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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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安陽 殷墟博物苑 焦作 雲台山 紅石峽 潭瀑峽 林州 輝縣 太行山
太行山峽谷 萬仙山
中華影視村－
中華影視村－郭亮村 山西－
山西－王莽嶺 錫崖溝－
錫崖溝－掛壁公路奇觀 長治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虹梯關太行山大峽谷－
虹梯關太行山大峽谷－通天峽 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王相岩 桃花谷 红旗渠
九天人文風光之旅
人文風光之旅

團號：CSCS-CGTH
CGTHTH-9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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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2771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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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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
並不安排購物商店，帶您深
度暢遊河南
度暢遊河南、
河南、山西－
山西－太行山大峽谷、
太行山大峽谷、雲臺山、
雲臺山、萬仙山、
萬仙山、中華影視村－
中華影視村－郭亮村、
郭亮村、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王莽嶺、
王莽嶺、
錫崖溝－
錫崖溝－掛壁公路奇觀，
掛壁公路奇觀，觀賞太行山水自然美景之旅
觀賞太行山水自然美景之旅，
美景之旅，領略人文歷史文化
領略人文歷史文化之旅
歷史文化之旅。
之旅。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鄭州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旅遊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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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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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過暢遊河南、
一次過暢遊河南、山西太行山－
山西太行山－河南．
河南．萬仙山、
萬仙山、中華影視村－
中華影視村－郭亮村、
郭亮村、林慮山、
林慮山、太行之魂－
太行之魂－王相岩、
王相岩、桃
花谷、
花谷、山西．
山西．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虹梯關太行山大峽谷－
虹梯關太行山大峽谷－通天峽、
通天峽、王莽嶺，
王莽嶺，觀賞太行山大峽谷山水風光
觀賞太行山大峽谷山水風光
美景。
美景。
覽勝太行山
覽勝太行山“
太行山“人工天河”
人工天河”红旗渠奇景
红旗渠奇景風光
奇景風光，
風光，觀賞太行山
觀賞太行山大型水利灌溉工程
太行山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風光美景
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風光美景。
風光美景。
暢遊山西
暢遊山西太行山
山西太行山－
太行山－王莽嶺
王莽嶺、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大峽谷，觀賞錫崖溝
觀賞錫崖溝－
錫崖溝－掛壁公路奇觀，
掛壁公路奇觀，觀賞太行山風光
觀賞太行山風光美景
太行山風光美景。
美景。
暢遊河南著名風景區－
暢遊河南著名風景區－雲臺山，
雲臺山，觀賞集秀
觀賞集秀、
集秀、幽、雄、險於一身，
險於一身，泉、瀑、溪、潭於一谷的紅石峽奇景。
潭於一谷的紅石峽奇景。
暢遊世界文化遺產
暢遊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殷墟博物苑，
殷墟博物苑，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
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
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甲骨
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
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深圳
香港 深圳  鄭州～
鄭州～焦作(
焦作(晚餐)
晚餐)(品嚐河南風味
嚐河南風味)
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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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往河南省會城市－鄭州或洛陽。鄭州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八大古都之一，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和中
華民族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早在3600多年前，商湯就在這裡建都，成為我國現已考證的最早的都城。抵達後，
或乘車往焦作。
晚宿焦作
晚宿焦作準
焦作準五星級標準三維戴斯酒店或
五星級標準三維戴斯酒店或雲台天階國際飯店或
雲台天階國際飯店或焦作迎賓館或同級
焦作迎賓館或同級。
同級。
或
晚宿鄭州五星級標準天地粵海酒店
晚宿鄭州五星級標準天地粵海酒店或
天地粵海酒店或泰宏文森特國際酒店或
泰宏文森特國際酒店或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希爾頓酒店或
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希爾頓酒店或
萬達文華酒店或
萬達文華酒店或航空港萬怡酒店或同級
航空港萬怡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河南．
河南．焦作(
焦作(雲臺山+
雲臺山+乘景區觀光車
景區觀光車+紅石峽、
紅石峽、潭瀑峽、
潭瀑峽、泉瀑峽)
泉瀑峽)～山西．
山西．王莽嶺
(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山珍風味)
嚐山珍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焦作修武縣雲臺山，轉乘景區觀光車往遊覽景區。雲臺山的紅石峽以丹霞地貌著稱於世。紅石
峽也稱“溫盤峪”，那裡被譽為“中原第一景”。紅石峽是雲臺山最有名的景點。這片石英砂岩峽谷因為富含
氧化鐵因而呈現出詭異的鏽紅色，加上子房河水對它千百萬年的侵蝕，終於形成了“集秀、幽、雄、險於一身，
泉、瀑、溪、潭於一谷”的奇景。有“盆景峽谷”的美譽。之後乘車往潭瀑峽，又名小寨溝，泉瀑峽又名老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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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乘車往位於山西省東南部，太行山南端的陵川縣王莽嶺。
晚宿陵川準三星級標準棋源山莊或臥龍山莊或
晚宿陵川準三星級標準棋源山莊或臥龍山莊或王莽嶺生態休閒館或
準三星級標準棋源山莊或臥龍山莊或王莽嶺生態休閒館或同級
王莽嶺生態休閒館或同級。
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山西．
山西．太行山風光－
太行山風光－王莽嶺+
王莽嶺+乘纜車/
纜車/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錫崖溝－
錫崖溝－掛壁公路奇觀、
掛壁公路奇觀、
錫崖溝大瀑布～
錫崖溝大瀑布～長治(
長治(早/午/晚餐)
晚餐)(山西面食風味)
山西面食風味)

早餐後，乘車前往遊覽太行山－
太行山－王莽嶺。
王莽嶺。太行山把最美的風光給了南太行，南太行最美的風光在王莽嶺。王莽
嶺奇峰匯聚，巍峨挺拔，雄偉壯闊，山勢崢嶸，絕壁如削，險峰幻迭，雲海浩瀚，蒼柏翠綠。形成了罕見的地
質景觀，既有北方山水的雄闊壯偉，又有南方風光的文靜秀美，是太行山風光的典型代表。王莽嶺與錫崖溝之
間隔著太行山，除了懸崖峭壁還是懸崖峭壁，沒有路就是沒有路。1962 年，錫崖溝人為走出大山，靠雙手自
力更生、艱苦奮鬥三十年，用錘子、釺子在王莽嶺的絕壁上開鑿出一條長達 7.5 公里長的“掛壁公路”
掛壁公路”，造就
了中國鄉村築路史上的一大奇跡。
晚宿長治準
晚宿長治準五星級標準潤爾萊酒店
五星級標準潤爾萊酒店或
潤爾萊酒店或金威大酒店或同級
金威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長治～
長治～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紅豆峽景區－
紅豆峽景區－三疊潭、
三疊潭、黑龍潭景區
黑龍潭景區、
景區、
青龍峽景區
青龍峽景區－
景區－青龍潭)
青龍潭)～平順(
平順(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遊覽壺關太行山大峽谷
壺關太行山大峽谷，集雄、奇、峻、美於一體的太行山大峽谷壺關段，位於長治市壺關
縣境內。綿延40多公里的太行山大峽穀，峭壁陡立，峽谷縱橫，極為壯觀。刀削斧劈的懸崖，千奇百態的山石，
甘甜可口的清泉，如練似銀的瀑布，碧波蕩漾的深潭，引人入勝的溶洞，遍佈群山的林海盡在峰巒澗壑之中。
太行山大峽谷－紅豆峽、黑龍潭、青龍峽等景點，構成了雄渾壯麗的太行山大峽谷奇觀。黑龍潭傳說因有黑龍
盤踞在此而得名。黑龍潭清雅靜謐，潭由齊整的大砂石條砌成。潭旁的山岩上留有古人題刻的石碑：“古龍泉”
“龍潭驟雨”“神龍致雨”“八景第一靈跡”等。潭內有龍王廟，古為方圓百里的鄉民在受旱災時，祈求甘霖
的神聖之地。太行山大峽谷青龍峽、
青龍峽、青龍潭景區是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秀
麗風光，瞭解地質變遷的歷史和現狀。
晚宿平順準四星級
晚宿平順準四星級標準
平順準四星級標準通天峽大酒店
標準通天峽大酒店或
通天峽大酒店或長治潤爾萊酒店
長治潤爾萊酒店或
潤爾萊酒店或金威大酒店或同級
金威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平順．
平順．虹梯關太行山大峽谷－
虹梯關太行山大峽谷－通天峽、
通天峽、獼猴寨、
獼猴寨、通天湖、
通天湖、神龜湖、
神龜湖、乘往返天
界索道纜車、
界索道纜車、天街、
天街、仙人峰－
仙人峰－天露台．
天露台．玻璃觀景台～
玻璃觀景台～林州或安陽(
林州或安陽(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平順太行山通天峽景區，
平順太行山通天峽景區，太行山通天峽景區橫跨山西、河南兩省交界，主景區位於平順縣虹梯
關鄉境內。自然景觀奇險壯麗，谷中山高峰險，峭壁林立，飛瀑流湍，潭清水深，林幽樹密，鳥語花香，春花
秋月，夏雨冬雪，四季風景各不同。通天峽景區分為兩部分：東部是以谷底湖泊、瀑布、溪水為特點的水系景
觀，有通天湖、神龜湖、嬉水潭、三疊瀑、水簾洞等景點；西部是以峽谷、山峰、隘谷為特點的峽谷景觀，
有石屏山、逍遙谷、仙人峰等景點。通天峽奇峰林立、巍峨厚重，峽谷萬丈、壁立千仞，林秀潭幽、鳥語花香。
堪稱北方小九寨。天街是通往仙人峰天露臺的一條懸崖邊小路，長700多米。天露臺坐落在仙人峰頂之上，有
360平方米，全部用透明玻璃鋼鋪架，站在天露臺極目四周，太行風光盡收眼底，遠處是蜿蜒的山巒，腳下是
懸崖深谷，千姿百態的奇峰盡收眼底。春天這裡嫩芽點綠、山花爛漫，懸崖上尚未消融的冰掛映襯著童話般的
世界；夏天這裡綠蔭圍湖、鶯飛燕舞，流水梳理著翠綠的樹枝與碎石；秋天紅葉鋪山、彩林滿目，如練似銀的
飛瀑彈奏著沁人心 脾的樂章；冬天雪裹山巒、冰瀑如玉，藍色湖面的冰層充滿了詩情畫意。之後乘車往晉城，
晉城地處太行山、王屋山、中條山三山的交界處，歷史悠久，自然地理景觀眾多。之後乘車往河南．林州．安
陽。
晚宿安陽準
晚宿安陽準五星級標準華強諾華廷酒店
五星級標準華強諾華廷酒店或
華強諾華廷酒店或安陽迎賓館或洹水灣(
安陽迎賓館或洹水灣(溫泉)
溫泉)國際大酒店或
國際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
達嘉華酒店或林州
華酒店或林州市
或林州市紅
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林州或安陽～
林州或安陽～太行山－
太行山－林慮山+
林慮山+乘觀光車(
觀光車(太行山大峽谷．
太行山大峽谷．太行之魂－
太行之魂－王相岩、
王相岩、
泉潭疊瀑－
泉潭疊瀑－桃花谷、
桃花谷、國畫長廊－
國畫長廊－太行天路)(
太行天路)(早
)(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乘車往林州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
林慮山太行山大峽谷。太行山大峽谷地處河南省西北部，南太行山東麓的林州市西側，境
內斷崖高起，群峰崢嶸，陽剛勁露，台壁交錯，蒼溪水湍，流瀑四掛，峰、巒、台、壁、峽、瀑、嶂、泉、姿
態萬千，是北方山水風光的典型代表。王相岩位於林州太行大峽谷裡面，林慮山主峰西側。峰崖嶙峋，泉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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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花木擁翠，風景優雅，被譽為
被譽為“太行之魂”
太行之魂”。王相岩人文氣息濃厚，自古就是一座名山。商代國王武丁和
宰相傅說曾經在此居住生活，“王相岩”也就是因此而來。之後乘車往桃花谷。
桃花谷。桃花谷景觀奇特，奇峰突兀，
一條蜿蜒曲折的桃花溪水貫穿於整個峽谷，溪水兩岸草藤垂掛，雜木叢林莽莽無際，隨山風湧動的綠潮似海水
漫捲。沿谷流下的溪水跌落成瀑，瀑落成潭，潭瀑相連，更兼峽谷山峰，山泉出露，崖崖飛瀑，縱橫山溝，溝
溝見泉，構成了桃花谷山靈水秀的峽谷水韻。高山懸瀑落百丈，泉流潭水澄如鏡，石山石林千姿百態，林木茂
盛青翠蔥鬱，三九桃花開雪裡，這是對桃花谷的真實寫照。桃花谷處處是美景，景景惹人醉。乘坐觀光車遊走
太行天路，猶如置身百里畫廊，滿眼望去，無處不是大氣磅礴的國畫山水長卷，深邃的峽谷、直立的岩壁，帶
給旅客強烈的視覺震懾。
晚宿安陽準
宿安陽準五星級標準華強諾華廷酒店
五星級標準華強諾華廷酒店或
華強諾華廷酒店或安陽迎賓館或洹水灣(
安陽迎賓館或洹水灣(溫泉)
溫泉)國際大酒店或
國際大酒店或萬達嘉華酒店
達嘉華酒店或林州
華酒店或林州市
或林州市紅
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旗渠迎賓館或同級。
第七天
第七天：安陽(
安陽(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商．殷墟博物苑)
殷墟博物苑)～林州(
林州(人工天河－
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青年洞)
青年洞)～
輝縣或
輝縣或萬仙山(
萬仙山(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農家風味)
品嚐農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遊覽世界文化遺產—殷墟博物苑。殷墟博物苑位於河南省安陽市的西北郊，橫跨洹河南北兩岸。
古稱“北蒙”，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
古代都城遺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1899年甲骨文發現和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以來，殷墟發現的大量都城
建築遺址和以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豐富的文化遺存，展現了中國商代晚期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奠定了殷
墟作為中國古代第一個有文字可靠的古代都城地位。太行山紅旗渠是一項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原名引漳入林工
程，後正式定名為“紅旗渠”。工程於1960年2月動工，至1969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歷時十年餘。它以
濁漳河為源，在山西省境內的平順縣石城鎮侯壁斷下設壩截流，將漳河水引入林州。林州位於太行山東麓，歷
史上是一個酷旱山區。為瞭解決嚴重缺水問題，從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稱之為“人工天河”。
晚宿輝縣
晚宿輝縣三星級標準
輝縣三星級標準星級標準
三星級標準星級標準華
星級標準華隆麗都精
隆麗都精品
都精品酒店或
酒店或豐勝中州商務
勝中州商務酒店或百
酒店或百泉國際大酒店或萬仙山景區
泉國際大酒店或萬仙山景區萬
萬仙山景區萬寶商
務會議大酒店或
務會議大酒店或同級
大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八天
第八天：輝縣(
輝縣(太行山風光
太行山風光－
風光－萬仙山景區
萬仙山景區+
景區+乘景區觀光車、
乘景區觀光車、絕壁長廊、
絕壁長廊、紅岩絕壁大峽谷、
紅岩絕壁大峽谷、
中華影視村－
中華影視村－郭亮村)
郭亮村)～鄭州(
鄭州(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豫
品嚐豫菜風味)
菜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太行山腹
太行山腹地、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
森林公園－萬仙山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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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太行明珠”、“華夏奇觀”。景區內聚百里太行赤岩絕壁的精華，既
有雄壯而蒼茫的紅崖絕壁景觀，又有妙曼而又秀雅的山鄉風韻，群峰競秀，層巒疊嶂，溝壑縱橫，飛瀑流
泉，集雄、險、奇、秀、幽為一體。萬仙山景區是個石頭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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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順勢地坐落在千仞壁立的山崖上，別有一番山村情趣。
絕壁長廊
壁長廊是南太行第一個橫穿絕
是南太行第一個橫穿絕壁的
橫穿絕壁的隧道
壁的隧道，
隧道，號稱“
號稱“太行隧道
太行隧道之
隧道之父”又稱郭亮
又稱郭亮洞
郭亮洞。郭亮村位於太行山峽谷之上的
半山腰，周圍群山環繞、丹崖絕壁、荒古自然、幽雅清靜。因此，旅遊的、攝影的、畫畫的、拍影視的，都雲
集到這裡。據說，60多部影視劇在這裡拍過鏡頭，80%的村民當過群眾演員，被稱為“中華影視村”。之後乘
車往鄭州。
晚宿鄭州五星級標準天地粵海酒店
晚宿鄭州五星級標準天地粵海酒店或
天地粵海酒店或泰宏文森特國際酒店或
泰宏文森特國際酒店或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希爾頓酒店或
索菲特國際飯店或建業艾美酒店或希爾頓酒店或
萬達文華酒店或
萬達文華酒店或航空港萬怡酒店或同級
航空港萬怡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九天
深圳/
第九天：鄭州(
鄭州(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前往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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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生小費等。
2.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80×9天＝HK$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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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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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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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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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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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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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休息及關門，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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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細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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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山等地區，由於是偏遠山區，尚待開發，酒店賓館設備一般，可能會停電，沒有洗澡的條件，有機會不能洗澡。
欣賞日出晨曦、日出、日落、晚霞等自然景觀，屬自然現象，視乎天氣而定。
行程中某一段公路路況崎嶇，沿途有可能車輛堵塞，路況極差，交通管制，需時等候，請客人有所心理準備。
行程中各景點、景區觀光車，如因各種因素或天氣等，而不開放，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
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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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鄭州、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更改為鄭州至香港往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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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