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功夫夫河河南南６６日日  
少少林林寺寺、、雲雲台台山山、、萬萬仙仙山山、、康康百百萬萬莊莊園園  

★★無無購購物物★★桃桃園園出出發發★★  出出發發日日::99//1199((四四))  
行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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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贈送:  

1.河南旅遊地圖一份/2.少林小和尚塑像一隻/3.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 全程無購物(車上導遊推薦當地土特產：花生、紅棗、木耳、山藥等土特

產，貴賓們可自由選購，饋贈親友或自用皆相宜，絕不強迫。) 

◆贈送自費:黃河遊覽區+氣墊船 (※如遇特殊因素秀無法演出，則更改內容或不推該項

目，請以出團公告為準。) 

 

航班參考:  

日期 航班 行程 出發時間 到達時間 

9/19 CZ3024 TPE/CGO 11:50 14:30 

9/24 CZ3023 CGO/TPE 08:10 10:50 

 

行程內容:  

★第 1 日 桃園機場/鄭州(黃帝故里、鄭東新區如意湖、外觀河南

藝術中心)─新密 

搭乘豪華客機經前往河南省的省會【鄭州市】歷史源遠流長，它是中華民族

最早的聚居地之一和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文物古跡、文化遺址眾多，自然

地貌複雜多樣，高山、平原、丘陵、河流，構成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 

【鄭東新區】被稱為鄭州的浦東，是集金融、商務、住宅、旅遊等多功能於

一體的 CBD 中心。環形建築群中間的中心公園內佈置有鄭州國際會展中心、

河南藝術中心和鄭州會展賓館等標誌性建築。 【如意湖】如意湖位於鄭州

鄭東新區 CBD 中央公園的中心，周圍分佈著 CBD 三大標誌性建築——鄭州國

際會展中心、河南藝術中心、鄭州會展賓館。如意湖占地約 160 畝 CBD 中心

與 CBD 副中心通過如意河相聯，空中俯瞰，酷似中國傳統的吉祥物――如

意，CBD 如意湖因此而得名。  

【外觀河南省藝術中心】河南藝術中心是河南省建國以來投資規模最大、設

計水準最高的重點文化設施建設項目，是河南省傾力打造的標誌性文化工



程。自 2003 年 12 月奠基以來，歷經 3 年多建成，總投資近 10 億元，總建

築面積 7.7 萬多平方米。藝術中心建築方案由加拿大國際著名設計大師設

計，建築造型分別源于河南出土的 2500 年前至 8700 年前古代樂器陶塤、

管樂器石排簫和中華第一笛“骨笛＂的抽象造型，充分體現了中原古老文化

與現代建築藝術完美結合的設計理念。  

【黃帝故里】黃帝和炎帝被奉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所以中國人自稱炎黃

子孫。軒轅故里位於新鄭市北關，相傳為黃帝出生地，整個景區分拜殿，紀

念館，廣場，九鼎等組成。近幾年，每年都有很多海內外華人來此尋根拜祖。 

午餐: 機上餐  晚餐: 豫菜風味 80 

住: 承譽德或同級 

 

★第 2 日 新密─登封（少林寺含電瓶車、武術表演）─1H- 康百

萬莊園-焦作 

登封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我國第一個朝代夏王朝定都陽城，即今天的登封告

成，“登封＂、“告成＂則因西元 696 年武則天“登＂嵩山，“封＂中嶽，

大功“告成＂而得名。少林寺是佛教禪宗祖庭，中嶽廟是五嶽之中規模最大

的道觀，嵩陽書院則是北宋鴻儒程顥、程頤兄弟講學之所，是宋明理學的發

源地之一。綿延數千年的文化積澱，使登封成為“佛道儒＂三教薈萃之地，

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三教合一＂的一個縮影，2010 年 8 月嵩山古建築群列

入世界文化名錄。 

 【少林寺】位於中嶽嵩山西麓，背依五乳峰，周圍山巒環抱、峰峰相連、

錯落有致。嵩山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各擁三十六峰，峰峰有名，少林

寺就是在竹林茂密的少室山五乳峰下，故名“少林＂。少林寺為中國武術之

鄉，也是禪宗祖庭，寺內古建築以（練功房）內地磚之凹陷情形，可知少林

功夫深奧之道。特別安排全方位觀看精彩的【少林武術表演】，不同特色的

少林武術絕學一一展示，更有邀請貴賓互動參與切磋少林十八班武藝，精湛

武藝讓人嘖嘖稱讚。 



【康百萬莊園】是西元十七、十八世紀華北黃土高原封建堡壘式建築的代

表。它依“天人合一、師法自然＂的傳統文化選址，靠山築窑洞，臨街建樓

房，瀕河設碼頭，據險壘寨墻，建成了一個各成系統、功能齊全、布局謹慎、

等級森嚴的、集農、官、商爲一體的大型地主莊園；它的石雕、木雕、磚雕，

被譽爲中原藝術的奇葩。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永泰寺素齋 60 晚餐: 懷慶府風味 80  

住: 山陽建國或同級 

  

★第 3 日 焦作-雲臺山風景區含環保車：紅石峽、潭瀑峽─輝縣  

【雲臺山風景區】以山稱奇，整個景區峰峰如畫，岩岩皆景。雲臺山風景以

水叫絕，雲台大瀑布 314 米落差，堪稱華夏之冠。景區內，泉瀑爭流，峭壁

懸崖，奇石翠柏遍布山岩，有大小名峰 36 座，天然溶洞十數個，潭瀑泉池

不計其數。以水叫絕。 

【紅石峽】河南雲臺山紅石峽位於子房湖南。它集泉瀑溪潭澗諸景於一穀，

融雄險奇幽諸美於一體，被風景園林專家稱讚為「自然山水精品廊」。紅石

峽，這方石英砂岩峽谷，因富含氧化鐵, 經子房河水長年侵蝕，夢幻般的丹

崖碧水，集秀、幽、雄、險於一身，泉、瀑、溪、潭于一穀＂的奇景。這裡

外曠內幽，奇景深藏，兩岸峭壁雄峰，濃縮天下名山大川之精華。從山上到

穀底，天上人間，如入仙境。紅石峽長約 1500 米  谷深 68 米，最寬處 二

十幾米， 最狹窄處 只有幾米。冬暖夏涼又叫長春穀 

【潭瀑峽】潭瀑峽地處雲臺山北部略偏西，是主要河流子房河的一個源頭。

溝長 1270 米，南北走向。溝東面，峭壁聳翠，基岩裸體。溝西面，競秀峰

參差俏麗，峰群一字排列，峰峰直立，爭奇鬥異。在曲曲彎彎的溝槽內，瀠

洄著一條會唱歌、會跳舞的溪水，這條能歌善舞的溪水叫小龍溪。在雲臺山

風景畫廊裏，潭瀑峽（小寨溝）是大自然的傑作。它三步一泉、五步一瀑、

十步一潭，呈現出千變萬化的飛瀑、走泉、彩潭和山石景觀，故得雅號：“潭

瀑川＂。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雲臺山珍 60  晚餐: 輝縣風味 80 

住:豐勝中州(當地最好)或同級  

 

★第 4 日 輝縣-萬仙山景區:絕壁長廊郭亮洞-郭亮村(含環保車) 

-開封城的西門-大樑門(古城牆+城摞城＂古馬道＂+城牆歷史博物

館)- 禦河遊船(夜遊單程) 

新鄉源於西漢為獲嘉縣的新中鄉，西晉太和五年(370 年)在今新鄉市建新樂

城。《史記志疑》說：“樂者村落之謂，古字通用＂，新樂亦即新鄉之意。

隋置新鄉縣。地處河南省北部，南臨黃河，與省會鄭州、古都開封隔河相望。 

【太行赤壁精華萬仙山景區：絕壁長廊郭亮洞、郭亮村】萬仙山景區是南太

行風光的典型代表，太行之魂的集中體現，景區內既有雄壯而蒼茫的紅崖絕

壁，又有妙曼而又秀雅的山鄉風韻，集雄、險、奇、秀、幽為一體，各類景

點有 200 餘處，主要有紅岩絕壁大峽谷、影視村、絕壁長廊、天池、蓮花盆、

白龍洞、喊泉、日月星石、黑龍潭瀑布、五峰林農場、磨劍峰、丹分溝等。

盛夏時節，清涼入秋。萬仙山夏季氣溫較低，比平原地帶氣溫低 6-8 度，是

理想的避暑勝地。 

萬仙山風景區•絕壁長廊。這是一條橫穿絕壁的長廊通道，絕壁長廊長 1250

多米，由郭亮村民手工完成，其中主要負責開鑿的十三位村民被稱為郭亮洞

“十三壯士＂。郭亮洞被譽為 “世界第八大奇跡＂、“世界最險要十條路

之一"、“全球最奇特 18 條公路之一"。 

穿行絕壁長廊後，即抵達太行明珠～郭亮村。郭亮村依山勢坐落在千仞壁立

的山崖上，地勢險絕，景色優美，以奇絕水景和絕壁峽谷的"掛壁公路"聞名

於世，又被譽為"太行明珠"。以其獨特的山勢，峰巒疊嶂，山青水秀，洞奇

瀑美，潭深溪長，質樸的石舍，淳樸的山民，有石磨石碾石頭牆，石桌石凳

石頭炕，渾石到頂的農家莊院，一幢幢，一排排，依山順勢地座落在千仞壁

立的山崖上，以其特有的魅力，招來了大批中外遊客，也受到了影視廠家、

藝術家們的厚愛。 



開封城的西門——大樑門： 始建于唐建中二年(781 年) ，北宋時又稱"閶

闔門"。如今的大樑門是 1998 年開封市重建的第一座城門。明朝開國之初，

朱元璋將開封作為明朝都城南京的陪都。正因如此，全長 14.4 公里的開封

城牆是我國現存的僅次於南京城牆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築。幾千年來，開封

曾多次經歷黃河水患，數座開封古城被深埋地下，故而形成了城摞城的奇觀。 

2000 年 5 月，開封城牆文物保護所在大樑門城樓北側一段城牆的地下，意

外地發現了一層保存較為完好的早期馬道遺跡。通過發掘，又發 

現了埋藏深度和時代早晚各不相同的幾層古馬道。能夠如此清晰呈現古馬道

疊壓關係的古馬道遺址是目前開封唯一能直觀窺見城摞城奇觀的地方。 

大樑門古馬道遺址+城牆歷史博物館： 景區位於開封城牆大樑門內北側，大

樑門景區 包括古城牆+城摞城“古馬道＂遺址+城牆歷史博物館三個部分組

成。開封古城的西門，古稱“大樑門＂，始建于唐建中二年(781 年) 北宋

時又稱閭闔門。明初，朱元璋升開封為北京，為明都南京之陪都，改西門為

大樑門，俗稱西門。其城門樓後屢經戰亂和風雨水患，殘敗破落，終遭拆除。

今大樑門系于 1998 年重建，是開封目前唯一重建的一座城門，成為古都的

重要象徵。城門基採用青磚結構，設拱形門洞三個，城樓採用重簷歇山式建

築風格，雕梁彩繪，古樸典雅，雄偉壯觀。 

註: 如遇到大樑門+古馬道+城牆歷史博物館維修或休館或因不可抗拒因

素，行程將變更改山陝甘會館。敬請見諒! 

禦河遊船(夜遊單程)：全長 1.9 公里的河流，南連包公湖，北牽龍亭湖，兩

岸連綿不斷的宋式建築充盈了游客的視綫。泛舟踏歌，穿越千年歷史，水上

一游，讓人對開封的歷史文化有新的感悟和體驗。亭榭樓臺、勾欄瓦肆；槳

聲燈影搖,人在畫中游，美輪美奐、宋韵十足。乘船游于禦河之上，我們感

受著宋都古城的韵味兒，體驗到水美、景潤，更感受到休閑之美、文化之力。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農家風味 60 晚餐: 包子風味 80 

住: 開元名都或同級  



★第 5 日  開封-清明上河園、開封府、包公伺、黃河遊覽區+氣墊

船~炎黃二帝廣場 –鄭州 

【清明上河園】清明上河園是一處位於河南省開封市龍亭湖西岸的宋代文化

主題公園，同時也是中國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基

地。它是以畫家張擇端的寫實畫作《清明上河圖》為藍本，按照《營造法式》

為建設標準，以宋朝市井文化、民俗風情、皇家園林和古代娛樂為題材，以

遊客參與體驗為特點的文化主題公園。 

【包公祠】 爲是後人 紀念北宋名臣包拯而建的一座祠堂。包公的故事在中國

可謂婦孺皆知，我國的傳統戲曲曲目中的《鍘美案》等都生動描述了這位清

强官是怎樣的不畏 權，執法如山。包拯在北宋時期曾任開封府尹，一生為官

清廉，其功德為後人世代傳頌。 

【黃河遊覽區】此處茂林秀竹，亭台相映，景色迷人，登臨小岳山頂，憑欄

遠眺，黃河之水一望無際，使人想起李白詩句“黃河之水天上來＂之含義。

在這我們還可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汴京風味 60  晚餐: 燴麵風味 80 

住: 希爾頓或萬達文華或同級  

 

★第 6 日 鄭州/桃園機場 

懷著飽飽的回憶前往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結束這次難忘的鄭州之旅。  

早餐: 早餐餐盒  

住: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國曆 1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 

團費報價:$28800 元/人   訂金:8000 元/人 

(全程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   

 

※團費包含：含含導導遊遊領領隊隊司司機機小小費費、、保險 500 萬責任險+20 萬意外

醫療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機場稅金燃油附加稅。 

※團費不含：不不含含接接送送、個人證件辦理費用、行程中如有自費項目費用、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服務人員：郭宗揚 0937-304500 

              吳薇 Sunny 0927-755222 
電話：05-5331100  傳真：05-5346600 
～飛馬的用心，希望您來體驗，深得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