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2018/02/16 大年初一                                    團費：每人／NT34,000 元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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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於車上講解湖南省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1.酒鬼酒 2.
黑茶 3.薑糖 4.小花生 5.小銀飾..等等)，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精彩行程一個都不漏! 

貼心安排 魅力湘西秀、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天  高雄長沙 

集合於國際機場，搭豪華客機飛往『武漢』。 
【長沙】：長江中游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  ，全國“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中南地區重要的工
商業城市，中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裝備製造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湖南省的
政治、經濟、文化、科教和商貿中心。長沙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歷經三千年城名、城址不變，有
“屈賈之鄉”、“楚漢名城”、“瀟湘洙泗”之稱。 
溫馨小提示：湖南屬少數民族居住省份，食物以酸、辣、重鹹為主要特色，台灣遊客在飲食上可能會不太習慣，望遊客能入境隨俗！ 

早餐：X／午餐：X／晚餐：X 

住宿：準★★★★★現代凱萊國際酒店／或溫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長沙(嶽麓山、愛晚亭《含環保車》、天心閣) 張家界  

【嶽麓山】：嶽麓山風景區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區，海拔 300.8 米，為城市山嶽型風景名勝區，是中
國四大賞楓勝地之一。融中國古文化精華的儒、佛、道為一體，包容了歷史上思想、高僧名道、騷人墨
客共同開拓的嶽麓山文化內涵。 
【愛晚亭】：愛晚亭原名紅葉亭，又名愛楓亭。與陶然亭、湖心亭、醉翁亭並稱中國四大名亭，也是革
命活動勝地，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亭形為重簷八柱，琉璃碧瓦，亭角飛翹，自遠處觀之似淩空欲飛
狀。毛澤東青年時代，在長沙第一師範求學，常與羅學瓚、張昆弟等人一起到嶽麓書院，與蔡和森聚會
愛晚亭下，縱談時局，探求真理。 
【天心閣】：位於湖南省會長沙城市的中心，是以天心古閣和古城牆為主要景點的歷史名勝，自明代以
來，天心閣被視為古城長沙的標誌，素有“瀟湘古閣，秦漢名城”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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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 953 高雄 長沙 16:20 18:25 

第八天 AE 954 長沙 高雄 19:35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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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BF%83%E5%9F%8E%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4%E5%9E%8B%E7%A4%BE%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97%E5%9C%B0%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85%E5%A4%87%E5%88%B6%E9%80%A0%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236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6%95%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8%B4%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8%B4%BE%E4%B9%8B%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87%E6%B9%98%E6%B4%99%E6%B3%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B3%E9%BA%93%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B3%E9%BA%93%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5%B2%B3/96850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A4%A7%E8%B5%8F%E6%9E%AB%E8%83%9C%E5%9C%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26132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39195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3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D%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A%9A%E4%BA%BA/821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B3%E9%BA%93%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2%B3%E9%BA%93%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B6%E7%84%B6%E4%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BF%83%E4%BA%AD/98306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6%89%E7%BF%81%E4%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B%9B%E5%A4%A7%E5%90%8D%E4%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6%B3%BD%E4%B8%9C/1138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5%AD%A6%E7%93%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98%86%E5%B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92%8C%E6%A3%AE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湘菜風味 RMB60／晚餐：酒店晚宴 RMB150 

住宿：准★★★★★藍灣柏格國際酒店／或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含索道上下》、遠眺天門洞、鬼谷棧道、土家風情園)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天門山成為張家界代表性的自然景觀之一，張家界天門山不僅以其神奇獨特
的地質外貌、秀美無比的自然風景令人矚目，更因其深遠博大的文化內涵、異彩紛呈的人文勝跡聞名遐
邇，被尊為張家界的文化之魂、精神之魂。 
※溫馨提示:天門山 4 月 25日起更為環線遊覽，開通穿山扶梯(天門洞後至山頂)，天門山索道中站，將不 再上下客人。 

           A 線：索道上山後乘穿山扶梯至天門洞乘環保車下山，B 線：環保車至天門洞乘穿山扶梯上山後乘索道下山。 

※溫馨提示: 5 月 20日起天門山實行實名制，2 天以上取消退票手續費 RMB30/人，前一天取消退票手續費 RMB100/人，請注意當天取消

無法辦理退票! 
【天門洞】：天門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拔地依天，宛若一道通天的門戶。這一勝景或遇
有陽光明媚的清晨或傍晚時分，站在天門洞外雲天相接處偶爾會出現仙界奇觀，只見七彩霞光穿洞而出，
紫氣沖天，環繞峰嵐，猶如佛光普照大地。  
【鬼谷棧道】：位於覓仙奇境景區,因懸於鬼谷洞上側的峭壁沿線而得名.棧道全長 1600 米,平均海拔為
1400 米,起點是倚虹關,終點到小天門.與其他棧道不同的是,鬼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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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家風情園】：張家界土家風情園坐落在風景明珠張家界市境內是一座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相融合，
主要由土家建築群落、民風民俗展示、文藝演出、客房、餐飲等功能區構成，是一座人文景觀與自然景
觀相融合，集土家族農耕文化、兵戰文化、土司歷史、建築藝術、工藝美術、表演藝術、民俗風情及飲
食起居為一體的大型民族文化景點。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禾田下風味 RMB50／晚餐：匯源娃娃魚 RMB60 

住宿：準★★★★★藍灣柏格國際酒店／或華天大酒店／或同級 

第 4天  張家界(黃龍洞《含遊船+VIP 服務》、張家界大峽谷《含遊船》、張家界最新最潮～大峽谷玻璃橋《雲天

渡》、魅力湘西秀) 

【黃龍洞】：以立體的洞穴結構，寬闊的龍宮廳及數以萬計的石筍，高大的洞穴瀑布，黃龍洞洞中有洞，
洞中有河，由石灰質溶液凝結而成的石鐘乳、石筍、石柱等各種洞穴景觀遍佈其中，無奇不有，仿佛一
座地下“魔宮”。黃龍洞擁有高闊的洞天、幽深的暗河、懸空的瀑布、密集的石筍等特級旅遊資源，享
有絕世奇觀之美譽。 
【張家界大峽谷】：緊鄰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大峽穀中的飛瀑神泉
比比皆是，一路遊覽下來，讓人目不暇接。峽谷裡植被繁茂，空氣清新，涼爽舒適，溪水上彌漫著一層
薄霧，宛如來到世外桃源。 
【玻璃橋《雲天渡》】：歷經四年打造、多次延期開放，經專家確認安全無虞後，讓我們帶您一覽大峽谷
的壯闊，以及走過橋上的震撼！玻璃橋還創造了多項世界之最，包含世界最長玻璃橋面人行橋、世界最
高彈跳台、世界吊索面最大張開量、世界最高/跨幅比等，被美國 CNN 評為世界十一座近代最偉大橋梁
之一，國內外專家皆稱「大峽谷玻璃橋」是世界橋梁建築史上的奇蹟。《雲天渡》於 2016 年 8 月 20 日
第一天開幕，景區擠爆排隊人潮，許多人徹夜搭帳篷排隊只為一睹世界奇觀，首批遊客體驗後表示：往
下探 300 米的深度叫人腿軟不已！作為張家界的又一世界紀錄，你敢挑戰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99%E7%95%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85%89%E6%99%AE%E7%85%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AE%B6%E7%95%8C%E5%9C%9F%E5%AE%B6%E9%A3%8E%E6%83%85%E5%9B%AD/3310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7%AC%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0%91%E5%B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6%B3%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6%B3%89


【魅力湘西秀】：魅力湘西大劇院，是張家界武陵源景區歷史最悠久的一家劇院，它創辦於 2000 年 3
月，歷經十五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為全國著名旅遊文化演出實體，湘 西民族特色濃厚鮮明，在大陸、港
澳臺等華人地區，乃至韓國、日本、東南亞等地都享有較高知名度和美譽度。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山溝溝 RMB50／晚餐：酒店合菜 RMB98 

住宿：★★★★★青和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5天 張家界(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百龍電梯上、天子山索道下》、迷魂台、天下第一橋、賀龍公園、天子觀景台) 

【張家界森林公園】：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奇特的石英砂岩大峰林被聯合國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名錄》。公園總面積 4810 公頃，公園的自然風光以峰稱奇、以穀顯幽、以林見秀。其間有奇峰 3000 多
座，如人如獸、如器如物，形象逼真，氣勢壯觀，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之美稱。  
【百龍電梯】：張家界景區以“奇”著稱，百龍觀光電梯位於張家界武陵源世界自然遺產核心景區，以
“世界上最高、載重量最大、運行速度最快的全暴露戶外觀光電梯，是自然景觀與人造奇跡的完美結合，
將成為中國的“艾菲爾鐵塔”，張家界旅遊的全新亮點，對促進張家界的旅遊發展意義重大。 
【迷魂台】：立台鳥瞰遠近寬廣的盆地裡，高低錯落的翠峰，如樓如閣、如台如栩、如凳如椅、如人如
獸，千姿百態，景象萬千。雨後初晴，輕雲淡霧，群峰似瓊樓玉宇，若明若暗。 
【天下第一橋】：為一天然石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 5米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兩座
山峰之上，把東西兩峰連接。橋高 350 米，張家界最高的石橋。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爲天下罕見。 
【賀龍公園】：為紀念賀龍元帥轉戰天子山而建，坐落湖南省張家界市天子山上，在 1200米的千層岩左
側，一般歸類於石家簷遊覽線。公園內主要遊覽點有賀龍元帥銅像、兵器館、賀龍元帥陳列館等。 
【天子觀景台】：天子山的景觀都是天造地設，全無人工雕琢痕跡。這裡不但有奇山秀水，還有淳樸的
民情，奇特的民俗，因此有“誰人識得天子面，歸來不看天下山”，“不游天子山，枉到武陵源”之說
法。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阿凡達 RMB50／晚餐：金鳳凰 RMB50 

住宿：★★★★★青和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6天 張家界(十里畫廊《含往返小火車》、金鞭溪、水繞四門) 鳳凰古城(夜遊鳳凰古城) 

【十里畫廊】：十里畫廊當然不是人工繪成的畫廊，而是峽谷兩旁的巒峰錯落有致，並且隨著天氣和光
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的景緻而得名，看起來真似國畫長廊。 
【金鞭溪】：金鞭溪曲折宛轉，隨山而流，兩岸峭壁刀仞,岸畔奇花薈萃,心曠神怡之心油然而生。 

【水繞四門】：地處武陵源中心，是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的東大門、索溪峪自然保護區的西大門。金鞭
溪、索溪、鴛鴦溪、龍尾溪四條溪流在這塊不足 200 平方米的山谷盆地裏盤繞匯流。四周峰岩奇秀，溪
流潺潺，竹茂樹森，花香鳥語，奇峰石壁間一個芳草萋萋的綠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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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古城】：湖南十大文化遺產之一，曾被稱讚為中國最美麗的小城，與雲南麗江古城、山西平遙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AE%B6%E7%95%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3%E5%B1%82%E5%B2%A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AE%B6%E6%AA%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E5%8D%81%E5%A4%A7%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1%E5%8D%97%E4%B8%BD%E6%B1%9F%E5%8F%A4%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5%B9%B3%E9%81%A5%E5%8F%A4%E5%9F%8E


城媲美，享有“北平遙，南鳳凰”之名。鳳凰古城以回龍閣古街為中軸，連接無數的石板小巷，溝通全
城。回龍閣古街是一條縱向隨勢成線、橫向交錯鋪砌的青石板路，自古以來便是熱鬧的集市。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盛世武陵 RMB50／晚餐：印象鳳凰 RMB60 

住宿：準★★★★★花園國際酒店／或天下鳳凰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7天 鳳凰古城(鳳凰九景~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楊家祠堂、東門城樓、沱江泛舟、萬壽宮、崇德堂、陳寶箴

老宅、虹橋) 常德(常德風情街) 
千多年歷史的鳳凰古城，始建於民朝萬曆年間，保存完整，又有獨特苗族風情，被喻為中國最美的兩個小城之一。 

【沈從文故居】：沈從文故居於 1991 年被列為省人民政府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拔款進行了整修。故居現
陳列有沈老的遺墨、遺稿、遺物和遺像，成為鳳凰古城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觀之一，每天前來瞻仰者絡繹
不絕。 
【熊希齡故居】：熊希齡故居位於鳳凰古城北文星街的一個小巷裡，總佔地面積 800 平方米，是典型的
苗族古代建築格式，極富苗族情調。屬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楊家祠堂】：楊家祠堂坐落在鳳凰古城東北部的古城牆邊，太子少保、果勇侯、鎮竿總兵楊芳捐資修
建。楊家祠堂屬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東門城樓】：東門城樓位於城東，緊靠沱江，原名“升恒門”，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 
【沱江泛舟】：可以暢遊沱江，欣賞兩岸風光具有民族特色的吊角樓和風雨樓，盪舟戲水悠然自得。 

※溫馨提示：鳳凰位湖南省西南方，酒店及餐廳的條件皆不如長沙.張家界，因此菜色餐廳方面較其他餐稍遜，望客人諒解！ 

【常德風情街】：位於穿紫河畔，南接七裡橋及丹陽路，北臨柳葉大道，距離“中國城市第一湖”柳葉
湖僅僅 10 分鐘左右車程。街區總用地面積約 2.15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4.68 萬平方米，街區長約
450 米，寬約 50 米，單體建築 16 棟，街區建築為傳統德式，營造典型德國小鎮氛圍。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常德風味 RMB50 

住宿：準★★★★★常德錦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8天 常德 長沙(橘子洲公園、江神廟、黃興路步行街、簡牘博物館) 高雄 

【橘子州公園】：湘江中最大的名洲，由南至北，橫貫江心，西望嶽麓山，東臨長沙城，四面環水，綿
延數十裡，狹處橫約 40 米，寬處橫約 140 米，形狀是一個長島，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生成於晉惠
帝永興二年，為激流迴旋、沙石堆積而成。原有桔洲、織洲、誓洲、泉洲四島，至清時只有上洲、中洲、
下洲三島，“望之若帶，實不相連”。今演變成一串長島，橘子洲久負盛名，春來，明光瀲灩，沙鷗點
點；秋至，柚黃橘紅，清香一片；深冬，淩寒剪冰，江風戲雪，是瀟湘八景之一“江天暮雪”的所在地。 
【江神廟】：中國長江流域保存最為完整的古氐羌族風格戲院建築群。整體建築體現了" 由外見牆不見
木，由內見木不見牆"的建築特色，最大特點，是重於木雕和彩繪，注重外觀華麗，富有地方性和民族
色彩，這些給古建增添了別致的格調。 
【黃興路步行街】：黃興路步行街是長沙市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是集購物、休閒、娛樂、餐飲、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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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等多項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場所。分為內街和外街，內街又有三層。商鋪眾多，品牌齊全。除各種
常規服裝店、飾品店以外，這裡還彙集了全國各地的小吃美食，旁邊的坡子街更是長沙特色小吃的齊聚
之處，有長沙人民耳熟能詳的火宮殿、雙燕樓、紅梅冷飲等，數不勝數。 
【簡牘博物館】：是國內首座集簡牘收藏、保護、整理、研究和陳列展示於一體的現代化專題博物館。
長沙簡牘博物館為漢代設計風格，借鑒了魏晉時期盛行的高臺建築形式，採用中國傳統園林營造空間的
手法，利用密植竹林來烘托空間的幽遠，而遊人徑由玻璃甬道從竹梢處穿行，則平添一層融入自然的意
味。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長沙老店 RMB60／晚餐：火宮店小吃 RMB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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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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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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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6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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