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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 14 天遊 (CIT006)
太原－五台山－恆山－應縣－大同－平遙－臨汾－
運城－洛陽－登封（少林寺）－鄭州－開封
第一天：美國－北京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飛往見證中國歷史五千年興衰，盡現中國恢宏氣度的美麗城市─中國的首
都北京。
第二天：抵達北京
今日抵達後，由我公司專業中英雙語導遊接機送往您下榻酒店休息。宿北京。
北京酒店：工大建國 5✰ 或同級 http://www.bjut-hoteljianguo.com/cn/hotelinfo.html
第三天：北京－太原
早餐后搭乘北京動車專列前往山西省省會太原市。太原歷史悠久，自古以來便是中原政權抵御北
方民族南侵的重要防線。參觀【中國煤炭體驗館】中國是世界上第一採煤大國，該館的建設也是
中國煤炭科技事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將通過收集、保存相關珍貴文物史料，回顧、總結煤
炭科技與礦業安全發展的歷史經驗，充分展示煤炭科技與礦業安全事業的巨大成就，建造的地下
模擬礦井生動而又逼真的向您展示了煤炭從發現到被採掘的全部過程，讓您對山西的煤炭資源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煤炭悠久歷史的濃縮。看動感電影，乘罐籠電梯，坐礦井小火車，親身
下到煤海礦井中探秘。晚餐品嘗山西面食風味。
太原酒店：愉園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yuyuanhotel.com/
第四天：太原－五台山
早餐后我們前往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山西【五台山】，參觀【菩薩頂】，它是五台山五大禪處之
一，清室皇帝朝山所居之行宮，五台山黃廟領袖寺，建筑之華麗居山中諸寺之冠。其二是【顯通
寺】，它是中國最早的寺廟之一，與洛陽的白馬寺齊名。初創於東漢，是五台山歷史最久遠、佔
地最大、影響最廣的寺廟。其三是【塔院寺】，寺內釋迦牟尼舍利塔高聳雲霄，塔剎、露盤、寶
瓶皆為銅鑄，因通體呈白色，故俗稱大白塔，是佛國五台山的象征。其四是【萬佛閣】，俗稱五
爺廟，是五台山當地香火最旺盛的寺廟。 晚餐品嘗五台山素宴風味餐。
貼心安排：五台山素宴
五台山酒店：花卉山莊 4✰ 或同級 http://www.xn--dlqq8ikoe6yba003ae65g.com/
第五天：五台山－恆山－應縣－大同
早餐后參觀【五台山寺廟群】、【殊像寺】、【普化寺】，后前往道教名山五岳之北岳【恆山】，
參觀恆山十八景之首－【懸空寺】，該寺創建於北魏晚期，依山而建，以奇“風景”、巧“樓
閣”、險“棧道”著稱。懸空寺的選址之險，建筑之奇，結構之巧，豐富的內涵，堪稱世界一絕。
整個寺院，上載危崖，下臨深谷，背岩依龕，寺門向南，以西為正。全寺為木質框架式結構，依
照力學原理，半插橫梁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體，廊欄左右緊聯。僅152.5平米的面積
建有大小房屋40間。后赴應縣參觀【應縣木塔】，抵達大同用晚餐。
大同酒店：雲崗國際 5✰ 或同級 http://www.ygi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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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大同－太原
早餐后前往參觀【雲岡石窟】，是中國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並列為中國“石窟三聖”之一，
始建於1500年前的北魏，依山而鑿，共有洞窟45個，石雕造像51000余尊，被譽為“東方石窟藝
術寶庫”。午餐后返回太原，酒店位於步行街道，晚上可自由散步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
太原酒店：愉園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yuyuanhotel.com/
第七天：太原－平遙
早餐后赴【山西博物院】，那裡您可以看到山西幾千年的歷史。領略不同年代給山西的洗禮。午
餐后驅車前往平遙古城，它是我國古城風貌保存最為完整的。【平遙古城牆】為中國四大古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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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
內【日升昌票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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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遙明清街】是自明代以來的商貿集散地，臨街鋪面、
商號比比皆是，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后安排一趟懷舊之旅，參觀【古縣衙】和【古鏢局】。
平遙酒店：洪善驛民俗賓館 5✰ 或同級 http://www.sxpyhsy.com/
第八天：平遙－臨汾
早餐后參觀【雙林寺】，三晉大地，古代寺廟星羅棋布，其中平遙古跡雙林寺堪稱藝苑奇葩，彩
塑名揚海外，素有“古代雕塑博物館”之譽。后驅車前往臨汾，【堯廟】，位於臨汾市內，始建
於晉代，是為紀念華夏民族的先帝—堯建成的一座古朴優美的廟宇。廟內主要建筑有廣運大殿、
五鳳樓、堯井亭等。五鳳樓相傳是堯帝與四位心腹大臣共商國事的一地方。人們把堯帝喻為鳳中
之王，四位大臣為四鳳，故取此名。
臨汾酒店：唐堯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lftyhotel.com/
第九天：臨汾－運城
今日早餐后乘車前往【丁村文化遺址】。丁村遺址，是一片片斷崖溝壑中的沙礫地，就在這裡，
發掘出了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址。后乘車前往【關帝廟】參觀﹔位於運城西南 20 公裡
的解州鎮，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關帝廟。解州古稱解梁，是三國蜀漢名將關羽的故鄉，因此這座規
模宏大的關帝廟，有著不凡的崇高地位，古往今來，深受人們的崇敬和向往。
運城酒店：通寶國際 4✰ 或同級 http://www.tongbaohotel.cn
第十天：運城－洛陽
早餐後專車前往洛陽參觀【白馬寺】，該寺始建於東漢，距今 1900 多年歷史，是佛教傳入中國
的第一座佛寺。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石窟開鑿於 1500 年前，現存石窟 1300 多個，
造像 10 萬餘尊，佛塔 40 多座。主要洞窟有古陽洞、奉仙寺、蓮花洞、萬佛洞賓陽中洞等文化遺
址。隨後前往參觀【關林】，此地是關公頭顱埋葬地，關公在古代尊為武聖，故關林是按照帝王
的陵寢之制修建，氣勢雄偉，古柏參天，是洛陽八景之一，參觀【天子架博物館】。品嘗真不同
水席風味。
貼心安排：品嘗真不同水席風味
洛陽酒店：華陽廣場 4✰ 或同級 http://www.huayanghotel.com/
第十一天：洛陽－登封－鄭州
今日前往【嵩山少林寺】，這裡是佛教禪宗的祖庭，也是少林武術的發源地，寺內碑劇眾多，具
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千佛殿和白衣殿以殿畫精美著稱。遊客可以欣賞到精彩絕倫的少林武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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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埋葬少林高僧的墓地參觀【塔林】。隨後享用豫菜風味，飯畢參觀【河南博物館】。晚餐
時分抵達鄭州，宿鄭州。
貼心安排：少林武術表演，豫菜風味
鄭州酒店：新華建國 4✰ 或同級 http://www.xhjg.cn/
第十二天：鄭州－開封
早餐後遊覽【清明上河圖】，是按宋代畫家張捀瑞的清明上河圖所修建的，其中人員身著宋代服
裝，遊客漫步其中，彷彿回到千年以前。隨後前往位於【包公祠】市中心的包公湖西側，是後人
為紀念北宋名臣包丞而建的一座祠堂。續往被列為國寶的【北宋寶塔】（鐵塔）參觀，開封鐵塔
其實是一座琉璃磚塔，因顏色深褐，望之如鐵而得名。品嘗開封第一樓包子風味，參觀【宋都禦
街】，【山陝甘會館】。
開封酒店：開元名都 5✰ 或同級 http://www.kaiyuanhotels.com/default.html
第十三天：開封－鄭州
今日從開封返回鄭州，鄭州位於河南省中部，黃河南岸，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因為也位
於中原腹地，所以交通位置極為重要，並且該地古時商業發達，又有中原商城之稱。遊畢後前往
【黃河遊覽區】，其中“五龍峰”為中心景區，當年毛澤東就曾在此登高望遠，景區內“黃河母
親”塑像十分著名。黃河碑林集中了多種多類石碑，遊客可乘【氣墊遊船遊覽黃河】。傍晚參觀
鼓樓夜市，品味粵菜風味和老媽火鍋。
貼心安排：墊遊船遊覽黃河，粵菜風味和老媽火鍋
鄭州酒店：新華建國 4✰ 或同級 http://www.xhjg.cn/
第十四天：鄭州－北京或上海出境
今日您將搭乘豪華班機轉道北京或者上海返回您美國溫暖的家，您亦可在中國其他城市做停留，
請恰您的旅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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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1/3,17

$1,699

$2,199

加 $420

$360

$100

$2,659

12/1,29

$1,699

$2,199

加 $420

$360

$100

$2,659

2013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26

$1,899

$2,399

加 $500

$360

$100

$2,859

2/16

$1,899

$2,399

加 $500

$360

$100

$2,859

3/2,16

$1,899

$2,399

加 $500

$360

$100

$2,859

4/6,20

$2,099

$2,699

加 $600

$360

$100

$3,159

5/4,18

$2,099

$2,699

加 $600

$360

$100

$3,159

6/1,15,29

$1,999

$2,799

加 $600

$360

$100

$3,259

7/13,27

$1,999

$2,799

加 $600

$360

$100

$3,259

8/10,24

$1,999

$2,799

加 $600

$360

$100

$3,259

9/7,21

$2,099

$2,699

加 $600

$360

$100

$3,159

10/5,19

$2,099

$2,699

加 $600

$360

$100

$3,159

11/2,16,30

$1,899

$2,399

加 $500

$360

$100

$2,859

12/28

$1,899

$2,399

加 $500

$360

$100

$2,859

* “合計”包括往返國際機票、燃油費、所有的稅、中國境內的交通、酒店（2 人 1 房）、中英
雙語導遊、行程中所列之景點和節目門票、每日的精美飲食三餐（抵達當天不含餐）、旅遊期間
的意外傷害保險，但不包括單人房費。
報名之前，請先看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標準預訂通告”。
兒童費用：十一歲或以下的兒童與兩成人共用一雙人房，不佔床位時，收取成人費用之 75%；若佔床位，則收取成人費用之 90%；十
二歲或以上兒童之收費，與成人同。
機票：表列費用係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由美國洛杉磯(LAX)、舊金山(SFO)機場出發；若由紐約(JFK)機場出發，團費每人加
$100，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如表列。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因航空公司及旅遊目的地而異，且隨時會調整，不另行通知。由其他機場出發，
美國國內機票加價（部份城巿不按一般時區劃分）：
東部時區 (Eastern Time Zone) 加 $350
山區時區 (Mountain Time Zone) 加 $250

中部時區 (Central Time Zone) 加 $350
太平洋時區 (Pacific Time Zone) 加 $100

中原文化 14 天遊 (CIT006) 第 4 頁
© 2009-2011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Inc.

中國國旅假期［加州］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CA
th

2 West 5 Avenue / Lower Level Suite 200
San Mateo, CA 94402 / www.chinatravelca.com

(650) 513-1502 / fax (650) 513-1503
(888) 648-1568 / chinatravelca@gmail.com

中國國旅假期取消規矩：取消訂位必須以郵政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恕不接受口
頭通知。取消訂位及費用收取：
A：出發日期 60 天或以上取消者
B：出發日期 45－59 天取消者
C：出發日期 30－44 天取消者
D：出發日期 15－29 天取消者
E：出發日期 3－14 天取消者
F：出發日期 3 天內（包括出發當天）取消者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
$1000 美元
全部團費

無論在出發前多久，若取消訂位或變更訂位時，機票、船票、火車票已開出，或已與相關的單位作了最後
確認，在此情況下，本公司除規定之罰款外，同時将按上述相關單位的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爲了您自己的利益與安心，我們強烈建議您考慮買取消保險。請參考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保險
計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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