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ING CENTRAL
KINGDOM 6 DAYS

唐宋豪情 少林太极
中原文化探索之旅6天
行
程
亮
點
Day 1

團
費

◆ 中國石刻藝術寶庫之壹的龍門石窟；
◆ 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
◆ 道教五嶽聖地之壹的崇山少林寺；
◆ 國家AAAAA風景區-清明上河園；

4月：08、14

鄭州接機 Arrive Zhengzhou

Zhengzhou/Dengfeng/Luoyang

早餐後赴世界文化遺產----中嶽嵩山。 參觀禪宗祖
庭、功夫聖地嵩山少林寺、以及少林歷代高僧埋葬
的塔林。 自費欣賞:少林武術表演。 後赴十三朝古都
洛陽,參觀世界文化遺產、佛教藝術寶庫----洛陽龍門
石窟,這是一部研究中國佛教藝術的大百科全書,自北
魏歷經隋唐五代至宋朝400多年的開鑿,至今仍保存
有2300多座洞窟及十幾萬尊佛教雕刻, 規模之宏偉令
人歎為觀止。 夜遊洛邑古城,自由品嘗洛陽當地特色
風味。

洛陽（早/午 B/L ）

早餐後參觀珍藏有50余萬件稀世珍寶如青銅器、石
刻、唐三彩、古墓壁畫等珍貴文物的國家一級博物
館----洛陽博物館。 之後自費參觀隋唐洛陽城國家遺
址公園。遊覽世界上曾經最宏偉、最高大的宮殿建築
遺址----武則天皇宮明堂、天堂、九州池御花園等。
香港鬼才導演徐克《狄仁傑》系列電影中描繪的輝煌
洛陽皇宮內的通天浮屠(即天堂)、明堂等建築已被規
劃為國家大遺址公園保護並全方位展示出來。
Day 5

洛陽/鞏義/鄭州（早/午 B/L）
Luoyang/Gongyi/Zhengzhou

起

Date
2019 出發日期
抵達日期Departure
Arrival Date

早餐後驅車赴黃土高原腳下的鞏義,參觀康百萬莊
鄭州新鄭國際機場接機。（24小時免費接機，每兩小 園,始建于明末清初,康百萬是明清以來對「中原
時機一次）
活財神」康應魁家族的統稱。 與山西晉中喬家大
院、河南安陽馬氏莊園並稱「中原三大官宅」,被
鄭州/開封/鄭州（早/午/晚餐 B/L/D）
譽為豫商精神家園、中原古建典範。 繼續參觀北
Day 2
Zhengzhou/ Kaifeng/ Zhengzhou
宋皇陵。 宋陵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皇陵群之一,
早餐後之後赴八朝古都開封。 抵達北宋首府---開封
占地面積約156平方公里,現地上所存近千件精美
府包府坑遺址,參觀紀念北宋著名清官包青天的包公
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 參觀民俗
祠、車覽宋都禦街、鼓樓廣場、外觀宋金六代皇宮遺 演義《狸貓換太 子》中的太子,即北宋第四代皇帝
址---龍亭;之後參觀巍然屹立千年,集合了中國古代建 宋仁宗趙禎的陵寢---永昭陵。 午餐後赴鄭州參觀
築藝術高超成就的北宋鐵塔;而後參觀仿照久負盛名
黃河風景名勝區,瞻仰中華民族先祖----世界最高
的千古名畫《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東京汴梁城(開封
的炎黃二帝巨塑、九鼎廣場、華夏上下五千年百
城) 而修建的世界上最大的仿宋主題公園----清明上河 位歷史人物雕像;您還可自費乘坐中國唯一的水陸
園。 自費品嘗宋都汴梁流傳千年的各種美味。 之後
兩栖氣墊船遊覽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遊船經過黃河
欣賞大型實景演出《大宋.東京夢華》。 (如遇天氣或 中下游分界線桃花峪、 劉邦項羽中分天下的古戰
技術原因停演,我們將安排洛陽大型實景史詩劇《武則 場「楚河漢界」遺址。 鄭州遊覽中國第一個向國
天》、或《禪宗少林音樂大典》）
際招標,由國際建築大師黑川紀章總體設計的鄭東
新區CBD、國際會展中心、河南藝術中心、如意
Day 3 鄭州/登封/洛陽（早/午/晚餐 B/L/D）
湖等景點。

Day 4

499

$

Day 6

鄭州送機（早餐 B）

早餐後送往鄭州新鄭國際機場送機。（每兩小時
免費送機一次）

指定自費項目（必須參加）USD180/人
黃河風景名勝區(含炎黃二帝巨塑)、清明上河園、
大宋•東京夢華、北宋鐵塔

推薦項目 Recommended programs^
USD70/人
夜遊麗景門老城歷史街區、氣墊船游黃河、少林
武術表演、隋唐洛陽城國家遺址公園

1.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參團，
其他客人 另有團 規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客人抵達後，請出
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方可參團。 3.此特價團報名之後，無
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免費接送機服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 3
天預訂，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5. 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
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團，請客人注意。 6.此行程僅供出
發前旅客參考，最終確認行程資訊以我公司出發前通知為準。

10月：13

12月：15

4月牡丹花節需付附加費USD80/人 （含洛陽牡
丹園門票）

費用列表 Price List
團費

指定自費

小費

Tour Fee

Compulsory

Tipping

programs

CAD 499 USD 180

單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USD 60 CAD 280

2 歲以下小童免費 Child under 2yrs old
2-12 歲小童（占床）

Child 2-12 yrs old (with bed)

2-12 歲小童 (不占床位 不含早餐)

Child 2-12 y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FREE
CAD399
CAD199

鄭州山水時尚酒店 Shanshui Trends Hotel
洛陽牡丹城酒店 Luoyang Peony City Hotel
或同級 or Equivalent
费用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 :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 專業中文導遊 (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保險 :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费用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 :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自費 :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交通 : 景區內電瓶車及其它交通工具費用
Cable car & ot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保險 :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 醫療、失竊、旅
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BPCPA#76109/76110/76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