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9/1、8、15、22、29                    團費：每人／NT32,000 起 

        10/6、13、20、27                           每人／NT33,0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玩的安心沒負擔！ 

自費項目 
白帝城 290RMB/人、豐都鬼城 290RMB/人 

※以上自費項目為船公司所精心安排，但因參加人數不足或水位、航道、天候關係將取消活動。 

特別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武漢：江城明珠酒店 
酒店擁有 393 間客房，設計高貴典雅，配備有完善的現代化設備，

擁有獨一無二的長江美景。9 至 30 樓為客房樓層，其中 24、25 樓

為無煙樓層，配備 1 間殘疾人客房。酒店共有 14 種房型可供選擇，

每間客房均配有電話、高速寬頻介面、國際長途電話、中英兩種語言

的自動語音留言系統、電子保險箱、衛星電視節目、獨立可調節空調、

雙層玻璃窗附鮮風換氣口、靜音節能環保型小冰箱、電吹風、電子稱重稱、小酒吧、免費咖啡/茶包。 

 



重慶：凱賓斯基酒店 
重慶凱賓斯基酒店雄偉坐落於揚子江畔，與重慶國際會展中心相連接，擁有設施先進的各式豪華客房及

套房，配以醉人長江美景亦或璀璨城市景觀。酒店設有四個行政樓層、高效運作的會務中心。6 間涵蓋

全球饕餮的餐廳及酒吧，包括普拉那啤酒屋、元素全日制餐廳、泰廚泰國餐廳、國匯宴中餐廳、大堂吧

和凱賓美食廊。獨具藝術感的 650 平米豪華宴會廳及配套會議設施可為各種類型會議、晚宴提供多樣化

選擇。配有室內游泳池、花園露臺的健身中心以及全市首家歐式奢華水療中心為別具品味的高端商旅人

士提非比尋常的服務體驗。凱賓斯基酒店管理集團已將享譽全球的歐式奢華品質與細緻入微的服務帶到

了重慶。入住重慶凱賓斯基酒店，歐式享受不再遙不可及。 

 

 

第1天 高雄香港重慶(解放碑步行街)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霧都『重慶』。 

【重慶】：因地處中國內陸西南部，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氣候，重慶還有很多別稱，比如因夏

長酷熱多伏旱而得名的“火爐”﹔因城市依山建筑而得名的“山城”。 

【解放碑步行街】：以解放碑（抗戰勝利記功碑）為中心將解放碑大十字地區（民權路、民族路和鄒容

路的共 2.24 萬平方米面積）改造成中國西部第一條商業步行街——解放碑中心購物廣場。 

早餐：X X X／午餐：機上輕食／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重慶凱賓斯基酒店／或同級 

 

第2天 重慶(三峽博物館、洪崖洞景區、磁器口古鎮、杜莎夫人蠟像館、輕軌體驗~重慶都市風光)長江三峽 

【三峽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是保護、研究、展示重慶和三峽地區歷史文化遺產與人類環境物

證的公益性文化教育機構，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基礎設施。 

提示：三峽博物館遇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洪崖洞風情街】：位於重慶市核心商圈解放碑滄白路、長江、嘉陵江兩江交匯的濱江地帶，坐擁城市

旅遊景觀、商務休閒景觀和城市人文景觀於一體。以具巴渝傳統建築特色的“吊腳樓”風貌為主體，依

山就勢，沿江而建，解放碑直達江濱。 

【磁器口古鎮】：原名瓷器口鎮、白崖鎮、白岩場鎮，因明帝朱允炆退位後隱居於此，也叫龍隱鎮。位

於重慶市沙坪壩區，比鄰嘉陵江。自明、清時期以來磁器口一直是重要的水陸碼頭，為嘉陵江下游物資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KA-433 高雄 香港 11:20 12:55 

第一天 KA-840 香港 重慶 13:50 16:10 

第六天 KA-853 武漢 香港 11:40 13:40 

第六天 KA-454 香港 高雄 16:55 18:2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集散地。磁器口是重慶主城區內少有的能領略老重慶風味的地方，被稱爲「小重慶」。 

【杜莎夫人蠟像館重慶分館】：於 2016 年建成的南濱路長嘉匯濱江商業集群（法國水師兵營旁）建築外

部風格再現了老重慶獨特的歷史風貌，館內可供遊覽的區域分為上下兩層，從場館入口到第一個展區之

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深受觀眾喜愛的重慶籍影后劉曉慶的蠟像，她身著女皇武則天的裝束，以盡擁天

下的霸氣迎接每一位到來的遊客。在女神“劉曉慶”周圍，專門還原了代表重慶十大文化符號之一的大

足石刻景觀。 

【重慶輕軌】：重慶軌道交通（Chongqing Rail Transit）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慶市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

由重慶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運營。目前重慶軌道交通已建成或建設中的線路採用以下兩種制式：

跨座式單軌：2 號線、3 號線。傳統鋼輪鋼軌鐵路：1 號線、6 號線，以及建設中的環線、4 號線、5 號

線和 9 號線、10 號線。兩種制式在建設成本，適宜環境，噪音控制，速度運力等方面各有不同。 

※晚餐後，我們即登世紀豪華遊輪，展開長江三峽的壯闊之旅。 

※貼心安排行李生協助搬運行李登船進房間。 

※保證安排三樓及三樓以上房間。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小天鵝重慶鴛鴦火鍋風味 RMB68 

住宿：★★★★★世紀傳奇號 

第 3 天  長江三峽(石寶寨)<可自費遊豐都鬼城 RMB/290 人> 

※上岸遊覽「石寶寨」。 

【石寶寨】：石寶寨是在長江沿岸上中國建築藝術的瑰寶之一。很久前北部沿岸上突出的 220 米小山，

因為看上去很象翠綠的印章（玉璽），因而也被命名為 “ 玉印山 ” 。民間傳說玉印山是女神女媧造

的，是兩位爭鬥的天獎在一聲激烈戰鬥後把天戳了個洞，為了拯救百姓，女媧採石補天后留下的一塊五

彩石。石寶寨放眼望去，一個紅色的亭子鑲嵌在岩石的邊緣。它那高高的黃色的寨門是獅子和龍裝飾，

並雕刻著碑文。遊客們都被這種神奇吸引，爭先恐後地登入這 “ 仙境 ” ，寺廟是在乾隆皇帝執政期

間修建的，寺廟的主要廳的牆是由漢朝（西元前 206—220 ）磚塊砌造，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後面

門廳的右邊呈現的是三國的張飛將軍和嚴顏塑像，左邊呈現的是勇敢地反對滿族力量的秦良玉將軍，還

有一張壁畫展示了女神婦女媧修補天的景象。 

 

早餐：船上自助早餐／午餐：中西自助餐／晚餐：中西自助餐 

住宿：★★★★★世紀傳奇號 

第 4 天  長江三峽－瞿塘峽<船上觀>－巫峽<船上觀>－神女溪 

※ 上午船上觀瞿塘峽、巫峽風光，下午換乘小船遊覽神女溪，晚上遊船通過雄偉壯觀的三峽大壩五級船

閘。 

【瞿塘峽】：『瞿塘峽』主要景點有奉節古城，八陣圖，魚複塔，古棧道，風箱峽，粉壁牆，孟良梯，犀



牛望月。瞿塘峽，又名夔峽。西起重慶市奉節縣的 白 帝城，東至巫山縣的大溪鎮，全長約 8 公里。在

長江三峽中，雖然它最短，卻最為雄偉險峻。 

【巫峽】：又名大峽，以幽深秀麗著稱。整個峽區奇峰突兀，怪石磷峋，峭壁屏列，綿延不斷，是三峽

中最可觀的一段，宛如一條迂回曲折的畫廊，充滿詩情書意。巫峽峽長穀深，迂回曲折，奇峰嵯峨連綿，

煙雲氤氳繚繞。 

【神女溪】：(換小船遊覽)是青石鎮與飛鳳峰之間的一條小溪，溪長 15 公里，由於水面湍急、溪淺道窄，

其中有 10 公里為人跡罕至的原始山谷。山水景觀令人稱絕。翠屏、飛鳳、起雲、上升、淨壇五峰，棋

布溪水兩岸。神女溪中游，內側南岸是上升峰，西北是起雲峰。峰巒疊翠，雲遮霧繞，「江流曲似九回

腸」。多處「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峽中之奇峽，景中之絕景。 ＊如遇水位過低時，

則更換遊覽『神農溪』。 

【五星船閘】：聽過大船走樓梯嗎？讓您親眼看到保證令您終身難忘，讓您體驗最雄偉壯觀的旅程。長

江三峽大壩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它擁有世界上級數最多，總水量最高的內河船閘，和世界規

模最大，難度最高的升船機，隨著 26 台 70 萬千瓦的發電機組陸續投產，總裝機容量將達到 1820 萬千

瓦，它還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它是採”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方案陸

續建成，三峽大壩峻工後，其雄偉壯觀的土木工程規模可比擬中國古代的萬里長城。 

小提示：若遇管制期間，游船無法行駛五級船閘。 

 
早餐：船上自助早餐／午餐：中西自助餐／晚餐：歡送晚宴或中西自助餐 

住宿：★★★★★世紀傳奇號 

 

第5天 長江三峽(三峽大壩(含電瓶車))宜昌荊州(荊州古城牆(外觀)、荊州博物館)武漢(楚河漢街) 

【三峽大壩】：三峽大壩位於宜昌市三鬥坪，距下游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 38 千米，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

水利樞紐工程，也是全國首批 5A 級景區之一。大壩擁有三峽展覽館、罎子嶺園區、185 園區、近壩園

區及截流紀念園 5 個園區，總占地面積共 15.28 平方公里。旅遊區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三

峽工程為依託，全方位展示工程文化和水利文化。 

※爾後船抵宜昌下船。※貼心安排行李生協助搬運行李離船。 

【荊州古城牆(外觀)】：於在長江中游、湖北江陵縣境內的荊州古城墻、城樓，是迄今中國國內保存最為

完好的古城之一。城基是用大塊條石壘成，城磚用石灰糯米漿灌縫，非常堅固。這裡流傳著劉備借荊州、

關羽大意失荊州等許多古三國的故事。 

【荊州博物館】：荊州博物館位於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是一座地方綜合性博物館，為國家 AAAA 級旅

遊景區，占地 4.8 萬平方米。以其優美的環境、豐富的館藏文物和獨具地域特色的文物珍品陳列，以及

考古研究的豐碩成果而享譽海內外。1994 年經國家文物局專家評選，該館榮獲中國地市級“十佳博物

館之首”的美譽。提示：荊州博物館遇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楚河漢街】：楚河漢街是武漢中央文化區一期專案重要內容。專案規劃面積 1.8 平方公里，總建築面

積 340 萬平方米，是萬達集團投資 500 億元人民幣，傾力打造的以文化為核心，兼具旅遊、商業、商

務、居住功能的世界級文化旅遊項目。定位是“中國第一，世界一流，業內朝拜之地”，將打造成世界

文化新品牌。楚河漢街不僅是商業，更是城市歷史文化和生態景觀工程，經濟社會綜合效應十分顯著。 



 

早餐：船上自助早餐／午餐：中式合菜 50／晚餐：魚宴風味 50 

住宿：★★★★★武漢江城明珠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6天 武漢香港高雄 

＊此時 6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

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直航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輕食／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影本一份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

規格相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車型安排：6 人出團安排 18 座考斯特無行李箱車；10 人以上安排 33 座以上帶行李箱車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7.2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