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輕鬆遊４日【全程五星酒店、兵馬俑、無購物、無自費】-

XIY0420BRT01  

◎ 銷 售 價：  NT$16,500 起  

◎ 出境機場：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 旅遊國家：  中國  

◎ 旅遊城市：  咸陽/西安  

◎ 主要特點：  

西安精選４日【全程五星酒店、升級一晚悅椿溫泉酒

店、特別安排悅椿晚餐、兵馬俑、秦始皇陵、大明宮遺

址+3D 電影、無購物、無自費】  
    

============  
 優惠方案  ===================================================================  

 

 

 

★特別注意★ 

1. 本優惠活動限全程參團者，(JOIN TOUR、TKT ONLY、CHD 不佔床...等不適用) 

2. 10 人以上成行 

 

特別叮嚀: 

此系列行程，因應不同出發日期，會有不同航班及不同行程內容及順序調整，請務必參考正確出發

日期之當團行程內容，以免產品有誤，謝謝！ 
 

 

  

============  
 行程特色  ===================================================================  

 

 

 

***特別升級悅椿溫泉酒店(悅榕莊集團品牌) ，讓您旅遊的同時也能享有優閒的度假氛圍***

 

● 精彩行程規劃 ● 

◆【兵馬俑+電瓶車】 

1974 年，西安市臨潼區村民在打井時發現了大大小小的殘俑，由此秦始皇時期的在已發現的三座

坑中以一號坑最為龐大，面積達 14260 平方米。三個坑共發掘出 700 多件陶俑、100 多乘戰車、4

00 多匹陶馬、10 萬多件兵器。陶俑身高在 1 米 75 至 1 米 85 之間，根據裝束、神態、髮式的不

同，可以分為將軍俑，武士俑，車士俑等。秦始皇兵馬俑規模宏大，場面威武，具有很高的藝術價

值。 

◆【秦始皇陵+電瓶車】 

秦始皇陵是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陵墓，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以東 31 公里臨潼區的驪山，亦稱

驪山園。建於公元前 247 年至公元前 208 年，歷時 39 年。現存陵冢高 76 米，陵園布置仿秦都咸

陽，分內外兩城，內城周長 2.5 公里，外城周長 6.3 公里。陵冢位於內城西南，坐西面東，放置棺

槨和陪葬器物的地方，為秦始皇陵建築群的核心，目前尚未發掘。 

◆【大明宮國家遺址+電瓶車+大明宮傳奇 3D 電影+遺址博物館】 (西安國家級景區遊覽並含電瓶車

搭乘，絕非市場低價團體，只遊覽景區外圍講解及拍照，走馬看花) 

 



西安曲江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管理有限公司滿載著盛唐記憶，洋溢著現代氣息，唐大明宮這座神秘

恢弘的帝王宮殿，引領著人們的思緒穿越 1000 多年的時空迷霧，感受大唐帝國繁榮昌盛的歷史輝

煌，呼吸生態西安城市綠肺的新鮮氣息，品味世界級遺址公園所洋溢的東方神韻。  

◆【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外觀大雁塔】 

此寺是第一任主持方丈--玄奘法師（唐三藏）自天竺國歸來後，為了供奉和儲藏梵文經典和佛像舍

利等物，親自設計並督造建成，寺內之大雁塔（登塔需自費）是西安市的標誌性建築，塔高 64 公

尺餘，七層寶塔巍峨聳立，塔身呈方形錐體，是一座樓閣式磚塔，白天的景觀更顯樸實，和夜景有

著截然不同的美。 

 

 

●【購物安排】●  

★保證全程無購物、旅遊品質有保障。 (絕不同於市場低價促銷團體，必須走三站甚或四站購物，而

佔用旅遊時間，漸而影響或縮減景點參觀時間)●【自費安排】●  

★保證全程無自費活動、旅遊品質有保障。 (有別於一般低價團，到當地後需多花錢自費參加如：華

山景區、夢回大唐歌舞秀、法門寺、大明宮等.....費用約 1200～3000 不等) 

 

●【推薦當地特產】● (所列車購項目為當地特色之推薦可自由選購) 

★棗子、枸杞、苦蕎茶、花生.....等 

 

●【貼心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  
 特別安排  ===================================================================  

 

 

 

●住宿安排●(特別贈送悅椿酒店內晚餐價值 NT1000/人) 

 

西安：★★★★★悅椿溫泉酒店(悅榕莊集團品牌)  

悅榕集團中國西安推出西安臨潼悅椿溫泉酒店。“悅椿”是與悅榕莊一脈相承的姊妹品牌，“綻放

生命最美時刻”是悅椿品牌的理念。這座龐大的漢唐風格建築群遠看似仙宮帝苑，依驪山傍溫泉，

住在這裏、泡溫泉做 Spa，品嘗各國美食。酒店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會議設施也使得臨潼悅椿成為

新的旅遊目的地。此酒店也是整個中國悅榕莊集團旗下酒店的"旗艦酒店" 

 

 

  



============  
 航班參考  ===================================================================  

 

 

 

序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1  第 1 天  立榮航空  B7172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0:30  西安咸陽  14:30  

1  第 4 天  立榮航空  B7171  西安咸陽  15:30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9:10  
 

 

  

============  
 行程內容  ===================================================================  

 

 

 

  
DAY1 

桃園／西安  

  

 

※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中國歷史文化古都－西安，西安與雅典、羅馬、開羅並稱為『世界四

大古都』、從西元前 11 世紀到西元 10 世紀左右，先後有 13 個朝代或政權在西安建都或建立政權，歷時

1100 餘年，其中西周、秦、西漢、唐，是西安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抵達後後用晚餐，接往酒店休息。  
 

 
 

住宿 :  准★★★★★印力諾富特悅酒店或鉑菲朗酒店或同級  
 

 
 

早餐 :  敬請自理  

 
 

午餐 :  機上簡餐  

 
 

晚餐 :  長安迎賓宴 RMB50  
   

 

 

 

  

DAY2 

西安【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含電瓶車)+大明宮傳奇 3D 電影+地下遺址博物館、曲

江南湖、寒窟、大唐不夜城、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外觀大雁塔】  

  

 

※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將以大明宮遺址保護、城市改造和展示盛唐文化為特

色，是一處以文化、旅遊、商貿、居住、休閒服務為一體、具有國際水準的城市新區；是一處具有世界意

義的文物保護示範工程；同時也是一處改善人居環境，創造規劃和推動城市建設的國際典範。 

▲【地下遺址博物館】位於宮園中軸景觀中心地下的遺址博物館，建築面積達到 10000 平方米，其突破

了傳統的文物展陳方式，引入富有歷史實景的演出，用現代的方式對歷史進行詮釋。 

●【曲江南湖】曲江是中國唐代著名的風景區，因水流曲折得名，重建後的曲江池遺址公園恢復再造了曲

江南湖、曲江流飲、漢武泉、黃渠橋等歷史文化景觀，再現曲江池地區在歷史上“青林重複，綠水彌漫”

的山水人文格局。 

 

●【寒窟】寒窯位於西安市南郊大雁塔附近曲江池東面，是著名戲劇《五典坡》（又名《王寶釧》）中的

傳說上演的地方。唐時，臣相王允的三女兒王寶釧反抗封建婚姻爭取婚姻自由，忠於愛情，在寒窯苦守十

八年，受盡人間苦難，終於待得丈夫薛平貴榮歸長安與她團聚。寒窯從溝口到溝內分別建有“貞烈殿”、

“望夫亭”、“薛平貴、王寶釧大殿”，還有“平貴降馬”“平貴別窯”、“王寶釧挖野菜”、“王母探

窯” 等塑像。寒窯遺址公園“寒窯•故事”獲“陝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稱號。 

 

●【大唐不夜城】位於西安市大雁塔腳下，其中央景觀步行街全長 1500 米，寬 80 米，是中國第一個全

景式展現大唐盛世文化的大型景觀步行街，彰顯了古都西安的巨大魅力，成為西安公共文化建設的重大亮

點，展現了人文、活力、和諧西安的絢麗畫卷。◆【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外觀大雁塔】此寺是第一任主持

 



方丈--玄奘法師（唐三藏）自天竺國歸來後，為了供奉和儲藏梵文經典和佛像舍利等物，親自設計並督造

建成，寺內之大雁塔（登塔需自費）是西安市的標誌性建築，塔高 64 公尺餘，七層寶塔巍峨聳立，塔身

呈方形錐體，是一座樓閣式磚塔，白天的景觀更顯樸實，和夜景有著截然不同的美。  
 

 
 

住宿 :  准★★★★★印力諾富特悅酒店或鉑菲朗酒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  

 
 

午餐 :  青龍海鮮薈私房菜 RMB50  

 
 

晚餐 :  川渝人家私房菜 RMB50  
    

 

  
DAY3 

臨潼【兵馬俑 1.2.3 號坑、銅車馬展館、秦始皇陵、臨潼博物館】  

  

 

※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兵馬俑＜含電瓶車、銅車馬展館＞】位於西安以東 35 公里，1974 年被當地農民在打井時意外發現，

1979 年博物館隆重開放，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面，和高超的科

學、藝術水準，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

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們驚歎不已。兵馬俑是中國古代的藝術寶庫，是秦代寫實藝術的完

美體現，形體高大，比例勻稱，形象生動，神態逼真，可謂千人千面，栩栩如生。威武雄壯的軍陣，再現

了秦始皇當年為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而展現出的軍功和軍威。 

貼心叮嚀：1987 年 12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秦始皇陵（包括兵馬俑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

錄”。它不僅是中國人民、也是全人類的一份珍貴文化財富。其中一、二、三號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園內

的一組陪葬坑，三個坑內共有陶俑、陶馬約 8000 件，像個龐大的地下軍團，也是座古代雕塑藝術的寶

庫。 

▲【秦始皇陵+電瓶車】秦始皇陵是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陵墓，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以東 31 公里臨

潼區的驪山，亦稱驪山園。建於西元前 247 年至西元前 208 年，歷時 39 年。現存陵塚高 76 米，陵園佈

置仿秦都鹹陽，分內外兩城，內城周長 2.5 公里，外城周長 6.3 公里。陵塚位於內城西南，坐西面東，放

置棺槨和陪葬器物的地方，為秦始皇陵建築群的核心，目前尚未發掘。●【臨潼博物館】西安臨潼博物館

是一所地志性歷史博物館，位於驪山腳下馳名中外唐華清宮東側百，收藏有上下五千年歷史文物萬餘件，

設有五個陳列室，一個歷代石雕碑廊，一個石雕明墓保護室  
 

 
 

住宿 :  ★★★★★悅椿溫泉酒店(悅榕莊集團品牌)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  

 
 

午餐 :  友誼餐廳合菜 RMB50  

 
 

晚餐 :  悅椿溫泉酒店自助餐或合菜 RMB250  
   

 

 

 

  
DAY4 

西安【廣仁寺、鐘鼓樓廣場、回民一條街、長安尋寶、漢城湖遺址公園】／桃園  

  

 

※ 符號標示： ●入內參觀▲下車參觀◆路過參觀 ★重要景點 ◎特殊餐食 

●【廣仁寺】廣仁寺是西北和康藏一帶大喇嘛進京路過陝西時的行程，因此又秀“喇嘛寺”，是康熙皇帝

來陝巡視時撥款敕建的。廣仁寺為全國唯一綠度母主道場。也是陝西省唯一的藏傳佛教寺院，1703 年由

清聖祖熙帝敕建，歷史上起首凝聚和促進西北邊陲多民族團結的作用。▲【鐘鼓樓廣場】位於西安市中心

鐘樓、鼓樓之間，廣場花團錦簇、碧草如茵，周邊商鋪林立，彙集有'同盛祥'牛羊肉泡饃館、'德發長'餃子

 



館等久負盛名的地方名牌老店，是遊客休閒遊覽的重要場所。接著參觀▲【回民一條街】位於鼓樓北側，

全長 1100 米，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格，步入其中，地鑲青石、鋪懸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是

西安獨具古城風貌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化旅遊街區。▲【漢城湖遺址公園】以漢文化、水文化為主題的漢

城湖國家水利風景區。緊靠漢長安城遺址，漢城湖為西安市首個水土保持示範園區建設項目，曾為漢代漕

運明渠，後更名為漢城湖，周圍園林綠化，集園林景觀、水域生態、文物保護和都市農業灌溉為一體的特

色生態公園。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準備好行囊，前往機場搭乘飛機回到台灣。 

並且與團員揮揮手道別 ；期待下次再相約出遊!!  
 

 
 

住宿 :  溫暖的家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  

 
 

午餐 :  德發長餃子宴 RMB50  

 
 

晚餐 :  機上餐食  
     

============  
 附加項目  ===================================================================  

 

 

 

※ 額外費用-簽證  

項目名稱  費用  必須購買  與訂金同繳  
 

台胞證正常件  NT$1,700  否  否  
   

 

  

============  
 出團備註  ===================================================================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

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

天數。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７０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

賓，需要有家人或有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

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

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性變

化或有餐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以上價格無老年證優惠，老年優惠價格已分攤於費用中，老年人無任何費用優惠或後退，團體旅

遊售價中已將各景區之優惠票價分攤，故不就個別客人狀況退還。 

【以上報價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以上報價不包括】 

＊新辦卡式台胞證費用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請交於領隊，由領隊

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貼心說明：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20-3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

費人民幣 5-10。 

【簽證需知】 

＊新辦卡式台胞證費用 

1.護照正本(需 6 個月以上效期)。 

2.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未滿 14 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 歲則請務

必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兩吋彩色照片一張(需 6 個月內近照，需露耳露眉，不可帶眼鏡，背景必須為白色，不可穿著白色

上衣，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 

4.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5.工作天約 8 天。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

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電話】 

＊從台灣打電話到大陸 

台灣國際冠碼＋大陸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86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從大陸打電話回臺北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區域號碼＋電話 

00＋ 886 ＋ 2 ＋電話＊從大陸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 以後的號碼 

00＋ 886 ＋ 960 (不撥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