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位於中國華東地區的中南部，北鄰上海市和江蘇省、西接安徽省和江西省、南為福建省、東為東海，面積 

約為 101800平方公里，沿海的杭洲灣是最大的海灣且島嶼眾多，是中國所有省份中擁有島嶼最多的省份， 

其中又以舟山島為著名，是中國大陸第三大的島嶼；浙江省有錢塘江流經，地形結構以山脈為主體，平原 

則分布於東部和北部沿海，較為著名杭嘉湖平原是長江三角洲的一部分，而盆地也是少部份，最大的盆地 

為金衢盆地。 

 
  雪竇山景區     雪竇山彌勒大佛     慈城古鎮         天一閣      銀台第官宅博物館      沈園 

P.S圖片摘自網路 
◆景點特色◆ 

◆首批中國大陸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中國十大名山之一的〔雁蕩山〕。其中〔靈峰〕、〔靈巖〕、〔大龍湫〕 

精華薈萃，被稱為“雁蕩三絕”。 

◆〔國清寺〕是中國大陸最完整的大型寺院之一。 

◆〔雪竇寺露天彌勒大佛〕是全球最高的坐姿銅製彌勒大佛造像。 

◆亞洲現存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三座民間藏書樓之一〔天一閣〕。 

◆被譽為中國書法聖地的〔蘭亭〕。 

◆以峰岩奇絕、山水神秀為特色、融田園風光與人文史蹟為一體的〔縉雲仙都〕。 

◆享有“天下第一峰”，“天下第一石”、“天下第一筍”之譽的〔鼎湖峰〕。 

◆溫州〔江心嶼景區〕、〔五馬街〕。 

 
   紹興老街         大禹陵           蘭亭           東湖        雙龍洞景區   赤松黃大仙祖宮 

 
   縉雲仙都          鼎湖峰         趙侯祠         江心嶼景區~1    江心嶼景區~2     五馬街夜市     

第一天 金門廈門〔D3202 1450/1756〕（乘動車約 3.5 小時）溫州雁蕩山     

宿：花園飯店（准）★★★★ 

餐 食：早：敬請自理       午：中式合菜 40        晚：中式合菜 40 
    集合於金門「水頭碼頭」搭乘豪華客輪，前往廈門「碼頭」，抵達後，續前往動車站，搭乘動車前往

浙江「溫州」抵達後，驅車中轉至「雁蕩山」抵達後，安排遊覽【雁蕩山】坐落於浙江省溫州樂清境內。 

為首批中國大陸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中國十大名山之一。 因“山頂有湖，蘆葦叢生，秋雁宿之”故而

山以鳥名。 雁蕩山根植於東海，山水形勝，以峰、瀑、洞、嶂見長，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絕勝”

之譽，史稱“東南第一山”。開山鑿勝，發軔於南北朝，興盛於唐宋，文化底蘊豐厚。雁蕩山形成於 1.2

億年前，是一座典型的白堊紀流紋質古火山，全山總面積 450平方公里，景點 550多處，闢有八大景區，

其中【靈峰】（夜景）、「靈巖」、「大龍湫」精華薈萃，被稱為“雁蕩三絕”。 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

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 雁蕩山（車程約 1小時）天臺山                宿:東方國際（准）★★★★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40        晚：中式合菜 40 

    晨喚！享用早餐後，帶您前往參觀「雁蕩山」中的【靈巖景區】及【大龍湫】。雁蕩三絕（靈峰、

靈巖、大龍湫），「靈巖景區」正當其中，人視為雁蕩山的“明庭”。 元代文學家李孝光雲：“峭刻瑰麗，

莫若靈峰；雄壯渾龐，莫若靈巖。”正道出了“二靈”審美風格上的區別。以靈巖古剎為中心，後有燦

若云錦的屏霞嶂，左右天柱、展旗二崖對峙，壁立千仞。 因“渾龐”而生肅穆，人處其中，頓覺萬慮俱

息。靈峰使人情思飛動，靈巖則使人心境沉靜。 但人又怕沉靜太過，於是就有“靈巖飛渡”的準雜技表

演。其實，靈巖也有許多奇巧的景點，如天窗洞、龍鼻水、小龍湫、玉女峰、雙珠瀑等，只是都被藏掖

到隱藏處去了。 人皆知藏拙，不知藏巧更須具一副手眼，靈巖知此中三昧，才成其為博大。雁蕩「大

龍湫瀑布」為浙江省雁蕩山勝景。它與貴州黃果樹瀑布、黃河壺口瀑布、黑龍江吊水樓瀑布並稱

中國四大瀑布，而大龍湫獨以其落差為 190 餘米取勝，為中國瀑布之最，有“天下第一瀑”之譽。

爾後享用午餐，餐後驅車前往「天臺山」遊覽◎【濟公院】濟公故居位於天台城北古永寧村，是濟公

活佛的出生地，也是青少年時期濟公生活成長的地方。 故居佔地十六畝，建築面積 6300平方米景區內

宅第街坊與樓台亭閣水榭園林薈萃一體，內聚佛國之靈氣，外擷仙山之精華。 李府宅院錯落有致，涵浙

東民居之特色；亭園樓閣美奐美崙，樹一邑古建之高標。 濟公祖庭，千秋佳地，迎四海遊客尋源攬勝；

活佛聖蹟，萬古神靈，受八方信眾膜拜朝觀。◎【赤城山】距縣城和國清寺均為 2公里，景區面積 1.3

平方公里。 赤城山，又稱燒山，是水成岩剝蝕殘餘的一座孤山，“不與眾山同一色，敢於平地拔千仞”。 

因其山赤，石屏列如城而得名，是天台山中惟一的丹霞地貌景觀。赤城山舊時，台州稱“赤城郡”，天

台縣稱“赤城”，皆因此山而得名，故赤城山又是台州和天台的標誌性名山。◎【國清寺】坐落在華頂

山麓，是中國大陸著名古剎之一，被中、日兩國佛教奉為發祥地。與齊州靈巖寺（在今山東省濟南市長

清區）、潤州棲霞寺（在今江蘇南京市）、荊州玉泉寺（在今湖北當陽縣），並稱天下“四絕”。國清寺建

築與眾不同，它以四條縱軸為主體，建有四殿，五樓，四堂，二亭一室，是中國大陸最完整的大型寺院

之一。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三天 天臺山（車程約 2小時）奉化（車程約 45分鐘）寧波   宿:嘉樂大酒店（准）★★★★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40       晚：中式合菜 40 
晨喚！享用早餐後；驅車前往「奉化」抵達後遊覽◎【溪口鎮】溪口位於浙江省奉化縣西北部，環

山圍繞，這兒是先總統 蔣公(蔣介石)的故鄉，上有武嶺門，高聳於碧嶺山岳之間，與雪竇山、四明山、

天台山相鄰近。山水風景秀麗、景色迷人、盡收眼底，被人譽稱為海上蓬萊。◎【雪竇山景區】名勝區

因是現代歷史人物蔣介石父子的故里，更兼風光秀美，不乏史蹟而名聞國內外，成為旅遊熱地，是國家

級風景名勝區。該風景區位於距寧波市西南 31公里處，這一旅遊區分為溪口鎮、雪竇山、亭下湖各具特

色的三大部分。 落地圍東起溪口鎮王婆橋，西至四明水庫，北起相量崗林場，南至亭下湖分水嶺。◎【雪

竇寺露天彌勒大佛】位於奉化溪口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雪竇山——雪竇寺後山海拔 369米的山坡上。 景區

規劃面積 52公頃，由中、東、西三條軸線和六大功能區組成。中軸線為大佛主景區，東軸線為大佛副景

區，西軸線為原雪竇寺建築。 六大區功能佈局動靜結合分別是：大佛核心區、禮佛朝拜區、彌勒群雕區、

文物展示區、休閒修身區、旅遊購物區。露天彌勒大佛造像總高度為 56.74米（其中銅製佛身 33米，蓮

花座 9米，基座 14.74米），整座大佛用 500多噸錫青銅製造，內部有 1000餘噸鋼架支撐，與整個岩體

連成一體，穩固堅實，宏偉壯觀，氣勢非凡。是全球最高的坐姿銅製彌勒大佛造像。爾後驅車前往「寧

波」抵達後遊覽◎【天一廣場】是寧波超大規模的園林式休閒廣場和商業中心，景觀建設匠心獨運，具

有現代、綠色、親水和與寧波歷史文化相融合等特徵，也是集休閒、商貿、旅遊、餐飲、購物於一體的

大型城市中心商業廣場。廣場中央以四公頃綠地廣場為依托，綴以一條南北相向的水街，一池碧水，點

綴著幾幢精緻的建築，寬廣的環境、豐富的景觀，使廣場的商業氣氛更富情趣。廣場更以體現濃郁的商

業文化為特色，透過露天舞臺的演出及展賣宣傳等商業文化活動，為寧波市民提供一個開放的、參與性

較強的城市空間，其充滿現代化的商業氣息，更是寧波市民一個高雅的休閒購物場所。遊覽結束後前往

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四天 寧波（車程約 1.5小時）紹興                   宿:益泉大酒店（准）★★★★★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40       晚：中式合菜 40 



    晨喚！享用早餐後；隨即展開今日豐富的觀光行程◎【慈城古鎮/古縣衙】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

慈城鎮，是慈城鎮中具有代表性古建築的統稱。慈城鎮是原慈溪縣的縣城，是江南保存較為完好的縣城。

城內建築多建於明代清兩朝，包含民居、會館、街區、牌坊、古井等各種古建築。目前列入文物保護的

以及共計 33處。◎【天一閣】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月湖西側的天一街，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當

時的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歷時四百餘年，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藏書五萬三千餘卷，

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三座民間藏書樓之一。◎【銀台第官宅博物館】位於

寧波市區月湖偃月堤邊，為清道光通政司副使，曾任光緒皇帝老師的童槐之家宅，有“帝師故居”之稱。

銀台第官宅博物館佔地２３００平方米，整個建築格局規整，佈置合理，用材考究，裝飾具有濃郁的地

方風格，是寧波城區內清代中晚期官宦住宅的典型。 通過繩武堂（主廳）、今白華堂（祭祀廳）、書房、

議事廳、家塾、宴會廳、雅玩室、沐浴房、繡房、臥房、佛堂等場景陳列，全面反映了這一時期官宦學

士人家的生活環境、家居藝術和蘊含的社會性和社會關係。接著驅車前往「紹興」抵達後帶您遊覽◎【沈

園】位於紹興市區東南的洋河弄。 宋代池台極盛，為越中著名園林。據說，過去的沈園比現在大幾倍，

是一位姓沈的紳士所建，故名沈園。由於園內建有樓台亭閣，假山池塘，環境優美，中國歷代文人墨客

常來此遊覽，賦詩作畫。爾後前往遊覽◎【老街】。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 紹興（車程約 1.5小時）義烏            宿：天恒大酒店（准）★★★★★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大禹陵】位於紹興稽山門外，距城 3公里。鬱鬱蔥蔥的會稽

山旁依赫黃色的殿宇，屋群高低錯落，各抱地勢，氣勢宏偉。大禹陵本身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古典風格建

築群，由禹陵、禹祠、禹廟三部分組成，佔地 40餘畝，建築面積兩千七百多平方米，被列為中國文物保

護單位。◎【蘭亭】被譽為中國書法聖地的「蘭亭」，位在浙江省紹興縣的西南部，春秋時越王勾踐植

蘭於此，漢代時建有驛亭，因而得名，這個古樸典雅的園子雖然不大，卻為中外遊人所矚目， 據歷史記

載，東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友人謝安、孫綽等名流共 42人聚會於蘭亭，曲水流觴、飲酒賦詩，

共有 26人寫下了 37首詩，後來王羲之將這些詩匯集成冊，並寫了一篇序文，這就是被稱為天下第一行

書的「蘭亭集序」，傳說當時王羲之是乘著酒興方酣之際，疾書此序，通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凡字有重覆者，皆變化不一，精美絕倫，只可惜這件曠世書法珍品，到了唐太宗手裡，他愛不釋手，臨

死時竟命人用它來殉葬，從此世人便看不到《蘭亭集序》的真跡了。◎【東湖】（含烏篷船）東湖位於

紹興城東箬簣山麓，昔日秦始皇東巡至會稽,於此供芻草而得名。自漢代起，民工相繼至此鑿山取石，至

隋，越國公楊素為修越城，大舉開山取石。 經千年鬼斧神鑿，遂成懸崖峭壁，奇潭深淵，宛如天開。“勿

謂湖小，天在其中”。東湖， 宛如一使人玩味無窮的水石盆景佳作。湖中崖壁蹉砣，有的對峙如門，有

的倒懸若墮，有的深曲如洞，水色深黛、清涼幽靜，巧奪天工之奇觀，其風格獨特，使人陶醉。遊覽結

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六天 義烏（車程約 1小時）金華              宿：五星天悅酒店★★★★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義烏國際小商品市場】。續前往遊覽◎【雙龍洞景區】位於雙

龍洞景區中心，是整個雙龍風景名勝區核心景觀和象徵，成為自然風景名勝的歷史已有 1600 多年。 每

拔 520米，由內洞、外洞及耳洞組成，洞口軒朗，兩側分懸的鐘乳石酷似龍頭，故名“雙龍洞”。 外洞

寬敞，面積 1200平方米，可容千人駐足。◎【黃大仙祖宮】座落于黃大仙景區內，風景秀麗的鹿田湖東

側，坐北朝南，倚山望湖，海拔 562.8 米，空氣中的水汽多呈過飽和狀態，湖畔常有雲山霧海，蔚為壯

觀，呈現道教特有的神秘氣氛。整個祖宮呈七迸階佈局，從南向北依次為石照壁，石牌樓，靈官殿，鐘

樓、祭壇、鼓樓，大殿，三清殿，祈仙殿等。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金華（車程約 1.5小時）麗水（車程約 2小時）溫州    宿: 溫州將軍大酒店★★★★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中式合菜 40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縉雲仙都】位於縉雲縣境內，是一處以峰岩奇絕、山水神秀為

特色、融田園風光與人文史蹟為一體,以觀光、休閒、度假和科普為主的中國大陸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

中國大陸國家首批 AAAA 級旅遊區。境內九曲練溪、十里畫廊；山水飄逸、雲霧繚繞。 有奇峰一百六、

異洞二十七，有“桂林之秀、黃山之奇、華山之險”的美譽。 仙都風景名勝區由仙都、黃龍、岩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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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B%BD


洋四大景區組成及鼎湖峰、倪翁洞、小赤壁、芙蓉峽、黃帝祠宇等三百多個景點組成，總面積為 166.2

平方公里。◎【鼎湖峰】又名“天柱峰”，東南以步虛山、仙都山為屏，西北傍練溪碧水，高 170.8 平

方米，底部面積 2466 平方米，頂部面積 710平方米，拔地而起，直刺雲天，享有“天下第一峰”，“天

下第一石”、“天下第一筍”之譽。 它狀如春筍，故又稱石筍。 峰巔蒼松翠柏間有一小湖泊，相傳是

軒轅黃帝在此煉丹時，被鼎壓塌成湖，故稱鼎湖。◎【趙侯祠】又叫趙侯廟，又名烏傷侯廟，是仙都最

古老的廟宇之一。這裡供奉的是漢代人趙炳，他精通法術，為百姓治病，救了許多人。為了紀念他，百

姓在此給他建了祠堂。旁邊的神醫洞內還供奉自古到今八位神醫的石像，是祁求全家平安、健康、幸福

的地方。爾後驅車前往「溫州」抵達後安排遊覽◎【江心嶼景區】江心嶼景區位於溫州市北面的甌江中

游，呈東西長、南北狹的形狀，總面積約 7 萬平方米。 江心嶼是中國四大名勝孤嶼之一，國家 4A 級旅

遊區。 該嶼風景秀麗，歷史古蹟，人文景觀豐富，是甌江上的一顆璀燦明珠，歷來被稱為”甌江蓬萊”。 

歷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韓愈、謝靈運、陸游、文天祥等都曾相繼留跡江心嶼。 嶼中名勝古

蹟眾多，如宋文信國公祠、浩然樓、謝公亭、澄鮮閣及博物館、革命烈士紀念館、工人療養院均係省市

級文保建築。 數百年來流傳至今的江心嶼十景如舂城煙雨，甌江月色，孟樓潮韻，遠浦歸帆，沙汀漁火，

塔院韻風，海眼泉香，翠微殘照，海淀朝霞，羅浮雪影更使遊客留連忘返。接著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帶

您閒逛◎【五馬街】是溫州舊城古老的街道之一，也是著名的商業街。 東起解放街與公園路相接，西至

蟬街與府前街相交，長 400 米，寬 12 米。 據唐時《古今風俗通》載：“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出守

永嘉，庭列五馬，鄉鞍金勒，故永嘉有五馬坊焉。”宋紹聖二年（1095），溫州知州楊蟠改定溫州 36 坊，

五馬坊列為其中之一。結束後入住酒店。 

第八天 溫州〔D3211  1120/1422〕（乘火車約 3.5 小時）廈門金門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40    晚餐：×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火車站」搭乘火車返回「廈門」，抵達廈門後先帶您前往享用午餐，

餐後立即前往廈門「碼頭」搭乘豪華客輪返回「金門」溫暖的家，結束愉快的八日之旅。 

1、報  價：現金價  元/人   單人住宿：加   元 

2、不  含：護照、台胞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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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早餐 8午餐 7

晚餐、7晚房（2 人 1室）、所列風味、廈門    溫州來回動車票、師父導遊

費、500萬履約責任險、200萬意外險＋3萬醫療險、大陸 RMB30萬意外險、

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全程 NO S/P。  

5、風  味：全程餐標 RMB40元/人。 

6、贈  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溫州    廈門動車為二等動車票，座位有好幾種，座位不能保證”同一標準”請客人 

    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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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祥假期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號（金門國民黨部旁）2011.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