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晉商文化 量身訂製 頂級特色住宿 八日 

無購物、無自費、無人頭費、VIP 全新三排椅巴士 

市場唯一全覽【雲岡石窟 懸空寺 五台山 平遙古鎮 王家大院 壺口瀑布 】 

 

 
 

   
 

 

【行程特色】～本行程全程皆不安排任何購物點，不看導遊臉色 
◎平遙古城：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産、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以古城牆、古街道、古民居、古店鋪、古寺院、 

古縣衙。 

◎壺口瀑布：中國第一大黃色瀑布，是由寬數百公尺的黃河水突然收窄，陡然墜入數十公尺深的石槽中而 

形成。形如巨壺注水，故名壺口。唐代大詩人李白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詩句，描 

述其壯闊的景色。“不觀壺口大瀑布，難識黃河真面目”。（一般團體不會安排的行程） 

◎五台山：是佛教文殊菩薩的道場，為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相傳這裏最早的佛教寺廟始建於東漢，經 

歷代修葺擴建已形成一定規模。現存寺院 48 處，僧尼數百人。五臺山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古建成群、 

文物薈萃、珍品雲集，是中國古建、雕塑、繪畫的藝術寶庫。（市場唯一在五台山住宿兩晚萬豪酒店， 

並觀賞大型秀）。 

◎恒山懸空寺：的選址之險，建築之奇，結構之巧，豐富的內涵，堪稱世界一絕。整個寺院，上載危崖， 

  下臨深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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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插橫樑為基， 

巧借岩石暗托，樑柱上下一體，廊欄左右緊聯。僅 152.5 平方公尺的面積建有大小房屋 40 間。（安排登 

頂，一般團體需自費買票登頂） 

◎雲岡石窟：為我國佛教“四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現存主要洞窟 53 個，造像 5.1 萬餘尊，石雕造像吸 

收中外藝術精華，以氣勢雄偉，內容豐富多彩而聞名世界，至今仍有強大的藝術魅力。 

◎王家大院：中國最大的民居建築之一，也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該院是清代民居建築的 

重要代表，並在 2006 年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參觀中國現存最早最大的琉璃照壁〜九龍壁。 

◎造訪「天下九塞，雁門為首」的雁門關，王昭君出塞外、小說天龍八部抵抗契丹人之地。 

◎山西第一名勝晉祠。 

◎食：特色與色香味具備的飲食，餐標 RMB. 50.-～RMB. 228.-】 

全程享用各地風味餐：晉商家宴、黃河鯉魚宴、四寶藥膳、五台山佛國素宴、山西麵食風味、貴妃雞宴、



全晉風味、五星飯店自助晚餐……保障餐食的高質量。 

◎住：全程下榻各地最頂級及特色飯店，市場唯一，特別安排平遙特色 5 星古居、五台山萬豪酒店】 

平  遙：五★云鼎軒 http://m.hotel.cthy.com/index.html?tid=1398551 

臨  汾：當地最好/天鵝大酒店 http://www.egispace.com/b02_tiane.html 

靈  石：五★崇寧堡溫泉酒店 

☆本公司特別推薦安排入住二晚： 

五臺山：五★萬豪酒店 http://www.marriott.com.cn/hotels/travel/tynwm-wutai-mountain-marriott-hotel/ 

大  同：五★雲岡美高大酒店 http://yungangmeigaohotel.vip.lechengol.com/ 

太  原：五★凱賓斯基大酒店 https://www.kempinski.com/zh-cn/taiyuan/hotel-taiyuan/ 

◎行：三排椅 VIP 新車，讓無法避免的拉車行程，不再是辛苦的事。 

◎樂：特別安排《又見五台山》是著名舞台劇導演王潮歌的最新作品！90 分鐘演出過程中，180 個演員通 

過一直在旋轉的舞台演繹了人生百態。綺麗的旋轉虛幻空間，近 200 公尺長的舞台闊度構成了此劇視覺 

亮點。觀演時觀眾可以走著看、轉著看、閉著眼睛看，從室內情境體驗區穿梭到 360 度全景旋轉舞台區， 

經歷人生百態和佛祖點化。為把這一演出做成駐演項目，五台山還專門建造了一個劇場風鈴宮，長 131 

公尺、寬 75 公尺、高 21.5 公尺的空間能容納 1,600 名觀眾，由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院長朱小地和王潮 

歌共同設計完成。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太原－平遙古鎮  

行  程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山西省省會－太原，抵達後

專車前往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平遙古城。 

古城夜遊 

飯  店 五★平遙古鎮云鼎軒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晉商家宴 

http://m.hotel.cthy.com/index.html?tid=1398551
http://www.egispace.com/b02_tiane.html
http://www.marriott.com.cn/hotels/travel/tynwm-wutai-mountain-marriott-hotel/
http://yungangmeigaohotel.vip.lechengol.com/
https://www.kempinski.com/zh-cn/taiyuan/hotel-taiyuan/
http://m.hotel.cthy.com/index.html?tid=1398551


 

 

第二天 

 

平遙【平遙古城（古城牆、日升昌票號、明清街、縣衙、鏢局）】 進出古城搭電

瓶車－雙林寺－廣勝寺－臨汾 
行  程 【平遙古城牆（進出古城搭電瓶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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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衙】始建年代待考，舊志載，明萬曆年間，有過四次大規模增建，由清代以後屢

有修補，如今整座衙署已恢復了歷史的原貌。【鏢局】陳列了清代中葉華北地區保鏢行業中，所

使用過的兵器和鏢車等實物，對研究中華保鏢行業的發展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午餐後，前往平遙古城外【雙林寺】參觀；集宋、元、明、清彩塑藝術之精華，被中外專家、

學者譽為“真正的、獨一無二的世界珍寶”、“東方彩塑藝術寶庫”。 

【廣勝寺】位於洪洞縣城東北 17 公里的霍山南麓；洪洞縣霍泉之濱，始建於唐。所謂“廣勝”。

就是“廣大于天，名勝於世”的意思。廣勝寺分上下兩寺和水神廟 3 處。上寺在霍山之巔，下

寺在霍山之麓，水神廟位於下寺西側，和下寺僅一牆之隔。著名的國寶～元代戲劇壁畫，就繪

製在這裏。進入廣勝寺寺門，奇偉精緻的琉璃塔，巍然屹立，高聳入雲。這座塔始建於漢，屢

經重修，塔身用青磚砌成，共 13 層，每層均為八角形。從底到頂，各層高度逐漸遞減，而寬度

也逐層收縮，構成一個漂亮的圓錐體。 

飯  店 天鵝大酒店  或  金都花園大酒店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飯店內 

 

 

第三天 臨汾－壺口＋電瓶車－王家大院－靈石 

行  程 【壺口瀑布】在前往壺口的路上，您可欣賞到黃土高原風情、晉陝大峽谷的雄偉壯麗的景色。

壺口瀑布是由寬數百公尺的黃河水突然收窄，陡然墜入數十公尺深的石槽中而形成。唐代大詩

人李白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詩句，描述其磅礴壯闊的景色。 

【王家大院】『華夏民居第一宅』參觀；王家大院是清代漢族民居建築的集大成者，是傳承五千

年漢文明的藝術典範，是由靜升王氏家族經明清兩朝、曆 300 餘年修建而成，包括五巷六堡一

條街，總面積達 25 萬平方公尺，而且是一座極具漢族文化特色的建築藝術博物館。王家大院被

專家學者譽為"中國民間故宮"、"華夏民居第一宅"和"山西的紫禁城"，並贏得了一個流傳很廣的

口碑"王家歸來不看院"。 

飯  店 五★崇寧堡溫泉酒店（含溫泉 SPA＋免費使用泳池）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黃河鯉魚      晚餐：崇寧晚宴 

 

第四天 靈石－雁門關＋電瓶車－五台山－《又見五台山》大型秀 

行  程 【雁門關】位於中國山西省忻州市代縣縣城以北約 20 公里處的雁門山中，是長城上的重要關

隘，以「險」著稱，被譽為「中華第一關」，有「天下九塞，雁門為首」之說。與寧武關、偏

關合稱為「外三關」。楊家將死守的要塞又名西陘關，從西漢、隨唐到北宋，這裡都是無數英

雄豪傑建立威信的地方，其中楊家將在這裡更是立下彪炳戰功傳頌不已。 

飯  店 五★萬豪酒店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雁門風味      晚餐：四寶藥膳 

 

 

第五天 五臺山【五臺台山風景區含環保車（菩薩頂、塔院寺、顯通寺、萬佛閣、碧山寺、

殊像寺、龍泉寺）】 
行  程 【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演教道場，爲顯教與密教並存的佛國聖地，素有清涼勝境的美稱。 

【菩薩頂】乃五臺山五大禪處之一，清室皇帝朝山所居之行宮，五臺山黃廟領袖寺，建築之華

麗，居山中諸寺之冠，108 臺階也是我們集體進行三步一拜之禮的地方。【顯通寺】爲中國最早

http://www.egispace.com/b02_tiane.html
http://jindugardengrandhotel.vip.lechengol.com/
http://www.marriott.com.cn/hotels/travel/tynwm-wutai-mountain-marriott-hotel/


的寺廟之一，也是五臺山歷史最久遠、占地最大、影響最廣的寺廟。【塔院寺】寺內釋迦牟尼舍

利塔高聳雲霄，塔刹、露盤、寶瓶皆爲銅鑄，塔腰及露盤四周各懸風鈴，共 252 枚，微風吹過，

叮噹作響，極富古刹情趣。【萬佛閣】俗稱五爺廟，五臺山香火最旺盛的寺廟，您可在這裏為親

朋好友祈福祝願。【碧山寺】是五臺山唯一的一座帶戒壇的寺院，寺內的緬甸玉佛是五臺山諸寺

中絕無僅有的工藝瑰寶，成為國內外頗具影響力的著名大寺院。【殊像寺】爲五臺山五大禪處之

一，文殊菩薩的主廟，蕎面頭文殊塑像及懸塑五百羅漢渡海圖全國聞名。【龍泉寺】寺內精美的

漢白玉牌坊及衆多石雕作品堪稱五臺山絕品，石雕工藝之精湛，構築之巧妙，世所罕見，而中

院有南山寺當家和尚普濟的墓塔，雕刻精美，也稱一絕。 

飯  店 五★萬豪酒店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佛國素齋風味 

 

 

第六天 五台山－渾源（懸空寺、恒山景區、含纜車上下）－大同 
行  程 【恒山風景區】。北嶽恒山與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並稱為“五嶽”，自古

是道教聖地，主峰天峰嶺海拔 2,017 公尺，陡峭的北坡，遍佈莽莽蒼蒼的松樹林，南坡則有眾

多的古代帝王祭祀北嶽時修建的廟宇道觀。【懸空寺】道教名山五嶽之北嶽恒山，參觀恒山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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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神工騰空欲飛，唐朝李白揮筆「壯觀」，而明代徐霞客則譽爲「天下巨觀」。恆山懸空

寺距今超過 1,500 年歷史，全寺總共有 40 間殿閣，看起來用十幾根木柱支撐，其實重心是支撐

在堅硬的岩石裡，有人形容是「懸空寺，半天高，三根馬尾空中吊」。曾入選＜時代週刊＞世界

十大不穩定建築。 

飯  店 五★雲岡美高大酒店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渾源風味      晚餐：飯店自助餐 

 

 

第七天 大同【雲崗石窟＋電瓶車、九龍壁、上下華嚴寺】－太原 
行  程 【雲岡石窟】參觀；是中國“石窟三聖”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齊名，始建於 1,500

年前，依山而鑿，共有洞窟 45 個，石雕造像 51,000 餘尊，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在世界文明寶

庫中佔有重要地位，被譽為“東方石窟藝術寶庫”。【九龍壁】在我國現存最享盛譽的三座九

龍壁中，它是建築年代最早、體積最大、最富藝術魅力的一座。【華嚴寺】為遼代皇室家廟；

這裏有中國最大的佛寺殿宇，有被譽為“中國蒙娜麗莎”的“合掌含笑露齒菩薩”等堪稱極

品。 
飯  店 五★凱賓斯基大酒店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雁北風味      晚餐：養生貴妃雞風味 

 

 

第八天 太原－晉祠/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晉祠】這是一處國家少有的大型祠堂式古典園林，集南方園林的秀美與北方園

林的壯觀為一體，將優美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為山西十大旅遊景點之

一。其中聖母殿、魚沼飛梁、獻殿享有“三大國寶”之稱；周柏、難老泉、宋塑

侍女像被譽為“晉祠三絕”等等，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  

飯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機上簡餐 

 

http://www.marriott.com.cn/hotels/travel/tynwm-wutai-mountain-marriott-hotel/
http://yungangmeigaohotel.vip.lechengol.com/
https://www.kempinski.com/zh-cn/taiyuan/hotel-taiy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