團費 34,500 元(現金,刷卡同價) 

費用含 

(1)（國際段）國泰航空，高雄/香港/西安/高雄，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2)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稅 

(3)行程表列之餐食安排及導覽行程 

(4) 500萬團體旅遊責任險+附加 20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5)6天領隊導遊司機小費(200元*6天=1,200元) 

(6)贈送每人每天 1瓶水 

費用未含 

(1) 新護照申請工本費 NT$1,400元 

(2) 新辦台胞卡工本費 NT$1,500元 

(2)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等） 

(3)升等商務艙加價 

(4)如指定單間或產生自然單間需補單人房價差 

(5)老人優待票或免門票者,則採現場退票,因各景區門票規定不同,依現場規定為主. 

注意事項 

(1)本公司保留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行程更改之重新報價之權利。 

(2)如遇航空公司臨時價格調漲，本公司將適時調整團費價格，以正式合約為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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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5)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更改之權利。 

付款 
(1)訂金：請於確認團體成行時，繳付每人 NT$5,000訂金，以預訂機位。 

(2)尾款：請於團體出發前七日內付清團費。 

取消及變更之

費用 

如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雄獅旅行社取消及變更，仍應繳交證照費用，並依下列標準賠償： 

(1)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41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5% 

(2)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31日至第 4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10%  

(3)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21日至第 3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20% 

(4)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2日至第 2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30% 

(5)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 1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 50% 

(6)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100%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