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沿黃公路石窟瑰寶八日之旅遊

FORTUNA HOLIDAY

沿黃公路石窟瑰寶八日之旅

第1天
2018/11/09
Fri

2018 年 11 月 09-16 日
桃園國際機場
交通工具：飛機、巴士
桃園國際機場
國際機場西安
中午於桃園機場一航廈中華航空公司櫃台辦行李托運,(限重 20kg)。
CI561 13:10/17:05 飛行時間約 3 小時 20 分鐘,機上供餐。下機後赴西安，
品嚐著名的麵食: 天下第一麵：褲帶麵、碎蛋窩窩、魚頭豆腐湯、泡菜粉
條、自家釀皮子。
宿：西安

第2天
2018/11/10
Sat

西安/
西安/大荔(177km/2H)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車到大荔縣。(177km/2H)
參觀豐圖義倉: 始建於 1882 年（清
光緒八年）的一座民辦倉庫，它是中
國所存無幾的清代大型糧倉之一。歷
時四年建成，於 1886 年（清光緒十
二年）正式投入使用，開始存糧。被
慈禧太后朱批為「天下第一倉」。巍
然屹立於黃河西岸老崖上，是一座貯

藏糧食的民辦倉庫，占地面積約 20
餘畝，倉外築外城，高 7.7 米，西
有城門，東開小門。城外築城挖
壕，固若金湯。倉置於城牆牆體之
中是倉庫建築上的創新，既利用了
城牆牆體的厚實，便於恆定糧溫，
又節約了建築材料因為其北與東
嶽廟相對，共同扼守南、北兩個寨
子之間的歷史著名驛道----「朝坂古道」。
晚上品嚐大荔縣傳統菜肴帶把肘子，是陝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肥而不膩，
瘦而不柴，醬香濃郁。
宿：大荔飯店

第3天
2018/11/11
Sun

大荔/ 乾坤灣
2017 年 8 月 28 日通車的沿
黃(沿著黃河的)公路耗時 8
年多，陝西境內全長 828.5
公里，沿線旅遊景點豐富，
文物古蹟眾多，80%的路段
貫穿於晉陝大峽谷自然風貌
區。
中午到延川遊覽天下黃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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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道彎，最美要數乾坤灣。黃河從青藏高原巴彥克拉山北麓出發，一路
浩蕩東流，在它流經延川秦晉峽谷 68 公里時，蜿蜒流轉、洋洋灑灑的形
成了五個 S 彎道，這五大彎道由北向南依次為：漩渦灣，延水灣，伏寺灣，
乾坤灣和清水灣。其中彎度最大的就是乾坤灣，達 320 度。由此岸看對面
一河之隔就是山西省。沿途盡是棗樹，即有名的灘棗。
宿：延川

第4天
2018/11/12
Mon

乾坤灣/
乾坤灣/子長 /甘泉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參觀鐘山石窟：晉太和年（公元 336 年—370 年）始建。
它歷經唐、宋、金、元、明、清千餘年的鑿建，遂蔚成大觀，史料載共十
八窟，目前僅發掘五窟，被專家譽為"中國最早的石窟群"，藝術價值不在
莫高窟、龍門、雲崗石窟之下”。在鐘山石窟最完整的是三號窟，窟內有
大小佛像萬餘尊，人稱為“萬佛岩”。放眼望去石柱四周和石窟四壁均密
無間隙地刻滿了數層浮雕，這些浮雕均以佛教故事為主。窟內大大小小雕
像，全部妝彩，尤以主像群最精，均以泥金彩繪，金碧輝煌，錯落有致，
形象鮮明。它不但繼承了唐代雕刻豐滿圓潤的寫實風格，而且在造型上更
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是我國雕刻藝術的一大飛躍，成為我國北宋石
雕藝術的代表作。
宿：甘泉

第5天
2018/11/13
Tue

甘泉/
甘泉/慶陽

交通工具：巴士

遊覽川子河石窟:始建于隋代大業年間，唐、宋、元、明歷代斷斷續續建造
了一千餘年。最後建成的 7 座石窟一字排開，石如刀切。石窟以年代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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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之大、造像之多、雕刻之細而遠近聞名。
北石窟寺:始建於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 年）
，現共有大小石窟 308 個，
石刻造像兩千多尊，並有石碑、彩繪壁畫、陰刻及墨書題記多幅。
宿：慶陽

第6天
2018/11/14
Wed

第7天
2018/11/15
Thu

慶陽/
慶陽/寶雞

交通工具：巴士
參觀大唐秦王陵博物館:距今已
有 1100 多年的歷史，是展示唐末
秦王李茂貞（公元 856-924 年）
及夫人劉氏（公元 876-943 年）
“同塋不同穴”合葬陵寢的專題
博物館。走進大唐秦王陵的正大
門，迎面而來的是筆挺而寬闊的
石板大道，長約 150 米，被稱爲
神道。神道的最裡面是李茂貞的
地宮和夫人劉氏的地宮。墓道兩側有斑駁陸離的壁畫，有栩栩如生的 18
幅樂伎圖。兩座地宮有高 8 米、寬 4 米的青磚仿木雕刻、保留完全的磚雕
飛檐古建端樓、又有用青磚砌成的八邊形穹窿頂、唐代的胡人馬樂俑、磚
雕的十二生肖圖、八人抬轎圖、二人抬轎、漢人牽馬圖、胡人牽駝圖、地
面天象圖、埃及“金字塔”式的人面獸身鎮墓獸等。其中“天象圖確立了
墓的規格，只有帝王陵才有天象圖，地上的天象圖更是極爲鮮見”。
宿：寶雞

寶雞/乾縣
寶雞 乾縣

交通工具：巴士

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首都雍城是現今的鳳翔，如同兵馬俑一樣，農民於無
意間發掘到一座大墓，經考證後確定是秦景公(公元前 577 即位-537 去世，
在位 40 年)的陵墓。那時還流行活人殉葬的風俗，墓內 186 具殉人是中國
自西周以來發現殉人最多的墓葬；秦公一號大墓是迄今為止中國發掘的最
大古墓；槨室的柏木“黃腸題湊”槨具，是中國迄今發掘周、秦時代最高
等級的葬具；槨室兩壁外側的木碑是中國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實物。一趟
參觀下來會對整個的先秦歷史有著第一手的瞭解。附近的村莊還保留著傳
統民間工藝:如彩繪泥塑、麥桿壓畫、草編技藝等，都已經申列非物質文
化遺產，商品部有琳琅滿目又物美價廉的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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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品嚐乾州特色小吃: 關中地區盛產小麥，因而這裡的群眾多以小麥為
主要糧食，並能做出各種花樣的麵食，尤以鍋盔、掛麵而馳名；還有滷味、
豆腐腦和各種包子。
宿：唐宮大
唐宮大酒店
唐宮大酒店

第8天
2018/11/16
Fri

乾縣/
乾縣/西安
西安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交通工具：巴士、飛機

參觀彬縣大佛寺石窟:因地處當年絲路北線的主幹上，東漢時期，佛教沿
絲路傳入，南北朝時逐漸興起，隋唐時達到鼎盛，大佛寺石窟反映了當時
的造像盛況。全寺共一百三十個洞窟，綿延在四百公尺長的立體岩面上，
由四大部分組成，即大佛窟、千佛洞、佛洞、丈八佛窟等，其中有佛龕四
百餘處，大小造像近二千尊。尤其是主窟內的阿彌陀佛造像，高達二十公
尺，是陝西第一大佛，也是中國第四大佛。
大佛窟為寺內主佛殿，窟內三造像為考量觀眾視覺上的偏差，上部微微前
傾，有雕塑藝術發展的時代特徵，又有地方特色。
石窟的泥塑、彩繪呈現西域乃至印度佛教文化的特徵，其造像不僅數量
多，且精美傳神，堪稱佛教文化藝術博物館。
午餐後赴機場出境。
咸陽機場/桃園機場 CI562 18:05/21:40 機上晚餐。
日期：2018 年 11 月 09-16 日(航班與飯店以實際訂到為準)
《價格說明》

售價 NT48,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團體機位，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加意
外醫療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門票、工作人員小費，無購物。)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大陸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所需文件: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護照
護照"
護照"持照人簽名處"
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的清晰影本.
需簽名
2.台胞證正面清晰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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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2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周雅琳小姐收」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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