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團日期：2017 年 10 月 09-17 日 

虎 山 長 城              五  女  山              天  橋  溝              老  邊  溝 

本 溪 水 洞              關  門  山              沈 陽 故 宮           盤 錦 紅海灘 

第一天   金門廈門—大連【星海廣場、百年城雕】 MF832 1435/1725 

餐 食：午：廈門風味 50     晚：海裏撈風味 60 

宿：大連禧玥酒店  准五 

集合於「金門」「水頭碼頭」搭乘豪華客輪，前往「廈門」，午餐後搭機前往大連。 

遊覽亞洲最大的城市廣場【星海灣廣場】星海廣場為紀念香港回歸中國而建之廣場，廣場上的漢白玉華

表雕有九條龍，寓意九州島；廣場中心仿效北京天壇圜丘，由 999 塊四川紅大理石鋪就，大理石上雕刻

著天干地支、二十四節氣和十二生肖；據說星海的華表是中國之最，和天安門那個華表也是長的雙胞胎

一樣。【百年城雕】占地 5000 平方米，長 100 米，寬 50 米，形同打開的一本大書平鋪在海岸邊。各界

人士足跡的青銅浮雕由北向南信步而行，同城雕主體相接後，又伸向兩個孩童組成的雕塑前，孩童面向

寬闊無邊的大海，手指無際的遠方。 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  大連—3H 丹東【北大橋、虎灘群雕、虎山長城、一步跨、遊船、登斷橋】                           

餐 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合菜 50    晚：朝鮮歌舞宴 60 

宿：丹東希爾頓花園酒店  准五 

早餐後，前往【北大橋】是大連市與日本國北九洲市結為友好城市之後，為增進兩個城市友好往來的友

誼象徵。北大橋與大北亭紀念了兩個城市人民的傳統友誼，分別在北九洲市公園中建立一個具有中國民

族風格的亭——“大北亭”，在大連市建一公路橋——北大橋。【虎灘群雕】老虎灘市區南部最大的景

區。占地面積 118 萬平方米，4000 余米海岸線，是中國最大的一座現代化海濱遊樂場。園區自然風光秀

麗，山海互映，景色迷人。【虎山長城】是明長城的東部起點，位於鴨綠江畔，愛河之濱與朝鮮隔江相



望。虎山長城所在地虎山，位於丹東市城東十五公里的鴨綠江畔，是國家級鴨綠江風景名勝區的一個重

要景區，它隔江與朝鮮的於赤島和古城義洲相望。【一步跨】中朝邊界劃分，不以鴨綠江主航道中心線

為界，而是以河岸為界。在鴨綠江中，只要不上岸，就不算“越境”。乘坐【遊船】進行參觀流覽。 

【斷橋】大橋於 1909 年 5 月動工，1911 年 10 月竣工，由當時的日本朝鮮總督府鐵道局所建，始為鐵路

橋連接中朝兩國，十二孔，長 944.2 米，寬 11 米，從中方數第四孔為開閉梁，可旋轉 90 度，便往來船隻

航行。1950 年 11 月-1951 年 2 月，大橋被美國轟炸機炸毀，僅存靠中國丹東一側，被重新維修開發利用，

並改名為“斷橋”。橋上面大炮和子彈的痕跡清晰可見，彷佛讓您回到了戰火硝煙的年代。 

第三天  丹東—4H 集安【高句麗古城、將軍墳、五盔墓、好太王碑】 

餐 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合菜 50    晚：中式合菜 60 
宿： 香港城酒店  准四 

早餐後，流覽【高句麗古都遺址】是奴隸制國家高句麗王朝的遺跡，在吉林集安市周圍的平原上，分佈

了一萬多座高句麗時代的古墓，這就是聞名海內外的“洞溝古墓群”。“高句麗”(“句”讀作“勾”)  高

句麗建國於西元前 37 年，滅亡於西元 668 年，中經二十八代王，歷時 705 年。在其勢力擴張的歷史演變

中，疆域延伸到朝鮮半島，使高句麗在朝鮮半島歷史上三國鼎立(新羅、百濟、高句麗)時代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由於這段歷史，使高句麗歷史倍受中、朝、韓、日等國的學術界關注。高句麗創造了具有民族

特色的文化，但中後期受中原文化影響，儒、佛、道文化也很盛行。如今高句麗堅固的山城、雄偉的陵

墓、輝煌的古墓壁畫，已經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將軍墳】是現已確認的王陵中保存最完好

的一座。屬於方壇階梯石室墓。外觀呈截尖方錐形 , 故有“東方金字塔”之稱。將軍墳是用精琢的花崗

岩石條壘砌。底部近于正方，邊長 31.58 米， 以上有七級階梯 , 由 22 層石條逐層內收構成。墓高 12.40 

米。用石條 1100 多塊。【五盔墓】是高句麗晚期王族墓。 墓室由修琢工整的石條砌築，平面呈長方形 , 

東西 4.37 米 , 南北 3.56 米。 四壁高 2.18 米。梁枋以上作兩重抹角疊澀藻井 , 上覆蓋頂石, 墓室舉高 

3.94 米。墓室四壁、藻井、棺床及甬道兩壁繪有精美的壁畫，壁畫直接繪在平整的石壁上。【好太王碑】

又稱好大王碑、廣開土王碑、廣開土王陵碑或永樂太王碑。碑由一方柱形角礫凝灰岩巨石略加修琢而成，

石質粗礪，碑面不平。高 6.39 米，底部寬 1.34～1.97 米，頂部寬 1～1.6 米，第 3 面最寬處可達 2 米。四

面環刻文字共 1775 個，字體介於錄書與楷書之間，漢字鐫刻的碑文記述了好太王一生的東征西討的功

業、建國的神話傳說以及守墓煙戶的攤派情況和制度，是高句麗保存至今最長的一篇珍貴文字資料。 

第四天  集安—2H 桓仁【五女山、望天洞】 

餐 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合菜 50    晚：中式合菜 60 
宿：龍興國際酒店  准四 

早餐後，參觀【五女山】位於桓仁滿族自治縣桓仁鎮北側 8 公里處，系高句麗民族開國都城。相傳有五

女屯兵其上，因此為名。還傳說古時有五位仙女下凡，為民除害，人們在山上修五女廟以示懷念。聞名

遐邇的五女山，突兀雄偉，巍峨壯觀，懸崖絕壁，險峻奇秀，是桓仁美景之冠。五女山雄踞於縣城北渾

江右岸，距縣城 8 公里，四周皆為峭壁，呈長方體，主峰海拔 804 米，南北長 1500 米，東西寬 300 米，

壁高 200 余米。山上古城五女山城是國家級文物 保護單位。風光綺麗的五女山，蜚聲中外，素有塞北名

山的盛譽。【望天洞】這是一個通向地宮洞穴，洞口比較小，從裏向外看，就只有星星點點外部的亮光，

所以叫做望天洞。望天洞位於 70 木高的小山頂上，現在發現的望天洞大約 5000 多米，洞內有很多令人

驚歎的景觀，比如冰川、雪蓮、暗河、瀑布等等，這些都是世界上罕見的奇觀，最令人歎為觀止的就是

在這樣一個洞穴裏，包攬了這些奇觀。據我國的科學家調查發現，望天洞內 6000 平方米的地方，有地下



大廳，和三層的地下迷宮，這對地質科研有很大的貢獻。 

第五天  桓仁—2H 天橋溝—2H 老邊溝 【天橋溝、老邊溝、蒲石河】 

餐 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合菜 50     晚：中式合菜 60 
宿：玉龍灣度假村 

早餐後，前往【天橋溝森林公園】坐落在寬甸縣西北邊緣，與本溪縣桓仁縣毗連，距寬甸縣城 65 公里,

距丹東市中心 157 公里.天橋溝森林公園山水之盛、景致之美，既不同於我國傳統名勝的“五嶽”，又別

于長白諸景。它四季景色分明，可謂“一季一世界，四季四重天”。春天百花爭豔，俏滿人間；盛夏青

山滴翠，清爽宜人；金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冬日銀裝素裹，玉樹瓊枝。奇峰上，怪石似鬼斧神工、

千姿百態；峭壁間，蒼松如天外飛仙、婀娜多姿。【老邊溝景區】面積 22.8 平方公里，由擁硌河、石陣

坡和萬象穀三大流覽區組成，是遼東走廊、本溪旅遊幹線上的一個重點旅遊觀光區。這裏是一個美麗而

富饒、古老而時尚、神奇而多彩的人間仙境。她因綿綿的群山而美，因潺潺的流水而秀，更因“層林盡

染，五彩花山”的楓葉而名揚天下。【蒲石河森林公園】總面積 97.79 平方公里，其地勢西高東低，北

高南低，最低海拔 286.5 米，最高峰和尚帽山海拔 1194.7 米。蒲石河由森林公園內蜿蜒而出，河之兩岸

多為高山峽穀，劍峰林立。山上林木蔥鬱，總蓄量為 26.8 萬立方米。春秋兩季氣候涼爽。蒲石河森林公

園因其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是動物的世界，鳥類的天堂，植物的王國，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可以說

是一個巨大的基因庫，為研究古地質、古生物等科研項目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場所。蒲石河森林公園以其

優越的地理條件、豐富的自然資源成為旅遊開發，休閒娛樂，運動養生的好場所。 

第六天  老邊溝—2H 本溪 【本溪水洞、關門山】 

餐 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合菜 50     晚：中式合菜 60 
宿：本溪海航酒店  准五 

早餐後，遊覽【本溪水洞】是數百萬年前形成的大型充水溶洞，位於距本溪市 35 公里的東部山區太子河

畔。東經 124 度 5 分，北緯 40 度 18 分。與遼寧省會瀋陽市，遼寧中部城市撫順、遼陽、鞍山等地相距

很近，且有鐵路公路相連，交通十分方便。它是我國北方重要的最賦有特色的國家級風景旅遊區。【關

門山】由紅葉湖（關門山水庫）和關門山森林公園構成。素有“東北小黃山”之稱。一年四季五彩繽紛，

景色各異。 

第七天  本溪—2H 瀋陽 【故宮、帥府、中街、二人轉】 

餐 食：早：飯店內    午：中式合菜 50     晚：李連貴熏肉大餅 60 
宿：瀋陽希爾頓逸林酒店  准五 

早餐後，參觀全國現存至今清朝最早的宮殿建築群【瀋陽故宮】，是滿清在入關前所建造的皇宮，黃色

琉璃瓦所建構的宮殿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壯麗輝煌，而在當時不僅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進攻中原的根據

地，且當年年僅 6 歲的順治皇帝，由其叔父多爾袞輔政時，也是在此登基，之後才遷都北京，可說極具

歷史價值，更是中國現今僅次於北京故宮最完整的建築，在故宮大門前面的【中街】，其建築大都依清

朝建築風格而建，可以說是古味十足，而街上的古玩城，販賣著一些小玩意、字畫、古玩....等。隨後參

觀東北王張作霖張學良兩父子的私宅官邸【張氏帥府】又稱〝少帥府〞，1988 年更成立了『張學良舊居

陳列館』，保留文物重點以供參觀。【二人轉】亦稱“蹦蹦”，是在東北地區喜聞樂見，具有濃鬱地方

色彩的民間藝術，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它的唱本語言通俗易懂，幽默風趣，充滿生活氣息。 

第八天  瀋陽—2H 盤錦【紅海灘】—3H 大連 



餐 食：早：飯店內    午：知青總部 50     晚：海鮮自助風味 60 
宿：大連禧玥酒店  准五 

早餐後，乘車赴【盤錦紅海灘國家風景廊道】流覽，總面積 20 餘萬畝。這裏以舉世罕見、聞名遐邇的紅

海灘為特色，以全球保存得最完好、規模最大的濕地資源為依託，以世界最大的蘆葦蕩為背景，再加上

碧波浩渺的葦海，數以萬計的水鳥和一望無際的淺海灘塗，成為一處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完美結合的純

綠色生態旅遊系統。 

第九天  大連—廈門金門    MF8046 0845/1320 

餐  食：早：打包   午：飛機上 

  晨喚！搭飛機返回廈門，隨後前往五通碼頭，搭船返回金門。 

1、報價：現金預報價 NT    39000   元            單人住宿：加 NT   7500    元 

2、不含：護照、台胞證、行李小費、個人電話費、床頭小費。 

3、  含：金門廈門來回船票、兩地清潔費、景點大門門票、用車、8 早餐 8 午餐 8 晚餐、

1 飛機簡餐，8 晚房（2 人 1 室）、所列風味、廈門大連來回機票及稅、師父導

遊費、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10 萬醫療險、大陸、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NO/SP  

5、風味：。 

6、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落單客人或單人住宿一間房，麻煩請補單房差，謝謝!! 
★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謝謝! 
★ 65 歲以上扣船票 350 元 

全程不進店、 

不強迫自費專案：（1）足浴+按摩  

 ;              （2）東北二人轉  
◎本售價已均攤 65 歲以上長者及 12 歲以下兒童之優惠價，如遇現場景點門票有價差產生
將不另行退費，請見諒 。 
◎中國大陸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
主，因此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以備不時之需。 

金吉祥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 號（金門國民黨黨部旁） 

       ~~ 金吉祥旅行社 祝您旅途愉快 ~~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