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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起旅遊，
想起旅遊，
諗起旅遊，諗起旅途上的朋友(
諗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就諗起驢友
想起旅遊，想起驢友，
想起驢友，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
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
山西 太原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
－平遙古城 喬家大院 靈石 王家大院 綿山 龍頭寺 大羅宮
大羅宮
抱腹岩 抱腹寺
抱腹寺 黃河壺口瀑布
黃河壺口瀑布 六天晉商
六天晉商歷史
晉商歷史黃河文化之旅
歷史黃河文化之旅

成人團費：
小童團費：

本團特點：












出發日期：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團號：CSCS-TYNS/
YNS/6
S/6A
航空公司：ZH/HU/MU/CZ

牌照號碼：353193
查詢電話：27712399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
精心規劃，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不設自
費景點、不設車上售賣，帶您深度暢遊山西
帶您深度暢遊山西、
山西、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喬家大院、
喬家大院、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黃河壺口
黃河壺口
瀑布，
瀑布，觀賞自然風光美景，
觀賞自然風光美景，瞭解晉商歷史
瞭解晉商歷史文化
晉商歷史文化、
文化、黃河文化之旅
黃河文化之旅。
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太原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粵港車牌跨境巴士/
旅遊車或直航船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
精心嚴選住宿安排：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下榻當地高等級酒店。
當地高等級酒店。
觀賞壺口瀑布風光，
觀賞壺口瀑布風光，感受黃土地風情美景，
感受黃土地風情美景，體會領略黃河文化。
體會領略黃河文化。
暢遊山西第一名勝
暢遊山西第一名勝、
山西第一名勝、國家級保護古建築－－
國家級保護古建築－－晉祠
－－晉祠、
晉祠、觀賞晉祠三絕。
觀賞晉祠三絕。
暢遊三晉大地
暢遊三晉大地，
三晉大地，祁縣民俗博物館－
祁縣民俗博物館－喬家大院，
喬家大院，飽覽晉商民居大院宏偉建築，
飽覽晉商民居大院宏偉建築，深入瞭解晉商歷
深入瞭解晉商歷史
晉商歷史文化。
文化。
暢遊清代山西
暢遊清代山西晉商
清代山西晉商民居
晉商民居建築藝術博物館
民居建築藝術博物館－
建築藝術博物館－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飽覽晉商民居大院宏偉建築，
飽覽晉商民居大院宏偉建築，深入瞭解晉商
深入瞭解晉商文化
晉商文化。
文化。
暢遊有兩千多年歷史文化
暢遊有兩千多年歷史文化、
兩千多年歷史文化、素有人間仙境之稱的—
素有人間仙境之稱的—綿山，
綿山，欣賞自然風光美景
欣賞自然風光美景、
自然風光美景、遊覽綿山
遊覽綿山歷史古蹟
綿山歷史古蹟。
歷史古蹟。
體驗特別安排：
體驗特別安排：住宿平遙古城內
住宿平遙古城內民俗五星級
平遙古城內民俗五星級標準
民俗五星級標準特色客
標準特色客棧
特色客棧酒店，
酒店，細意遊覽世界文化遺產－
細意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漫
步古城，
步古城，細意觀賞古城風貌
細意觀賞古城風貌，
城風貌，領略古城歷史
領略古城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
文化，體會古城生活。
體會古城生活。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
深圳太原(
太原(晚餐)(
晚餐)(品嚐
)(品嚐山西特色麵食
品嚐山西特色麵食)
山西特色麵食)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前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
赴山西省省會城市－太原市。到達後，乘車進入太原的繁華鬧市，感受北方特有的城市氣息。晚餐品嚐山西特
色麵食。
晚住宿太原五星級標準富力
晚住宿太原五星級標準富力萬達文華酒店或國貿大飯店或
富力萬達文華酒店或國貿大飯店或麗華大酒店
萬達文華酒店或國貿大飯店或麗華大酒店或萬獅京華
麗華大酒店或萬獅京華(
或萬獅京華(維景國際)
維景國際)大酒店或富力鉑
大酒店或富力鉑
爾曼大酒店或
爾曼大酒店或凱賓斯基飯店或
凱賓斯基飯店或洲际酒店或
洲际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太原～
太原～綿山(
綿山(龍頭寺、
龍頭寺、大羅宮、
大羅宮、抱腹岩、
抱腹岩、抱腹寺
抱腹寺、天橋、
天橋、水濤溝)
水濤溝)(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有著兩千多年歷史文化、素有人間仙境之稱的—綿山。綿山又叫介山，是清明節（寒食）的
發源地，亦為木屐的發源地。登高處眺望，遠處莽莽蒼蒼，群峰擁翠，延續不絕。而岩前面臨深谷，兩側山峰
相望，煙寺相依。遊覽唐太宗李世民來綿山朝山謝雨，見雙龍顯靈而得名的—龍頭寺風景區；遊覽天下第一道
觀—大羅宮，大羅宮依山而建，層樓迭閣，青牆金瓦，畫棟雕樑；遊覽始建于三國曹魏時期，分上下兩層，抱
二百餘間殿宇、館舍於“腹”內，容兩千年歷史文明於其間，為天下“絕無僅有”的—抱腹岩、抱腹寺，堪稱
天下第一岩。北魏高僧曇鸞即在此修持，抱腹寺(雲峰寺)隨之成為淨土宗祖庭之一。雲峰寺名稱多有變化，時
而稱為抱腹寺，因其建於綿山最大的抱腹岩內而得名；時而稱為雲峰寺，因其位於綿山峭壁之上，雲霧起時常
被封鎖於浩渺之中而得名；時而稱為大岩寺，因抱腹岩之大容廟宇近百間而得名。遊覽綿山秀色之首水濤溝景
區等。
晚宿綿山三星級標準雲峰墅苑或水濤仙谷賓館或同級
晚宿綿山三星級標準雲峰墅苑或水濤仙谷賓館或同級。
雲峰墅苑或水濤仙谷賓館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綿山～
綿山～靈石(
靈石(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吉縣．
吉縣．黃河．
黃河．壺口瀑布(
壺口瀑布(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黃河魚風味)
品嚐黃河魚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靈石，遊覽王家大院。王家大院是清代漢族民居建築的集大成者，是傳承五千年漢文明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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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王家大院院內分為高家崖及紅門堡兩組建築群，依山就勢，錯落有致，層樓疊院，鱗次櫛比，氣勢宏偉，
功能齊備；高家崖建築群繼承了我國西周時即已形成的前堂後室的庭院風格，紅門堡建築群順應地理條件，一
部分變為前園後屋的總體設計，再加匠心獨具的磚雕、木雕、石雕，裝飾典雅，內涵豐富，隨處可見精雕細琢
的建築藝術，是一座極具漢族文化特色的建築藝術博物館。乘車前往黃河壺口。
黃河壺口。沿途團友可欣賞黃土高原風光，
到達壺口。
晚宿黃河壺口三星級標準
晚宿黃河壺口三星級標準壺口瀑布大酒店
三星級標準壺口瀑布大酒店或壺口觀景樓大酒店
壺口瀑布大酒店或壺口觀景樓大酒店或
或壺口觀景樓大酒店或壺口望河樓大酒店或黃河壺口飯店或同級。
壺口望河樓大酒店或黃河壺口飯店或同級。
或住宿
臨汾四星級標準宇寧國際酒店或
臨汾四星級標準宇寧國際酒店或金海灣大酒店或思麥爾國際酒店或可道酒店或天鵝大酒店或亞朵酒店
四星級標準宇寧國際酒店或金海灣大酒店或思麥爾國際酒店或可道酒店或天鵝大酒店或亞朵酒店或
金海灣大酒店或思麥爾國際酒店或可道酒店或天鵝大酒店或亞朵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黃河．
黃河．壺口瀑布
壺口瀑布～
瀑布～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
古城+乘環保電瓶車(
乘環保電瓶車(夜遊古城、
夜遊古城、古市井樓)
古市井樓)(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遊覽黃河壺口，
黃河壺口，此地兩岸夾山，河底石岩上沖刷成一巨溝，寬達約 30 米，深約 50 米，滾滾黃水奔流
至此，倒懸傾注，若奔馬直入河溝，波浪翻滾，驚濤怒吼，震聲數裡可聞，氣勢磅礡，因其形如巨壺沸騰，故
名壺口。夏秋季節，黃土高原暴雨頻繁，黃河水勢猛漲，瀑布寬達 100 多米，方圓數裡，水汽遮天，氣勢磅礡。
冬季冰封雪凍，瀑布掛滿冰稜，銀裝素裹。春季冰雪解凍，冰稜崩落，猶如山崩地裂，聲似炮轟雷鳴。之後乘
車往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轉乘乘古城環保電瓶車
古城環保電瓶車進入
環保電瓶車進入平遙
進入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
古城，沿途感受平遙古城特有的歷史氣氛。晚
餐後，欣賞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夜景。
晚住宿平遙古城內(
住宿平遙古城內(民俗準五星級特色客棧)
民俗準五星級特色客棧)洪善驛君瀾別院客棧或平遙會館或德朝閣客棧或麒麟閣大飯店或
雲錦成公館或同級。
雲錦成公館或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古城樓、
古城樓、日升昌票號、
日升昌票號、明清一條街、
明清一條街、古縣衙、
縣衙、古鏢局)
古鏢局)+乘電瓶車～
電瓶車～
喬家大院～
喬家大院～晉祠～
晉祠～太原(
太原(早/午/晚餐)(品嚐餃子風味)
品嚐餃子風味)

早餐後，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欣賞作為全國四大古城中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風貌。參觀中國古代明清
一條街，縣衙、古民居、古縣衙、古鏢局及被稱為“天下第一號”
天下第一號”的日升昌票號博物館，日升昌票號博物館展
示著從古至今票號的來源，發展及經營直到衰落。午餐後，乘車赴祁縣遊覽晉商文化的發源地喬家堡—喬家大
院，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國著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
修，一次擴建，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於民國初年建成一座宏偉的建築群。著名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及
電視劇《喬家大院》等影視劇就在此地拍攝。乘車往遊覽國家級保護的古建築，
國家級保護的古建築，有山西小江南稱譽的晉祠。晉
祠始建於北魏，現有宋元明清各式建築百餘座、雕塑百餘尊、碑碣四百餘座，千年古樹二十餘棵，文物精品之
多，實屬罕見。祠內的周柏、難老泉和侍女像則稱“晉祠三寶”，聖母殿、獻殿、魚沼飛梁則稱“晉祠三絕”。
之後乘車返太原。
晚住宿太原五星級標準富力
晚住宿太原五星級標準富力萬達文華酒店或國貿大飯店或
富力萬達文華酒店或國貿大飯店或麗華大酒店
萬達文華酒店或國貿大飯店或麗華大酒店或萬獅京華
麗華大酒店或萬獅京華(
或萬獅京華(維景國際)
維景國際)大酒店或富力鉑
大酒店或富力鉑
爾曼大酒店或
爾曼大酒店或凱賓斯基飯店或
凱賓斯基飯店或洲际酒店或
洲际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太原(
太原(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前往太原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返回香港九龍
指定地點，散團。
行程至此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注意事項：

1.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行李保險費、保管費、行李生小費、個人旅遊保險費等。
2.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6＝HK$480；
3. 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本公司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出發前應購買合適的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若參團者在
茶會前或旅行團出發前，未能提供任何個人旅遊保險資料，本公司將會取消參團者之定位及一切己繳付之團費。
4. 團費已包括0.15%印花費，受香港旅遊業「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保障。
5. 顧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程，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和其接待委託公司單位機構無關。
6. 以上行程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風味餐及行程次序可能有調整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7. 客人報名前，請細閱本公司有關旅遊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及臨時取消細則等有關需知的條例細則，亦請將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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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款細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行程中各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不開放，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平遙古城內之客棧星級均以當地古城內有關單位評級為參考，本公司以準★星級或★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酒店在未獲得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公司以準★星級或★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黃河壺口瀑布冬季偶爾受風雪或其他因素影響封閉，我公司不作另行通知，將由當地接待社安排其他景點代替或退
回壺口瀑布門票費用。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太原、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更改為太原至香港往返，客人需補回差價(香港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燃油附加費、中國至香港機場稅等)。
如人數不足10位客人，本公司可能不會安排領隊跟團隨行，改由當地導遊接待，當地導遊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為主
要講解語言。本公司將會安排領隊在香港集合地點至深圳機場往返接送，為客人辦理登機手續等。
如因風雪影響而引致航班因安全理由未能依原訂時間起飛，團隊須接受航空公司的安排改乘航空公司指定的新班次
及時間出發，團友不得藉詞要求退出。本公司務請各團友須自行購備適合的旅遊保險，以確保在旅遊期間萬一遇上
冰雪大風雪，亦可得到最全面之保障。
如單數客人報名，將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客人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3人、5人等
等，客人須預繳單人房附加費。3人或以上之單數組合可選擇試做三人房，三人房通常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
加床或三張單人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又或沙發床。另本司會以各貴賓報名之先後次序，而順序安
排與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最終在出發前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同性團友同房或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客人不得藉
故反對或退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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