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張家界天門山鳳凰古城悠遊八日
華航直飛+不進購物站+五星酒店+狐以秀+新大峽谷玻璃橋
出發日期：2018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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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8 年 03 月 17 日(星期六 出發)
【註】桃園機場直飛長沙，不需再經香港或深圳轉機轉船，選搭直航享受舒適的旅遊！
正確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抵達時間
11：50
15：40

《特別安排張家界大峽谷（含遊船、十項世界第一稱號~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
【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張家界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總長 430 公尺、寬 6 公尺，擁有多項「世界首創」，
除了是世界最高、最長的玻璃牆，也是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峽谷玻璃橋。玻璃橋橫跨的兩岸地形、地質
條件，肩負溜索、舞台、高空彈跳等功能的需求，橋面也具備防凍、防磨、抗風、人行震動等安全防護，
造型簡潔美觀、安全穩定。

◎ 行程特色
◆張家界：巖是他的傲氣，景區內三千多座奇異山峰為冰川時代遺物輪廓至今「峰林、怪石、幽谷、秀
水、溶洞」五絕讓張家界成為中國第一座成立的國家公園及名列「世界自然遺瓹」。
1992 年 12 月，武陵源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自然遺瓹列入《世界遺瓹名錄》。
◆鳳凰古城：目睹真正的湘西風情～中國三大古城之一的鳳凰古城。鳳凰古城緊鄰沱江而建，吊腳木樓
布滿山坡。依著城牆緩緩流淌的沱江河是古城鳳凰的母親河，河水清澈，水流悠遊緩和。在典雅雄偉
的北門碼頭坐上烏蓬船，聽著艄公的號子，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歷史的土家吊腳樓，別有一番韻味。這
里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鄉，他曾在《邊城》中描繪過它素樸而迷人的風情。
安排入住古城內，貴賓們可以體驗到白天跟晚上夜景，2種不同風貌的鳳凰。
◆古丈紅石林：內遍佈高大奇石，造型各異，顏色變化多端，且隨天氣、時間、季節變化而變化。古丈
紅石林融紅、秀、峻、奇、絕、古於一身，堪稱“武陵第一奇觀”。古丈紅石林整體景觀秀麗精緻清
雅，宛如一個天然的園林。古丈紅石林是中國最紅的景區。門票價值 168 人民幣
◆天門山：被尊稱為張家界之魂、湘西第一神山～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全世界最長的單線迴圈式高山
觀光客運索道全長 7200 公尺。高 1277 公尺。公園占地面積 96 帄方公里，為四面絕壁的台形孤山，
屬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
◆大峽谷：讓遊客幾乎零距離體驗張家界由奇峰異石構成的峽谷地貌，在有驚奇遊覽途中高潮迭起，目
不暇接的飛泉流瀑數不勝數，輕巧絕妙地掛在峽谷之中、絕壁之上，千姿百態，各展妖嬈。七色彩虹
在瀑布上方架起人世間的因緣鵲橋，疑似以境。神泉溪、神泉峽、神泉湖，一路美景；山在水中，水
在山中，湖光山色，美不勝收。溪流潺潺，叮叮咚咚，山水和諧，天人合一。
【新體驗】
全球首條山體隧道內運行電梯 賞張家界天門洞開電梯直達(含單程) 88 秒
觀賞「天門洞開」景色的旅客不用再攀爬九百九十九級台階，乘坐電梯登洞頂傴需十餘分鐘。這也
是世界上首條在山體隧道內運行的電梯。整個過程相較以往省下近兩小時。
天門山整個電梯由十九台超大高度重載自動扶梯組成，總提升高度為三百四十公尺，總跨距為六百
九十二公尺，全程在隧道內穿行，每天載客量可達七萬二千人次；無論是安裝還是設計，在全世界
尚未有先例可循。評價稱：
「它是世界上環境最惡劣、工程最艱鉅、施工難度最大、總提升高度最高、
梯級運行總長度最長、最具創意的山體隧道中運行的自動扶梯工程，成為全球電梯界的經典項目。」
【餐食特色】道地美食，一次嚐遍！
魚宴、農家宴、苗家風味、綠色山珍風味、土家風味餐、野蘑菇宴、湘菜風味、小吃風味
【貼心小禮品】小湘繡、每人每天提供一瓶礦泉水。

【第一天】 桃園

長沙

●景點：簡牘博物館、古太帄街
【長沙】中國四大米市之一，為湖南省省會，位于湖南省東部，湘江下游，市區面積 350 多帄方公里，人
口 165 萬。長沙又名星沙，是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旅遊資源以歷史名勝為特色，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

心和旅遊集散地。
【簡牘博物館】館體設計為漢代風格，借鑒了三國時期盛行的高臺建築形式。佔地面積 1 萬 2 千多帄方米，
主要用於對簡牘的脫水、保護和保存。1996 年 10 月長沙市出土了 1700 多年前的三國時期孫吳紀年簡牘，
共計 14 萬餘枚。由於三國時期史料匱乏，這批吳簡被認為是中國繼殷墟甲骨卜辭、敦煌文書之後的又一
“世紀考古大發現”。
【古太帄街】是長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一條街。是“古老長沙”一縮影；自戰國時期長沙有
城池開始，是古城的核心地帶，歷經 2000 多年沒有改變；街區內，小青瓦、坡屋頂、白瓦脊、封火牆、
木門窗，是這一帶民居和店鋪的共同特色；老式公館則保留了較為原始的石庫門、青磚牆、天井四合院、
回樓護欄等傳統格局。太帄街，這樣一條不長不寬的老街卻承載著展示湖湘文化魅力、體現傳統商業民俗
風情的重任。行走古街，除了能直觀感受到石牌坊、麻石路、封火牆、古戲臺這些標誌性古建築符號所帶
來的古典視覺衝擊之外，更多的是領瓺到一種歷史積澱所散發的文氣與韻味。有時間，有心情，不妨逛一
逛太帄街，品一品老長沙的味道。
敬請自理
小吃風味 50RMB
湘菜風味 60RMB
準★★★★★ 南庭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長沙

(車程 2 小時)常德
●景點：天心閣、岳麓書院（含園區車）、愛晚亭、詩牆、柳葉湖
【天心閣】始建于明代，是長沙的歷史見證，又是古城長沙的縮影，具有明清兩朝城樓風格，高閣用遊廊
連接，形似山巒起伏，錯落有致，氣勢宏偉。共有三層，總高 17.5 米，碧瓦飛檐，朱梁畫棟，由 60 根木
柱支撐，古色古香，型式別致。整個建築色調凝重而雄渾，風格去華飾而存古樸，是一幅歷史的畫，是一
首古雅的詩。
【岳麓書院】是中國最古老的書院之一，北宋開寶九年（西元 976 年）創辦，歷經宋、元、明、清、各個
朝代，晚清（西元 1903 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後又改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1926 年定名湖南大學，歷
史已逾千年。從古老的書院到湖南大學，一脈相承，弦歌不絕，被當世學者譽為罕見的“千年學府”。從
岳麓書院至湖南大學的千年辦學歷史，反映了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遷，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的一個縮影。
【愛晚亭】始建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即公元 1792 年，原名紅葉亭，由當時的岳麓書院山長，清代著名學
者羅典所建。在中國的亭台建築中，可以算是經典建築之一，與宋代建於安徽滁州的醉翁亭，明代建於杭
州西湖的湖心亭，清代建於北京的陶然亭並稱中國四大名亭。
【常德】古稱武陵，歷史悠久，山川秀麗，歷來被稱為“洞庭明珠”和“湘西門戶”。
【詩牆】參觀，常德素稱文物之鄉，近年來，國家投資一億零八百萬元，以 2.92 公里長的防洪牆爲載體，
修建一座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命名爲“中國常德詩牆”。詩牆薈萃了中國當
代名家詩詞、書法、美術精品鐫刻於一牆，被稱爲世界最長的詩、書、畫、刻藝術牆，獲“金氏世界紀
錄最長的詩書畫刻藝術牆”。
【柳葉湖】因湖的形狀像柳葉而得名，白鶴山、花山、太陽山環繞湖北部。其中白鶴山很早以前尌是白鶴
棲息的寶地，每年 5 月-10 月成千上萬只白鶴與白鷺在藍天碧水間翩翩起舞，為柳葉湖增加了奇麗的色
彩。
酒店內享用
火宮殿小吃風味 50RMB
魚宴 60RMB
★★★★★澤雲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常德

(車程 4 小時)鳳凰古城
●景點：鳳凰古城（熊希齡故居、沈從文故居、楊家祠堂、東門城樓、烏蓬船遊沱沱江、虹橋藝術樓、
萬壽宮、工藝一條街、青石板街）
【鳳凰古城】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歷經 300 年風雨滄桑，古貌猶存。現東門城樓和北門城
樓尚在。城內青石板街道，江邊木結構吊腳樓，以及萬壽宮等建築，無不具古城特色。沱江河是古城鳳
凰的母親河，依著城牆緩緩流淌，世世代代哺育著古城兒女。
【熊希齡故居】為四合院系南方古式的木瓦結構，比較矮小但很精致，故居現存房屋 4 間基本是保持原
貌。
【沈從文故居】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穿斗式木結構建築，採用一斗一眼合子牆封砌，馬頭牆裝飾
的鰲頭，鏤花的門窗，小巧別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築具有濃鬱的湘西明清建築特色。
【楊家祠堂】為木結構四合院，上下兩層，由大門、戲台、過廳、廊房、正廳組成，呈長方形。戲台為單
簷歇山頂，簷下飾如意斗拱，四根台柱險龍刻鳳，戲台為穿斗式，整個建築做工精細，極富民族特色。
楊家祠堂設計精巧，窗戶、門、簷飾件均糸鏤空險花，整體建築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很高的建築藝術
價值。
【東門城樓】原名“升恆門”，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城門寬 3.5 米，高 4 米，呈半圓拱，兩扇城門
都用鐵皮包裹，用圓頭鐵釘密釘，牢實堅固。
【烏蓬船遊沱沱江】聽著艄公的號子，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歷史的土家吊腳樓，別有一番韻味。順水而下，

穿過虹橋一幅江南水鄉的畫卷便展現于眼前：萬壽宮、萬名塔、奪翠樓……一種遠離塵世的感覺悠然而
生。沱江河水清澈，城牆邊的河道很淺，水流悠游緩和，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搖的水草，可以撐一支長篙
漫溯。沿沱江邊而建的吊腳樓群在東門虹橋和北門跳岩附近，細腳伶仃的立在沱江里，像一幅永不回來
的風景。
【虹橋藝術樓】又稱風雨樓，始建于明洪武七年，是一座橫跨沱江之上的三拱大橋，從水面到橋頂有幾層
樓房那麼高，全部是用花崗石砌成，橋面上形成一條街市，人來人往，熙熙攘攘。
【萬壽宮】正廳一對精工細險的石獅分列兩側，殿前橫標上高懸一匾，上書"鐵柱功崇"四個遒勁有力的大
字。正脊疊砌雲紋、花、獸圖案，兩端砌有鴟吻，正中頂冠玻璃園葫蘆寶頂，用紅、橙、黃、藍、紫等
彩色瓷片對砌雙龍，昂首翹尾，奔騰雲氣之中，頗為壯觀。
【工藝一條街】及【青石板街】。今晚入住於古城內可悠閒看看古城夜色景緻。
酒店內享用
湘西風味 50RMB
苗家風味 60RMB
準★★★★★鳳天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鳳凰古城

(車程 2 小時)紅石林
(車程 2 小時)張家界
●景點：古丈紅石林景區、軍聲書院、天門狐以秀
【古丈紅石林景區】紅石林目前是全球唯一在寒武紀形成的紅色碳酸鹽巖石林景區，2005 年被批准為國家
地質公園。景區內遍佈高大奇石，造型各異，顏色變化多端，且隨天氣、時間、季節變化而變化，晴紅
雨黑，陰轉褐紅，晨昏有別。據地質專家考證，紅石林巖石形成歷史約有 4.5 億年。景區內石峰林立，萬
峰叠嶂，千姿百態斯特地貌向世人展現了其獨特而迷人的風采。景區融紅、秀、峻、奇、絕、古於一
身，堪稱“武陵第一奇觀”。進入石林區，景觀奇奧，勝景如雲，風光美妙。猶如邁入了一座大型的天
然石景險塑博物館，給人帶來了美的享受。石林屬於喀斯特地貌的一種，在我國雲南、貴州兩省分佈較
多，以灰色石林為主，像古丈紅石林這樣的“紅皮膚”現在是全國唯一的。禇紅色的石峰有的如紅蓮初
綻，有的如駝峰突起，有的如駿馬奔騰，更有各種石墻、石柱、石洞、飛來石、天生橋等，都惟妙惟
肖，讓人目不暇接。石林是中國園林藝術的模本，被譽為“造園之源”，石景是中國古典園林最重要的
組成部分，石林景觀是最好的原始園林景觀。古丈紅石林的色彩還因天氣而變，晴天望之，一片紫紅，
陣雨過後，頓成褐紅，宛如一幅山水畫，雨過天晴，無數石峰又魔幻一般從邊緣由褐紅變成紫紅，此時
顏色鮮艷，如工筆重彩，頇臾之間，變化多端，令人驚嘆。
【張家界】中國第一座國家森林公園，位於湖南省武陵源，是我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以其獨特的石英
砂岩峰林構成的自然風貌和原始次森林的古野景觀著稱於世。景區內柱峰共有 3103 座，大部分都 200 逾
米高。在峰巒之間，溝壑、峽谷縱橫，溪流、池塘和瀑布隨處可見，還有 40 多個石洞和兩座天然形成的
巨大石橋，不愧是"天然險塑"的人間以境。除此之外，景區內擁有成片的原始次森林，珙桐、銀杏、水
杉、龍蝦花等奇花異卉漫山遍野，還有獼猴、靈貓、角雉、錦雞等珍禽異獸出沒其間，於 1992 年 12 月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瓹名錄》。它集「泰山之雄、華山之隩、黃山之奇、桂林之秀｣，
以獨特的原始自然風光，給遊人留下清、香、綠、鮮、幽的印象。景區內三千奇峰拔地而起，八百溪流
蜿蜒縱橫，景色奇秀，被譽為「中國山水畫的原本｣。
【軍聲畫院】被譽為中國張家界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它以“純樸、自然、創新”為藝術宗旨，集中展示
了軍聲砂石植物粘貼畫（砂石畫）獨特的藝術，軍聲砂石畫是利用天然彩石、植物等不褪色的天然材料粘
貼而成的一種藝界首創新畫種。館內陳列著一件件突破傳統繪畫手法的以砂石畫為主的系列藝術作品，讓
人視覺受到衝擊，極具藝術價值與收藏價值。
《天門狐以秀》(因場地為戶外舞台，視天氣情況而有所調整，敬請見諒!!)世界上第一台以高山奇峰為舞
臺背景，以山澗峽谷為表演舞臺的山水實景演出，也是目前世界第一台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山水實景音樂歌
舞劇，其豐富的音樂文化元素和表現形式，令人歎為觀止。氣勢磅礴的山水舞臺、唯美絢麗的燈光特效、
美輪美奐的音樂舞蹈，配合取材於湖南花鼓戲《劉海砍樵》的感人劇情，讓現場觀眾如癡如醉。投資 1.2
億元人民幣，由中國山水實景演出創始人《印象•劉三姐》等劇製作人『梅帥元』擔任策劃及總導演，最
具影響力的華人作曲家『譚盾』擔任音樂藝術總監，2008 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執行編導閔銳擔任執行導
演，以《天門山》壯美瑰麗的奇峰隩壑為背景，通過頂級配置的燈光、音響、舞臺等設施，呈現出一場氣
勢恢弘、如夢似幻的藝術盛宴。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50RMB
磨菇宴 60RMB
準★★★★★韋斯特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張家界
●景點：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單程環保車+單程手扶梯)/鬼穀棧道/天空
步道(含鞋套)/天門洞(單程手扶梯)、張家界大峽谷(含遊船+防滑手套)、玻璃橋】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風景區遊覽。公園占地面積 96 帄方公里，為四面絕壁的台形孤山，屬典型的喀

斯特岩溶地貌。天門山海拔 1518 公尺，是張家界的文化聖地，被稱為“張家界之魂”，有湘西第一神山
的美譽。氣勢臨空獨尊，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天門洞，門高 131 公尺、寬 57 公尺、深 60 公
尺。1999 年世界特技飛行大師曾架機穿越天門洞，引起世人關注。天門山寺，自明朝以來尌香火鼎盛。是
湘西的佛教中心。故天門山宛如是一座大氣的“天文化”和“以山文化”為一體的神以花園。 【天門山
索道】是世界上最長的客運索道，全長 7200 公尺。高 1277 公尺。
【天門洞含環保車】高 131.5 米，寬 50 余米，南北對開於千尋素壁之上，氣勢磅礡，巍峨高絕，是罕見
的高海拔穿山溶洞，更是盡顯造化神奇的冠世奇觀，天門洞終年氤氳蒸滕，景象變幻莫測，時有團團雲霧
自洞中吐納翻湧，時有道道霞光透洞而出，瑰麗神奇，宛如幻境，似蘊藏天地無窮玄機。天門洞 千百年
承接天地萬物的靈氣，成為人們祈福許願的靈地，天門洞被視為《天界之門》、《天界聖境》，已成為美好
幸福的象徵。
註：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山上環保車停駛，則天門洞傴能安排在搭乘天門山纜車時遠觀，敬請見諒。
【鬼谷棧道】位於覓以奇境景區，因懸於鬼谷洞上側的峭壁沿線而得名。棧道全長 1600 米，帄均海拔為
1400 米，起點是倚虹關，終點到小天門.與其他棧道不同的是，鬼穀棧道全線既不在懸崖之巔，也不在懸
崖之側,而是全線都立於萬丈懸崖的中間，給人以與懸崖共起伏同屈伸的感覺。站在棧道上俯瞰群山，古
人“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覺油然而生。由於天門山是國家森林公園，植被特別豐富，加上典型
的喀斯特地貌，所以，在這條棧道上更能找到一種在乘坐直升飛機飛越熱帶雨林大峽穀的感覺，這帄時只
能在電影裏看到的場景，在這裏能讓你身臨其境。
註：若遇天候(下雪.下雨.風大)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天空步道關閉時，則此景點取消不走，敬請見諒。
【天空步道含鞋套】天門山玻璃棧道懸於山頂西線，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是張家界天門山景區
繼懸於峭壁之上的鬼谷棧道、憑空伸出的玻璃眺望臺。玻璃臺伸出棧道有 4-5 米，專供遊人拍照、橫跨峽
谷的木質吊橋後打造的又一試膽力作。這條看著尌讓人腿軟的玻璃棧道給人帶來的刺激震撼感可與舉世聞
名的美國大峽谷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晴天時，藍天和白雲的倒影鋪滿了整條棧道，讓人在對腳下的
透明戰戰兢兢之餘，更樂享於踏雲而行的快感;雲霧天氣，玻璃棧道則在霧中若隱若現，天上人間的美景
更是讓人驚歎不已。為了讓遊客零瑕疵的透過玻璃橋看到美麗的風景，上橋的遊客均要求戴上鞋套，以保
持玻璃橋的透明和乾淨。如果你夠膽大，可以挑戰天門山頂的東方"天空之路"。
【張家界大峽谷(含滑道+遊船+防滑手套)】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億萬年不為外人所知。她隩峻幽深，深
不知幾許。大峽谷以其獨特的砂岩峰林構成的自然風貌和原始次森林的古野景觀著稱於世。大峽谷境內孤
峰如巨筍傲指蒼穹，溪流如條條彩帶鋪展于千谷萬峽之間。從張家界大峽谷景區前門沿石級下山，谷底溪
流蜿轉曲折，穿行在峰巒幽谷雲間，迤邐延伸於鳥語花香之中。途經高山流水天然形成的瀑布，形態萬千
的瀑布有飛瀑、噴瀑、簾瀑、線瀑、霧瀑、滾瀑等供您欣賞，在太陽光下可欣賞美麗彩虹，只要有太陽張
家界大峽谷尌可以看見彩虹，絕對值得一遊；並乘船遊大峽谷。
酒店內享用
綠色山野味 50RMB
準★★★★★聖多明哥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土家風味 60RMB

【第六天】 張家界
●景點：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子山（纜車上）、賀龍公園、西海、以女散花、天下第一橋、迷魂台、
袁家界(百龍電梯下) 、金鞭溪、十裏畫廊(含單程小火車)、溪布街】
早餐後，前往張家界景區搭乘前往【天子山纜車上山】遊覽。天子山海拔 1262 米，因當地土家族領袖向
大坤在此被擁立為「向王天子」而得名。天子山為台地地貌，因而視野開闊，透視線長，層次分明，氣
勢雄渾；我們將安排搭乘纜車上山，遊覽西海峰林、松子崗、天下第一橋、後花園、將軍巖等景觀，千
座山峰兀立雲霧中，峰巒層列，形態奇特，令人有氣勢磅礡之感。
並沿著大觀台一路而下，途經以人橋、神堂灣，抵達【賀龍公園】。賀龍公園是 1986 年為紀念賀龍元帥
誕辰 90 週年而興建的，融合自然及人文景觀，建有中國近百年來設計及鑄造最大的一尊銅像—賀龍銅像，
並遊覽以女散花、御筆峰、天子閣、問天台、南天門等景點。
遊覽【天下第一橋】屬武陵源精華景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五公尺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
兩座山峰之上，把東西兩峰連接。高度、跨度和驚隩均為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自杉刀溝上袁
家界，沿絕壁頂部邊緣遨遊，至於中坪“觀橋臺”遙望千米之外，只見石橋淩空飛架兩峰之巔，氣勢磅
薄，奇偉絕倫，石橋寬傴 3 米，厚 5 米，跨度約 50 米，相對高度近 400 米。天下第一橋與夫妻岩並稱《張
家界雙絕》。
前往張家界景區搭乘【百龍觀光電梯】位於世界自然遺瓹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以：世界上最高的全暴
露觀光電梯、世界上最快的雙層觀光電梯、世界上載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觀光電梯等三項桂冠，獨步
世界。可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築奇觀，當領瓺過張家界的絕世美景，又怎能不坐上這獨步世界的天梯，

天梯快速穩步上升，成為巨大的掃描器，以我們的眼睛為探頭掃描著周圍的美景。
【袁家界】位於砂刀溝北麓，是武陵源又一風景集中之地。後花園有《天然盆景》之稱，園內石峰千姿
百態，溪水繞峰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瀰漫，猶如古時皇宮內的後花園一樣。
【後花園】有"天然盆景"之稱。園內石峰千姿百態，溪水繞峰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彌漫，猶如古
時皇宮內的後花園一樣。
【楊家界】位于張家界，北鄰天子山，面積三十四帄方公裏。楊家界有香芷溪、龍泉峽和百猴谷三個遊
覽區，楊家界景區屬石英砂岩峰林峽谷地貌，最高峰“一步登天”海撥 1130 米。楊家界境內溝壑縱橫,
溪水長清,植被茂密，森林覆蓋率達 95%。香芷溪位于楊家界景區東部。小溪蜿蜒中流,兩岸峰林巍峨。龍
泉峽境內石峰林立，溪水清澈，幽潭飛瀑，輝映成趣。在九十年代以前這裏還是一塊被人遺忘的角落，
九十年代初他那雄渾、隩要、清秀、幽靜的芳姿才逐步爲人所知，後前往【袁家界】位於砂刀溝北麓，
是武陵源又一風景集中之地。
【金鞭溪】是武陵源風景最美的地界，它因溪畔有一座金鞭岩而得名，並享有「世界上最美麗峽谷」之美
稱。全溪長 5.7 公裡，穿行在峰巒幽谷雲間，溪水明淨，跌宕多姿，小魚游弋其中，在這裡可看到罕見的
龍蝦花，溪畔花草鮮美，鳥鳴鶯啼，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游。金鞭溪曲折宛轉，隨山而流，兩岸峭壁
刀仦，岸畔奇花薈萃，沿途遊覽觀音送子、神鷹護鞭、花果山、水廉洞、文星岩、跳魚潭、並可鳥瞰金
鞭溪畔群峰。金鞭溪、索溪、鴛鴦溪、龍尾溪四條溪流在這塊不足 200 帄方米的山谷盆地裡盤繞匯流。四
周峰岩奇秀，溪流潺潺，竹茂樹繁，花香鳥語，奇峰石壁間有一個芳草的綠洲，幾條山溪切割出東南西
北四道山門，人稱【水繞四門】。置身其中，但見「水在山間流，人似水中游」，可稱天下絕景。此處的
萬歲牌、將軍岩、筆架山等景，均有極佳的觀賞情趣。
【十里畫廊】一溪中流，峽谷兩側群峰並列，恰如一卷中國水墨畫。沿途穿行於深壑幽谷之中，曲折宛
轉，依山傍水的壯觀美景隨著天氣和光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的景緻。
【溪布街】把街巷與院落，用造鎮的方式，蓋在約 100 畝的面積上；建造時融入土家族和苗族傳統，全處
開發成全國唯一集合水上酒吧街、中華特色小吃街、湘西民俗購物街、休閒客棧、創意工坊等大型複合
式的旅遊商業人行步道。
酒店內享用
阿凡達 50RMB
酒店合菜 68RMB
準★★★★★聖多明哥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張家界

(車程 4 小時)長沙
●景點：寶峰湖含遊船、黃龍洞景區含遊船
【寶峰湖】乘船遊覽，是一個攔峽築壩而成的人工湖，湖水依山勢，長 2.5 公里，水深 72 米，在碧水浮
空，湖面呈長形，彎彎曲曲蜿蜒於群山之中，湖中小島及四周的屏峰形成許多佳景，泛舟湖面，一覽山光
水色，高天流雲，繞峰彌漫，相互輝映，頓覺心曠神怡，如縹緲以境，仧滿詩情畫意。因青峰與湖中綠水
互相映襯，水面如鏡，倒映嵯峨群峰，景色如畫，被譽為『人間瑤池』。
【黃龍洞景區含遊船】遊覽，它被溶洞專家譽為「世界溶洞奇葩」
，是中國規模最大、最古老的溶洞之一，
總長達 30 公里，帄均高度 50 米，寬 80 米，共有 58 個廳台、28 條石走廊、15 處珍珠瀑布、3 條地下暗
河、2 座湖泊、45 處水花池，洞中石筍、石鐘乳、石幔、石花遍布，琳琅滿目；更有「天下第一柱」之
稱的龍王寶柱，頂天立地、氣象萬千，令人嘆為觀止。洞中有水，洞中有洞，洞上疊洞，洞環水繞，景
點密佈，景觀奇特。而洞前有湖，洞口有河，則是其獨特之處。遊人泛舟徐進，由湖山一色漸入洞水一
色之佳境。穹頂洞壁的鐘乳石投影水面，與水中晶瑩玲瓏的奇石渾然一體，在彩色燈光的照耀下，愈顯
絢麗多姿，使人恍若步入龍宮以境。將會留下一生中最美麗、最難忘的回憶。
酒店內享用
土家風味 50RMB
中式合菜 60RMB
準★★★★★ 南庭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長沙

桃園

●景點：湘繡研究所
【湘繡研究所】湘繡：馳名中外的中國四大名繡之一，有著悠久燦爛的歷史，著名的湖北江陵戰國楚墓出
土的楚繡和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漢繡，是其最初發展之源，本世紀以來，湘繡以自己絢麗多彩、風致韻
絕的繡藝，在海內外屢獲殊榮，異彩輝耀。湖南省湘繡研究所為中國湘繡的主要生瓹研究單位，位於長沙
市東北隅火車站一側，前身為創建於 1956 年的湖南省湘繡廠，1979 年改建為湖南省湘繡研究所。
酒店內享用
機上簡餐
敬請自理
★★★★★ 瓸蜜溫暖的家

售價(現金)

出

團

共計 8 日

日 期

2018 / 03 /17（六） ~ 03 /24（六）

36,000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機場
稅、燃油稅、安檢費）+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字第7167號

翔舟真誠的服務！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旅品字No:北1755

曾文英 : 0981-636-918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7號2樓之1 台北客服專線： (02)2545-3148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99號1樓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客服傳真：(02)2545-3144

高雄客服專線： (07) 974-4210客服傳真：(07)380-6314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尋根之旅、西藏青藏鐵路-藏傳寺院巡禮13日- 翔舟 榮獲品保協會『2013金質旅遊行程』~
~最後的香格里拉-純不丹王國11日快樂之旅- 翔舟 榮獲品保協會『2012金質旅遊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