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11.15.18.22.25.29                          團費：每人／NT20,500 起

(單房差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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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江西省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擇，此推銷

無壓力，自由選購。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您有更多時間悠閒觀光! 

特別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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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2080 高雄  南昌 11:40 14:05 

第八天 MU 2079 南昌 高雄 08:25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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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高雄南昌星子 

【上湯溫泉】：廬山•上湯溫泉度假村位於山擁千峰、江環九派的九江市星子縣溫泉鎮，北依廬山，緊

臨鄱陽湖，氣候宜人。假村充滿北歐風情，亭台水榭點綴其間，設施完善。出水溫度達 72℃的自湧

型溫泉，是酒店獨具特色的亮點。100%的純天然流動溫泉水源，無需迴圈再用，池水清澈見底，再

不用擔心衛生問題。溫泉中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帶上老人、小孩一起浸泡，既能養生，又能共度歡樂

時光。 

 

早餐：xxx／午餐：機上簡餐／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宿：準★★★★上湯溫泉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星子【觀音橋景區(天下第六泉、栖賢大峽谷、夫妻樹、蔣公行館)、東林大佛】婺源 

【觀音橋景區】：觀音橋景區內人文景觀豐富多彩，自然風光秀麗迷人，名人蹤跡溢滿各處。號稱江

南第一古橋的觀音橋，建於西元 1014 年，橋長 19.4 米，寬 4.8 米，是一座用 107 塊花崗石、且每

塊達一噸多重的花崗石壘起來的石拱橋，它以雄偉的氣勢橫跨在廬山的第二大峽谷——棲賢大峽谷

之中。以古、奇、雄、險、秀名楊天下。 

【天下第六泉】：由唐代茶聖陸羽品定的“天下第六泉”在觀音橋的東邊 30 米處，西元 781 年陸羽

來到廬山，把天下好的泉水依次排定為 20個等級，認定這裡的泉水清、透、甜、爽品定為天下第六

泉，用此泉水泡廬山雲霧茶更是上等的絕品好茶。 

【蔣公行館】：1934年國民黨主席蔣介石讚賞觀音橋的風景，在此建立了行宮，並多次來此下榻，在



行宮前與宋美齡一起栽培了二顆柳杉，人們稱它為夫妻樹，90 年代初宋美齡專門從美國托人來看這

二顆樹，因為這是他們的愛情象徵。現行宮裡圖片展示了近代歷史風雲人物。 

【東林大佛】：東林大佛，為淨土宗宗教道場。位於江西省星子縣溫泉鎮，廬山南麓；高 48 米，是

世界上最高的阿彌陀佛銅像。 2013年竣工的東林大佛是由有著佛教淨土宗祖庭之稱的廬山東林寺肇

建。東林寺始建於東晉元興元年(西元 402年)，法脈傳承 1600餘年，享有“匡廬勝境第一道場，天

下蓮宗最初祖庭”之譽。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江灣特色餐風味 RMB90 

住宿：準★★★★江灣大酒店(豪華房)／或同級 

第 3 天  婺源【彩虹橋、思溪延村、江灣景區、李坑】 

【彩虹橋】：這座廊橋始建于宋代，取唐詩“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的意思取名，是古徽州最古

老、最長的廊橋，被許多媒體稱讚為“中國最美的廊橋之一”。橋長 140米，橋面寬 3米多，4墩 5

孔，由 11座廊亭組成，廊亭中有石桌石凳。 

【思溪延村】：是婺源北線的景點之一，由思溪和延村前後兩個村落組成。這裡出過不少明清徽商，

豪宅院落內精湛的“石雕、木雕、磚雕”在婺源的徽派老建築中尤為出彩。1987 年版的《聊齋》和

連續劇《青花》都曾在此取景。 

【江灣景區】：位於江西婺源縣城東二十公里，以原汁原味的明清古村落和田園風光為主，這裡山水

環繞、風水極佳是古徽州風水文化的典範，歷代文風鼎盛、群賢輩出，有一大批徽派古建築和蕭江宗

祠、江永紀念館、南關亭、北斗七星井等景點，極具歷史價值和觀賞價值。 

【李坑】：是一個以李姓聚居為主的古村落，距婺源縣城 12 公里。李坑的建築風格獨特，是著名的

徽派建築。給人一種安靜、祥和的氣氛。李坑自古文風鼎盛、人才輩出。村落群山環抱，山清水秀，

風光旖旎。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婺源風味 RMB40／晚餐：婺源粉蒸特色餐 RMB90 

住宿：準★★★★江灣大酒店(豪華房)／或同級 

 第 4 天  婺源景德鎮(古窯+陶瓷民俗博物館、昌南瓷器一條街) 龜峰景區(含電瓶車) 鷹潭 

【古窯＋陶瓷博物館】：國家 AAAA級景區，您深切體會到瓷都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歷代景德鎮古

窯瓷廠展示區內有古代制瓷作坊、世界上最古老制瓷生產作業線、清代鎮窯、明代葫蘆窯、元代饅頭

窯、宋代龍窯、風火仙師廟、瓷行等景點，向人們 展示了古代瓷業建築，明清時期景德鎮手工制瓷



的工藝過程以及傳統名瓷精品。陶瓷民俗展示區以十二棟明、清時期古建築為中心的民俗景區內有陶

瓷民俗陳列、天 後宮、瓷碑長廊、水上舞臺瓷樂演奏等景觀。水岸前街創意休憩區內有昌南問瓷、

昌南碼頭、耕且陶焉、前街今生、木瓷前緣等瓷文化創意休閒景觀。在這裡，遊客可共同探索中國千

年陶瓷文化的脈絡。 

※瓷器一條街，為南昌著名瓷器，提供紀念商品銷售，遊客可自行購買，非購物站特此說明！貼心提醒瓷器為易碎物品，

請遊客購買前務必與店家確認好物品的完整性再做購買。 

【龜峰】：龜峰風景區位於江西省弋陽縣城區西南部，因景區內有無數形態酷似烏龜的象形石讓景區

遠遠看去象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龜而得名。它東臨江南第一仙峰三清山，南接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武夷

山，西鄰中國道教第一山龍虎山，北靠著名瓷都景德鎮，共同構成一個迷人的旅遊風景帶，具有優越

的區位優勢。龜峰風景名勝區有三奇：一為獨步天下的龜形丹山之奇，有“中華丹霞精品，東方神龜

樂園”之美譽，奇峰處處，美不勝收;二為天造地設的洞穴佛龕之奇，碧水丹青，奇洞成群，“中華

第一佛洞”南岩、禪宗古寺雙岩、“飛來禹跡”龍門岩，如三顆明珠鑲嵌在清麗、柔媚的龍門湖畔，

古代洞穴文明遺跡隨處可見;三為千古流傳的志士仁人之奇，疊山書院折射出鐵脊忠魂的愛國丹心，

方志敏紀念館展示紅土地的無尚光榮，千古名曲弋陽腔唱不盡弋陽人的千古風流。它集紅、綠、古三

色資源為一體，融佛、道、儒三教文化於一爐，是一處不可多見的人間勝境，使歷代名人接踵而來，

贏得“江上龜峰天下稀”(明代李夢明)“殊照長城壯漢關”(明代高明)、和“龜峰巒嶂之奇，雁蕩所

無”(明代徐霞客)的由衷讚歎。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景德鎮瓷宴特色餐 RMB65／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宿：準★★★★★天裕豪生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鷹潭撫州(湯顯祖紀念館、擬硯台(登台)、名人雕塑園、花語夢園) 

【湯顯祖紀念館(周一閉館)】：不僅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環境也極其優美的。館內既保留了一種原始

林木狀態，又栽種了許多適合觀賞的經濟林木。在館內，春有鳥語花香，夏有樹木蔽陰，秋有魚肥果

碩，冬有雪松傲立。在館內還將撫州的林木資源集中展示，辟有玉蘭園、山茶園，松柏園、桂花園和

桃花島，引種了香榧、銀杏、金錢松，紅楓等國家珍稀植物，在另一個意義上成為撫州林業的“市博

園”。 

【擬峴台】：位於江西省臨川（撫州）市撫河畔，歷來為江南名勝，古與河北幽州台、山西鸛雀樓、

贛州鬱孤台等齊名；有詩雲“占斷江西景，臨川擬峴台”； 擬峴台始建於北宋嘉祐二年（1057），

現台為第七次重新修復，主體高度為 49.9米，為宋代風格建築。 

【名人雕塑園】：是綜合性開放式的城市大型主題公園。占地面積為 1000 畝。撫州名人雕塑園是一

個集學術研究、文化傳承、教育娛樂、旅遊休閒於一體的城市主題文化生態園。 

【花語夢園】：分布於鳳崗河東西兩岸。東岸建有世紀花園、玫瑰園、陽光大草坪等，突出歐式園林

風格。西岸建有玉茗園、水生花卉園、兒童樂園、生態展示館等，突出中國古典園林風格。鳳崗河上

建有兩座景觀橋連接東西兩岸，形成空中花園，營造空中廊道景觀空間，打造極具特色的景觀感受，

成為花語夢園的亮點。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撫州風味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宿：準★★★★東鄉國際酒店／金溪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撫州大覺山景區(大覺古鎮、太空步廊、大覺寺(含電瓶車+纜車上下)) 撫州 

【大覺山主景區】：位於江西省撫州市資溪縣境內，全境旅遊資源豐富，不僅有優美的自然風生，野

生動植物種類多樣，分佈廣，被專家譽為“天然氧吧" ！境內山清水秀，山巒蒼鬱峻拔、溪流清澈縈

回，自然風貌原始，空氣清純，新鮮、氣候舒爽宜人，以全國罕見江西第一的綠色植被，引起國內外

等專家關注，被譽為“生態王國，華廈翡翠”， 大覺山風景區成功入選“新贛鄱十景”，可見其魅

力所在。大覺山屬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光照充足，氣候溫和，景區擁有近

1500 種植物，包含紅豆杉、銀杏等珍貴物種；此外，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雲豹、黑熊等動物，是

價值極高的生物自然寶庫。 

【大覺古鎮】：占地 60 多畝。古鎮選定在景區的官驛站和大美亭兩岸，結合地形地貌打造一個山水

交融的宋朝古鎮。內建有一河、三街、六巷，董永家宅，惡霸吳沖天吳俯，令世人逍遙快活的賞春苑，

神奇、神秘的原始森林；另外還建有一座廊橋、一座拱橋、一座東望樓、東西兩座城門、一座聖殿、

聖殿外有一個聚會用的廣場。 

【大覺寺】：為大覺山的重要景點之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宗教朝拜勝地、馳名中外數百年的大覺

寺，坐落在海拔 1118 米的蓮花山天然石洞中。此洞深 12 米，寬 60 米，高 6 米，洞之深廓，世所

罕見。蓮花山山高奇峰獨特，清澈的“聰明泉”，聳立的“雙燭石”，威武的“將軍石”，神秘的“寶

塔”，幽靜的“呂洞賓”讀書洞，挺拔的“逍遙峰”，還有賦予傳奇色彩的“龍床洞”、“水簾洞”、

“神女石”、“不老松”、“神龜問天”、“雙乳峰”等五十餘個景點分佈於大覺寺周圍。 

【太空步廊】：兩座山峰之間橫空架起一座長 100米，垂直高度 100多米的“太空步廊”，行走在全

透明的玻璃棧道上，猶如在懸崖峭壁上懸空通過，挑戰者可站在“太空”上，極目武夷山脈逶迤山峰

景色，俯視下面的萬丈深淵，在驚險刺激中挑戰大自然極限。置身于太空雲海之中，感受大自然神奇

魅力，體驗人生百味，雖說驚險，卻是別有一番風味。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大覺山中式合菜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宿：準★★★★東鄉國際酒店／金溪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撫州鳳凰溝(含電瓶車) 南昌(滕王閣、梅湖景區+八大山人紀念館、萬達茂購物廣場) 

【鳳凰溝】：位於南昌黃馬，以生態農業為主題，更藉由農業帶動鳳凰溝的生態旅遊，園區內山清水



秀，綠樹成蔭，環境幽靜，空氣清新，四季有花，四季有果，候鳥成群，為人們享受綠色、親近自然、

感受歡樂的世外桃源。鳳凰溝園內綠樹成蔭，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環境幽靜，空氣清新，且四季有

景有花，春季有讓人陶醉的玉蘭、碧桃、梨花、櫻花及海棠等；夏季有爛漫的紫薇、木槿及荷花；秋

季有芬芳四溢的桂花，火紅的楓林，金黃的銀杏林等；冬季有茶梅、茶花、梅花等。常年有果，冬春

有草莓，夏日有桑椹、桃、楊梅、早熟梨，秋天有柑桔、柚子和柿子。整個園區具備了生態優美、科

技優秀、文化深厚的特色，具備了開展農業觀光、休閒、體驗、科普的良好條件，被譽為“生態寶園”、

“人間仙境”。 每年的春季，漫山遍野的花迎風怒放，遊客置身在花海中拍照、遊玩流連忘返。色

葉樹種園的春季紅葉宣揚新生的絢麗燦爛，將給您一種全新的感官刺激。 

【滕王閣】：滕王閣是一座具有 1300 多年的文化名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自 1989 年重建開放

以來，滕王閣作為省會城市南昌的對外接待視窗單位元，以其深厚的曆史底蘊，巨大的文化魅力，完

備的服務設施，一流的服務質量，笑迎八方來客。 

【八大山人紀念館】：原為青雲譜，是一處紀念明末清初著名畫家八大山人（朱耷）的博物館，是一

座具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道院，具有典型的江南園林風格，八大山人曾隱居於此。 

【萬達茂】：建築面積約 20萬平米，中國首座文•商•旅綜合體，體驗式商業的全球樣本，打造家人與

朋友的歡聚勝地。全球最大的全景室內海洋樂園、江西唯一高科技互動體驗式電影科技樂園與大型時

尚商業步行街是萬達茂的主力業態。商業步行街是萬達茂的核心組成部分，建築面積約 14 萬平米，

規劃約 200個商家。 

 

第 8 天 南昌高雄 
＊此時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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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餐盒+機上輕食／午餐：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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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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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26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