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 

2017/12/10(日) 、2017/12/17(日) 、2017/01/05(五) 、2017/01/07(日)  

2017/01/12(五) 、2017/01/14(日) 、2017/01/19(五) 、2017/01/21(日) 

2017/01/26(五) 、2017/01/28(日) 、2017/02/02(五) 、2017/02/04(日) 

2017/02/25(日) 

全程不進購物站、無自費行程，贈煙雨張家界秀  

 

※《三排椅 WIFI上網 1一路暢通！》為貴賓們安排三排椅及提供車載WIFI，讓您即時與家人，朋友分享旅程中 

的樂趣！ (景區環保車無提供, 敬請見諒)   

【暢遊兩湖】– 湖北武漢+湖南張家界   

【張家界玻璃大橋-雲天渡】世界最長、最高的全透明玻璃橋及世界首座斜拉式大變數空間索玻璃吊橋。 

【煙雨張家界秀】10 個選段圍繞洛巴沖和阿依朵的愛情主線，展示了張家界地區歷史悠久的文化。 

【百龍電梯上下+VIP 通道】乘坐榮獲三項世界紀錄，世界最大、最高、最快戶外電梯，結合自然美景與 

人造奇觀。 

【黃龍洞遊船+VIP 電瓶車.專船.專職講解員】參觀不計其數的鐘乳石、石筍、石瀑 有“地下迷宮”之稱。 

【鳳凰~張家界全程高速】節省車程時間約一小時！不同市場為了節約成本耗費時間走省道。     

 

【直航】搭乘 高雄 / 武漢 / 高雄 來回直航班機。 



【世界級自然遺產】張家界風景區名列「世界自然遺產」，擁有令人讚嘆的綺麗風光。 

【天子山】如詩如畫，集雄、險、奇、秀、幽、野等特色。 

【金鞭溪】武陵源風景最美的地界，溪水四季清澈，林間鳥獸嬉戲，兩岸石峰挺立。  

【袁家界】安排以景色奇特、動人心魄而著名。  

【鳳凰古城含套票】這裡居住著苗族、漢族、土家族、回族……等，其中苗族佔一半以上，形成了多才

彩多姿的的民族風情。 

【天門山+環保車+穿山扶梯】其索道和稱為天下第一公路奇觀的通天大道，這兩項工程壯觀恢弘、驚險 

奇絕，令人無比震撼，使得天門山又添冠世奇景。 

     
  

 
準 ★★★★★ 張家界市區 愷力國際酒店 (酒店大廳及客房提供免費的 WIFI) 

2014 年開業 張家界愷力國際酒店嚴格按照五星級硬體標準裝修設計，集住宿、餐飲、會議、足浴、旅

遊等多項功能為一體，讓您盡享愜意舒適的休閒時光；不同層次客人的需求；無線網路全面覆蓋酒店公

共區域及所有客房，設備一應俱全。房間寬敞舒適、溫馨典雅，配以全新高檔的貢緞床單、舒適柔軟的

鴨絨棉被，加上我們完善的接待和溫馨的服務，這裡定將成為您舒緩疲勞、享受悠閒時光的理想場所，

是您旅遊、休閒、商務、度假的首選之地。酒店坐落于風景秀麗的張家界市區子午大道（市委新大門路

口對面），環境優美，地理位置優越。距火車站僅 5 分鐘車程，飛機場 10 分鐘車程，交通十分便利。下

榻愷力國際酒店，五星級的硬體設施，優質貼心的服務，將給您帶來無與倫比的居所享受！ 

 

     
 

準 ★★★★★ 張家界市區 大成水世界度假酒店 (酒店大廳及客房提供免費的 WIFI) 

張家界大成山水水世界度假酒店位於張家界，提供內部餐廳、內部健身中心、內部免費私人停車場和覆 

蓋各處的免費 WiFi。酒店距離張家界火車站有 10 分鐘的車程，距離張家界長途汽車站有 15 分鐘的車程， 

距離大庸涪城有 5 分鐘的車程。客房配有空調和暖氣。每間客房均設有帶免費洗浴用品、拖鞋、毛巾、 

吹風機和衛生間的舒適浴室。客廳角配備了沙發、平板有線電視、衣櫃和衣架。此外，客房還提供保險 

箱、衣架、電熱水壺和迷你吧。客人可以享受叫醒服務，亦可透過窗戶欣賞城市的景緻。酒店設有 24 

小時前臺，還提供汽車租賃服務。酒店距離迴龍公園有 10 分鐘的步行路程。 

   



 

準 ★★★★★ 張家界景區 武陵華天新天地酒店 (酒店大廳及客房提供免費的 WIFI) 

張家界武陵新天地華天精選酒店位于張家界核心景區標志門以東約 150 米，毗鄰武陵大道，周邊有民族 

商業街、主題購物中心，交通便利。酒店由湖南張家界惠天然文化旅游投資有限公司斥資 1.8 億元興建 

的酒店綜合體之一，總占地約 1.17 萬㎡，總建筑面積約 2.5 萬㎡，主要產品包括 block 商業街區和酒店。 

酒店集客房、餐飲、旅游服務等功能于一體，擁有各類房型客房。房內可撥打國內、國際長途電話，擁

有分體式 24 小時空調、24 小時熱水、洗漱用品、獨立淋浴間、獨立寫字臺、多種規格電源插座、110V

電壓插座、迷你吧、小型冰箱等。 

     
 

準 ★★★★★ 張家界景區 浣沙居酒店 

2017 年開業  

張家界浣沙居精品酒店位於武陵源區寶峰湖路，距離寶峰湖風景區、武陵源景區門票站、武陵源汽車站 

僅需 3 分鐘路程。浣沙居民族精品酒店是一家按照五星標準建造，以土家族、苗族為主題風格設計的精 

品酒店，酒店擁有各類豪華客房 104 間。張家界浣沙居精品酒店以青瓦、花格窗、司簷懸空土家特色建

造風格，酒店內部以西蘭卡普為文化背景裝飾，搭配小橋流水、民族院落融入湘西的民族文化，這裡讓

每一位走進的賓客都能卸下心靈的疲憊，回到童真的年代。 

    

 

 
 

 航空公司 出發城市 抵達程式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MU2662 東方航空 高 雄 武 漢 18:15 21:30 

回程 MU2661 東方航空 武 漢 高 雄 14:30 17:15 

 

 

 航空公司 出發城市 抵達程式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Z3094 南方航空 高 雄 武 漢 19:50 22:50 

回程 CZ3093 南方航空 武 漢 高 雄 16:00 18:50 

【註：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最終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一天  高雄 / 武漢 

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來到高雄小港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中國湖北省會【武漢】。 

【武漢】是湖北省的省會，華中地區的最大都市及中心城市，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組成，唐朝詩人

李白在此寫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詩句，因此武漢自古又稱“江城”。湖北古屬楚

國領域，光輝燦爛的楚文化使湖北省享譽國內外。雄偉的長江三峽馳名世界。被譽爲“第一山”的道教

名山武當山是道教的聖地，也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準 ★★★★★ 維也那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武漢－荊州【古城牆(外觀) 、荊州博物館】－常德【德國小鎮+上下河街】 

【荊州】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荊州古城牆】為三國時期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城牆。古城保存著完好的古城牆，始建於東漢末年，現

存城牆為明代所建。全長 10.5 千米，高 8.8 米，依地勢而起伏，蜿蜒伸展。四周原有城門 6 座，每座城

門均設『雙保險』，前後兩道門，二門之間建有甕城，以便『甕中捉鱉』，致攻城之敵於死地。傳說三國

時期關羽在原城的基礎上進行修築，形成了非常牢固的城垣，有『固若金湯』之稱，現存城池為清代順

治年間依明代城基格局重建。 

【荊州博物館】湖北省第二大博物館，館內有江漢平原原始文物展、江漢平原楚文化展等。屬於國寶級

文物的有西漢古屍、戰國絲綢、越王州勾劍等。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古屍發掘於荊州地區鳳凰山 168 號

漢墓，保存得十分完好，出土時其皮膚還有彈性。與 168 號漢墓同時出土的還有很多精美的漢代絲綢，

漢簡，漆器，銅器，墓棺等精美的工藝品，是目前我國保存最好的漢代古墓之一。越王州勾劍：州勾是

越王勾踐的重孫，在位 37 年（西元前 448-412 年）。戰國早期，通長 56.2 釐米。荊州市荊州區藤店一號

墓出土。此劍的劍身近格有兩行錯金銘文，每行四字，字體爲鳥蟲書，釋文爲“越王州勾自作用劍”。

此劍出自楚墓，可能是楚滅越後流入楚地。<備註:如遇週一休館，則景點取消不參觀> 

【德國小鎮】整個街區成細長型，由中心漢諾威廣場聯繫。西鄰穿紫河及規劃中的姻緣河水資源可持續

利用生態景區，東鄰規劃中的柳河路，北接柳葉大道，南至七裡橋及丹陽路。街區建築形態豐富多變，

呈現不規則性的城市肌理，多處採用了歐洲城市空間元素，如窄巷、小廣場、噴泉及戶外休閒座椅等。

德國小鎮多為傳統德式建築，建築多採用傳統坡屋頂。結構為樑柱型，外牆搭配磚瓦及天然石材等，充

分反映了現代與經典風格的混搭元素，總體採用低能耗建築標準。 

【大小河街】承載了常德人的鄉土情懷，“大河街的金子，小河街的銀子，麻陽街的痞子。上南門高，

下南門低，銀子出在河街裡。”這句流傳于常德民間的諺語，形象生動地說明從前大河街、小河街、麻

陽街的大街小巷，充滿了濃郁的商業氛圍和市井生活氣息。街區總長度約 1500 米，單體建築 211 棟，商

鋪 368 間。以老常德時期沅江邊上的麻陽街、大河街和小河街為原型，依據歷史故事、文化、雕塑和建

築，以餐飲、文化、民俗休閒、住宿等為主，打造集旅遊、商業、文化、歷史于一身的常德記憶古街。

屆時，將成為常德市民遊玩、逛街的好去處！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中式風味 RMB40 晚餐 四海風味 RMB40 

住宿 ★★★★ 新開幕 維也那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常德－鳳凰【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東門城樓、沱江泛舟、虹橋登樓、楊家

祠堂、石板老街、古城博物館、古城夜景、酒吧一條街】 

【鳳凰】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鳳凰縣歷史悠久，關於縣名，據《鳳凰廳至》記載：“鳳凰之名因山受”。

在縣城以西五十裏有一名山，其山處於群峰中形狀若鳥，昂首展尾人們為取吉祥，稱為鳳凰山。【鳳凰古

城】〈中國最美麗的古鎮〉之稱。始建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歷經 300 年風雨滄桑，古貌猶存。

現有文物古建築 68 處，古遺址 116 處，明清兩代特色居民建築 120 多棟。現東門和北門古城樓尚在。城

內青石板街道，江邊木結構吊腳樓，無不具古城特色。【沈從文故居】 1902 年 12 月 28 日，沈從文先生

誕生在鳳凰古城中營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 四合院分前後兩進，中有方塊紅石鋪成的天井，

兩邊是廂房，大小共 11 間。房屋系穿斗式木結構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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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齡故居】是中華民國

第一任內閣總理熊希齡的房舍，房屋子構築是穿門式木結構，歇山式蓋小青瓦以木材為主，無雕龍刻鳳，

但顯得小巧精緻，古色古香，特別是那些帶有湘西風味的雕花木窗，琢工精良，格外引人註目。【東門城

樓】是當年苗族抵禦外侵時，勝利後所進之門，堪稱湘西凱旋門，讓人篷畢生輝。楊家祠堂有著顯赫地

位，是清朝時期所建，整座建築局部對稱合理是以古代與現代相結台的戲臺建築四合院，鳳凰最完整的

一座宗祠之一。【沱江泛舟】可以暢游沱江，欣賞兩岸風光具有民族特色的吊角樓和風雨樓，蕩舟戲水悠

然自得。<備註:沱江河上游發電設備技術改造, 不定時停運, 因景區是一票制, 恕無法退費, 敬請見諒>。【虹橋登樓】橫

臥於沱江之上，風雨樓以它的壯觀和俊美拔然而起，這其實就是成了一道重疊的風景，這道風景，由下

而上、由古而今穿越著六百多年的歷史。這座橋始建於明洪武初年，橋下的那條潭，自古以來就叫“回

龍潭”風雨樓橫臥沱江之上，與民族一條街橫豎交錯，形成古城的市井畫面和重疊的風景。【楊家祠堂】

坐落在鳳凰古城東北部的古城牆邊，占地 770 平方米。戲台為單簷歇山頂，穿鬥式結構，高 16 米，面闊

7 米，進深 8 米；簷下如玉斗拱，台柱雕龍刻鳳。正殿為抬梁式建築，山牆為貓背拱，分為一明二暗三

間。兩邊配有廂房。楊家祠堂設計精巧，做工精細。窗戶、門、簷飾件均系鏤空雕花，整體建築具有鮮

明的民族特色和很高的建築藝術價值。【石板老街】在此您可以感受到古城石板街獨有的特色。【古城

博物館】介紹古城的人文歷史風光等。專車前往張家界。 

【古城夜景】鳳凰夜景：夜幕降臨，鳳凰古城兩岸已完成亮化施工的民居籠罩在曼妙的燈光裡，房屋輪 

廓倒映水中，呈現出豐富的層次感，置身其中，依稀觸摸到夢迴故鄉的意境與韻律。 

【酒吧一條街】酒吧一條街：夜色下的鳳凰古城，充滿了現代感，千年沱江水，酒吧一條街，讓人有穿 

越的感覺。江邊年久的吊腳樓,腳下凹凸的青石板街,與陀江相映成夢裡水鄉。夜幕下山水間朵朵霓虹,遊 

人如潮,鳳凰的意義便在此吧。鳳凰古城的酒吧很多，主要分佈在沱江河的兩岸。這些酒吧在室內佈置上 

很講究一種原始和自然的氣息，多用木頭做材料，遊客可以在裡面看書、品茶、喝酒、上網，甚至可以 

在專門設計的牆壁上用筆留下自己的心聲。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印象鳳凰 RMB40 晚餐 酒店合菜 RMB40 

住宿   準★★★★★ 鳳天大酒店 或 同級 



 

第四天 鳳凰－(途經) 矮寨特大懸索橋－張家界【天門山＋世界第一長高空客運索道+玻璃

棧道(含鞋套)+鬼谷棧道+天門洞+環保車+穿山扶梯】 

【矮寨特大懸索橋<途經>】位於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矮寨鎮境内，是國家重點規劃的 8 條高速公路之一。

工程為雙層公路、觀光通道兩用橋樑，四車道高速公路特大橋。全長 1073.65m，主跨為 1176m，創造了

四項世界第一，極大地改善湘渝两省市的交通現狀。 

【張家界】名列『世界自然遺產』。九寨看水，張家界看山。擁有令世人驚歎的風光。唐代詩人王維曾有

詩雲：“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景區中三千座石峰撥地而起，八百條溪流蜿蜒曲折，被譽

為“中國山水畫的原本”、“縮小的仙境，放大的盆景”。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天門山一直被當地人民奉為神山、聖山，許多的神奇傳說千古流傳，更被人譽

為「湘西第一神山」和「武陵之魂」。公園占地面積 96 平方公里，為四面絕壁的台形孤山，屬典型的喀

斯特岩溶地貌，海拔 1518 公尺。天門山目前已修建開通世界最長的高山觀光索道，全長 7200 公尺。

高 1277 公尺。天門山索道和被稱為「天下第一公路奇觀」通天大道，這兩項工程壯觀恢弘、驚險奇絕，

令人無比震撼，使得天門山又添冠世奇景。 

【玻璃棧道】正式於 2011 年 10 月對遊客開放。玻璃棧道懸於天門山頂西線，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所有上橋的遊客均被要求穿上鞋套，以保持玻璃橋面潔淨。玻璃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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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橫跨峽谷的木質吊橋後打造的又一試膽新景點 。 

【鬼谷棧道】位於覓仙奇境景區,因懸於鬼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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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門洞】為氣勢臨空獨尊，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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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聳的天門洞，是自然界鬼斧神工的壯觀

大作，走在群峰之上的鬼穀棧道更是絕妙的體驗。 

【穿山扶梯】天門山開通「穿山電梯」，是全球首條在山體隧道內安裝的電梯，總長度為 897 公尺，提升

高度 340 尺，總跨度為 692 尺，共 12 段，全程在山體隧道中運行，從天門洞底直達山頂。穿山電梯的開

通，不僅大大縮減了遊客排隊時間，也進一步增加景區遊客接待量，同時遊客從山頂到天門洞之間往返

也更加快捷。 

※因應冬季天候因素(約每年 12 月底到隔年 3 月間)，天門山天氣寒冷導致前往天門洞的路面結冰封閉， 

環保車停駛；玻璃棧道因下雪結冰封閉，不能行走，此兩景點皆因安全因素無法前往只能遠觀。由於 

天門山景區為一票制，故部份景點如因天候因素無法前往，恕無法退費，敬請見諒！則行程將調整為 

索道上下。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野菌風味 RMB40 晚餐 土司御厨 RMB40 

住宿 準 ★★★★★ 凱力國際酒店 或 大成水世界 或同級 

 

 

第五天 張家界【百龍電梯上下+VIP 通道、天子山<賀龍公園+禦筆峰>、袁家界<天下第一

橋+哈利路亞山+迷魂台+袁家寨子>】 



【百龍電梯(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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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桂冠獨步世界，特別安排 VIP 通道快速搭乘。 

【天子山】天子山一帶風光旖旎，尤以雲海、石濤、冬雪、霞日最為壯觀。該遊覽線風景相對集中，有

“憑欄覽盡天上景”之稱。 

【賀龍公園】坐落在 1200 米的千層岩左側。公園內，屹立在“雲青岩”上的賀龍銅像與大自然連為一體，

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這是中國近百年朔造的最大的一尊銅像。 

【禦筆峰】三座石峰直指雲天，高低參差有致，極像一排倒插的毛筆，傳說是向王天子兵敗後遺棄的御

用之筆,故名禦筆峰。 數以千計的奇峰怪石拔地而起樹立穀中。 

【袁家界風景區】後花園翠谷之中，石峰攢簇，澗水榮回、古木參天，寒雲鋪地，登高俯瞰，似天然盆

景，石峰成百上千，高入雲、矮臥地，如獅如虎，如兔如龜，大起大落，相映生輝。位於國家森林公園

北部，是鑲嵌在武陵源核心景區的一顆明珠。 

【天下第一橋】屬袁家界精華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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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東西兩峰。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為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 

【哈利路亞山】阿凡達中的潘多拉星球場景，尋找納美人的蹤跡。 

【迷魂台】這裡清晨和天氣變換時，雲霧翻滾，群山時隱實現，變幻莫測，使人難辨天上人間。 

<備註:景區內的中餐因條件所制約，因此菜色餐廳方面較其他餐稍遜，望客人諒解！> 

※冬季下雪，若袁家界往天子山山頂環保車禁運，天子山景區將無法前往，敬請見諒。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阿凡達 RMB40 晚餐 農家風味 RMB40 

住宿 準 ★★★★★ 浣沙居酒店 或 武陵華天新天地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張家界【金鞭溪、水繞四門、張家界玻璃大橋~雲天渡、溪步街、煙雨張家界秀】 

【金鞭溪】 “世界上最美麗的峽穀之一”，是張家界風景最美的世界之ㄧ。從張家界森林公園門口進入

後，往前步行 300 米左右就是金鞭溪的入口，全溪穿行在峰巒幽谷雲間，幽境異常、溪水明淨如鏡，跌

宕多姿，小魚遊弋其中，溪畔花草鮮美，鳥鳴鶯啼，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遊。 

【水繞四門】位於索溪峪景區的的西邊，距離十裏畫廊穀口 2 公里。因有三條溪水，分別從西、北、南

三穀口流出，然後相匯合流，注入索溪，故稱水繞四門。 

【張家界玻璃橋】全長 430 米，橋面寬 6 米，橋面距穀底約 300 米，將成為世界最長、最高的全透明玻

璃橋及世界首座斜拉式大變數空間索玻璃吊橋，橋中心還將建有全球最高的一個蹦極台，玻璃橋同時肩

負蹦極、溜索、舞臺等多功能需求。玻璃橋面最多能承受 800 人，橋面是透明玻璃，考慮到有的客人不

敢走透明的，則在橋的兩邊設有不透明玻璃通道。<備註:玻璃橋如因氣候等不可抗力因素，景區考量安全問題暫停

開放，則現場退費 140 人民幣/人。> 

【溪步街】是全國唯一集水上酒吧街、中華名產小吃街、湘西民俗購物精品街、休閒客棧、創意工坊等

“五位一體”的複合型旅游商業步行街。溪布街依水而建，湘西土風苗韻的建築基調與傳統的土家民居

風格，依托索溪河自然水景元素，營造房中有院、院中有街、韻味十足的集市盛景，是武陵源核心景區

不可複製的旅遊文化藏品和張家界旅遊轉型提質的代表作品。 

＜贈煙雨張家界秀＞ 一幅迷人的民俗畫卷：《煙雨張家界》時長 80 分鐘，10 個選段圍繞洛巴沖和阿依 

朵的愛情主線，展示了張家界地區歷史悠久的農耕文化、建築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婚俗文化， 



其中桑植民歌、茅古斯舞蹈、土家織錦、打溜子、哭嫁等更是列入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此秀為贈送性質，若遇停演恕無法退費，敬請諒解！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土家風味 RMB40 晚餐 酒店合菜 RMB40 

住宿 準 ★★★★★ 浣沙居酒店 或 武陵華天新天地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張家界【黃龍洞遊船+VIP 電瓶車.專船.專職講解員】－武漢【江漢路步行街】  

【黃龍洞】黃龍洞又稱黃龍泉，位於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東部，索溪峪鎮東 7 公裏（索溪峪河口村）的一

座山腰上。已開發的洞內景觀面積約 20 公頃，分旱洞和水洞。共四層，長 13 公裏，最高處百余米。屬

石灰巖地下河侵蝕型洞穴。兩層水洞與兩層旱洞上下縱橫，形成洞下洞，樓上樓螺旋結構，最大洞廳的

面積 12000 平方米，可容納上萬人。洞內有一個水庫、兩條陰河、三條地下瀑布、四個水潭、十三個大

廳、九十六條遊廊。洞內流痕、邊石、倒石芽、倒鍋狀窩穴階段發育良好，鈣質石積物呈五顏六色，絢

麗多資。穹頂石壁滴水沈澱的石乳、石柱、石筍、石幔、石琴、石花，如水晶玉石，琳瑯滿目，異彩紛

呈，美不勝收，有“地下迷宮”之美稱。 

【江漢路步行街】是武漢著名的百年商業老街。歷史上江漢路實際上是華人與洋人的分界，也是有名的

商業門點集中區。曾有"小香港"之稱。如今已成全國聞名的商業街，與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齊名。

1210 米的江漢路，最耐看的是一字排開各種建築：歐陸風格、羅馬風格、拜占庭風格文藝復興式、古典

主義等，曾有“車馬如梭人似織，夜深歌吹未曾休”的詩句來形容，可說是武漢二十世紀建築的博物館。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黃龍食府 RMB40 晚餐 中式風味 RMB40 

住宿 準 ★★★★★ 維也那國際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武漢【車覽長江大橋、黃鶴樓】/ 高雄  

【車覽長江大橋】1955 年 9 月 1 日興建，1957 年 10 月 13 日建成通車。連結漢陽和武昌的龜蛇二山，橫

跨長江之上，是長江上第一座公鐵路兩用橋。上層公路下層鐵路，兩列火車可同時對開。橋身共有 8 個

橋墩，每孔跨度 128 米，可讓萬噸巨輪通行無阻。底層有電梯可直達公路橋面，站在橋上眺望四方，大

江東去，武漢三鎮盡收眼底。大橋將武漢三鎮聯成一體，形成了“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立體

交通格局，成爲武漢江城的一道壯麗景觀。 

【黃鶴樓】江南三大名樓之首，始建於三國時期吳黃武 2 年，歷經滄桑，屢建屢毀，神話傳說使黃鶴樓

富有神奇的色彩。歷代名人墨客到此登樓觀光，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故事和詩文名篇。現在的黃鶴樓



於 1985 年建成。外形雄偉壯觀、古樸典雅，是武漢市的標誌建築。崔顥的那首《黃鶴樓》詩：『昔人已

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更是婦孺皆知。 

今日搭機返回高雄，結束愉快的武漢張家界八日之旅。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武漢風味 RMB40 晚餐 X 

住宿 溫暖的家   

 

【溫馨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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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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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也供旅客選擇(黑茶、薑糖、小花生、 

小銀飾...等等)，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 鳳凰位於湖南省西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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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務等格

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

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見諒！ 

※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

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

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便宜網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高雄成功店 TEL：07-2511213 FAX：07-2511216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27 號  

LINE ID：cheaprv LINE ID：0968202890  

 

北高雄至聖店 TEL：07-5562015 FAX：07-5569793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243 號  

LINE ID：cheap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