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4/1                                                   團費：每人／NT27,500 元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司機領隊小費，不含簽證費)   
 
 ※此價格僅限使用現金或團體旅遊專用券或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特別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天  高雄武漢 

※集合於高雄國際機場出境大廳，待服務人員辦妥登機手續往，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武漢】。 
【武漢】：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發祥地。距今 6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境內盤龍城遺址有 3500 年歷史；清末洋務運動促進了武漢的工業興起和經濟發展，使其成為近代中國
重要的經濟中心。武漢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發祥地，武昌起義作為辛亥革命的開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準☆☆☆☆☆帝盛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武漢宜昌【三峽大壩(壇子嶺、185 平台、截流紀念館)、夷陵廣場】 

【三峽大壩】：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峽大壩遊覽，在此處我們登上壇子嶺，因其貌似倒扣的壇子
而得名，這裡是三峽大壩工程的至高點，是觀賞三峽工程浩瀚雄偉全景的最佳位置；隨後前往 185 平台，
站在與三峽海拔同高的地方，親身感受“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美景，欣賞大壩的奇、高、狀、
闊；接著來到景區的截流紀念館，透過遺址再造、場景模擬、投影等方式，介紹整個介紹整個世界水利
史上代表篇章「三峽大壩」的始末、工業技藝與內涵。 
【夷陵廣場】：夷陵廣場是宜昌市中心廣場，原址為鐵路壩，荒無人煙，被人稱為鬼打架的地方，後建
為機場，1941 年被炮轟之後未再修復，後來改建成廣場，成為宜昌最大的集休閒、觀賞、娛樂、鍛煉
於一體的大型綠化廣場。廣場採用主副軸線構圖，全開放式設計，突出以綠化為主題、夜景為特色、淨
化環境為重點，有各種燈具 800 多盞，1 個音樂噴泉，花壇 15 個，飼養以白色為主的廣場鴿 1000 餘
隻，種植喬灌木 8 科 14 種 282 株，綠地率在 57.97%。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風味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住宿：準★★★★★均瑤禧玥酒店／或馨島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宜昌三峽大瀑布(含電瓶車+雨衣+鞋套)神農架【官門山景區(大熊貓館、絶壁蜂箱、 

             自然博物館)】 
【神農架】：神農架林區從印支運動末至燕山運動初，發生了強烈的褶皺和大面積的掀斜，奠定了區內
的地貌骨架。第四紀氣候的冷暖變化，在部分地段殘留了冰川地貌，致使區內地貌複雜多樣。神農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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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 高雄 武漢 18：15 21：30 

第八天 MU 2661 武漢 高雄 14：30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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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6%96%87%E5%8C%96/191103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F%B3%E5%99%A8%E6%97%B6%E4%BB%A3/2143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98%E9%BE%99%E5%9F%8E%E9%81%97%E5%9D%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C%AB/484590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4%B8%AD%E5%BF%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91%E4%B8%BB%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6%98%8C%E8%B5%B7%E4%B9%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9B%E4%BA%A5%E9%9D%A9%E5%91%BD/556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B0%E6%94%AF%E8%BF%90%E5%8A%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7%95%E5%B1%B1%E8%BF%90%E5%8A%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4%B6%E7%9A%B1


脈近東西向橫垣于神農架林區西南部，以神農頂最高，高程為 3105.4 米，也是華中地區最高點；林區
最低點為下穀坪鄉的石柱河，高程為 398 米，相對高差 2707.4 米。根據區內地貌形態特徵和成因類型，
可分為構造溶蝕地貌、溶蝕侵蝕地貌、剝蝕侵蝕地貌、堆積地貌等四種類型的地貌單元。 
【三峽大瀑布】：三峽大瀑布（原名：白果樹瀑布）被譽為“中國十大名瀑”，景區位於曉峰旅遊景區
中，，以天然瀑布群和峽谷叢林風光聞名，峽谷內植物覆蓋率達 90%以上，空氣新鮮，幽幽峽谷綿延
10 公里。白果樹瀑布以瀑高、景秀、山險、水清見長。新擴建的泰山大佛，座北朝南，臥身高 70 米，
寬 40 米，形象逼真，氣勢恢宏。※三峽大瀑布景區於 2017 年 10 月起關閉，做景區升級改造(4A 升級
至 5A)，預計於 2018年 3 月後重新開放，如因改造工程延後無法參觀，則變更參觀神農架-香溪源景區。 
【官門山】：景區內欣欣向榮，風景優美，溝壑縱橫，谷幽林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孕育了神農架
官門山的奇景和生命，以及人文遺蹟。景區集生態、動植物、人文、科考等於一體，是神農架的生態大
觀園，也是湖北"一江兩山"黃金旅遊線上的核心景區和"鄂西生態文化旅遊圈"核心板塊。官門山物種豐
富，山險林奇，山水相映，環谷幽深，地質遺蹟富集。最大的亮點是領略神農架"物種基因庫"最佳場所。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神農架養生宴 RMB60 

住宿：準★★★★神農山莊(春暉樓)／或同級 

第 4天  神農架【天燕景區(天門埡、燕子埡)、天生橋景區、神農壇景區(千年杉王、地壇、天壇)】 

【天燕景區】：天燕原始生態旅遊區位于神農架西北部，總面積約 926.24 平方公里。是以原始森林風光
為背景，以神農氏傳說和純樸的山林文化為內涵，集奇樹、奇花、奇洞、奇峰與山民奇風異俗為一體，
以反映原始悠古、獵奇探秘為主題的原始生態旅遊區。 
【天生橋景區】：天生橋景區海拔 1800 米，總面積 20 平方公里。天生橋山岩疊嶂，長滿野花綠樹，因
遍生蘭草，幽香四溢，起名為蘭花山，蘭花為花中四君子之一，屬蘭科植物。天生橋飛瀑自峭壁傾盆而
下，似銀河瀉地，玉珠飛濺，展出萬種風情；天潭地潭，清澈見底，潭中奇石千姿百態，結伴成群的魚
兒自由穿梭，令您心曠神怡。 

【神農壇景區】：神農祭壇是為紀念炎黃子孫的祖先炎帝神農氏而建。祭壇廣場氣勢恢宏，主體建築是
一個高 21 米，寬 35 米的神農巨型牛首人身雕像，神農炎帝立于蒼翠群山之間，以大地為身驅，雙目微
閉，似在思索宇宙奧秘。祭祀區內的地上，是代表天和地的圓形和方形圖案，其中“地”上的五色石又
代表著五行學說中的金、木、水、火、土。整個景區青山環抱，風光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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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準★★★★神農山莊(春暉樓)／或同級 

第5天 神農架【神農頂景區(小龍潭、板壁岩、太子埡、神農谷)、大九湖景區(含景區車)】 

【神農頂景區】：神農頂風景區，位於神農架林區的西南部，是神農架林區內的精華景區，當地人有“不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8%AD%E5%9C%B0%E5%8C%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0%91%E5%B8%83/3063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9%BD%E6%9E%9C%E6%A0%91%E7%80%91%E5%B8%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3%A1%E8%B0%B7/5021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3%8E%E5%85%89/3276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0%E8%8D%89/3240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0%E8%8A%B1/152782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B1%E4%B8%AD%E5%9B%9B%E5%90%9B%E5%AD%90/241830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0%E7%A7%91%E6%A4%8D%E7%89%A9/31049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94%9F%E6%A1%A5/7865493
http://you.ctrip.com/sight/shennongjia147/136351.html


到神農頂，沒來神農架”的說法，是神農架重點風景名勝區之一，遊區內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保存著
完美的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這裡的生物多樣性極具全球意義，完整的森林生態系統對整修長江中下游
生態環境平衡及整個華中地區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成為華地區的一道天然屏障，素有“綠色寶庫”、
“植物基因庫”、“天然動物園”、“百草藥園”、“頻危動植物避難所”之美譽。 
【小龍潭】：建有“野生動物救護中心”，是展示神農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豐富的生態資源，進行環保
意識和生態知識的科普教育與研究基地。有金絲猴馴養基地，遊客可在此看到被圈養的金絲猴。 
【板壁岩】：海拔 2160米，生長箭竹，並有高山杜鵑夾雜。它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這裡被稱為“石林”
和“野人的出沒地”。板壁岩上下箭竹林漫山遍野，是天然的屏障，據說這一帶經常有神農架野人出沒，
箭竹林中經常發現野人的踪跡，如毛髮、糞便和竹窩之類。腳印長 24.5 厘米，步履 2.68 米。 
【太子埡】：又稱太子岩。相傳唐中宗李顯在做太子的時候到過這裡，故名為太子埡。太子埡海拔 2600
米，屬亞高山暗針葉林帶。沿著遊道漫步林間，冷杉參天，箭竹蔥蘢，杜鵑芳菲，海棠嬌豔。其間，小
鳥啾啾，時有各種野生穿梭其間。 

【神農谷】：最高海拔處 2950 米，素有“神農第一頂”之稱。神農谷的氣候瞬息萬變，風起雲湧，是不
可多得的避暑休閒和探險勝地。 

【大九湖景區】：是一片沼澤地—山澗盆地，是亞高山的一片濕地。南北長約 15 公里，東西寬約 3 公里，
中間是一抹 17 平方公里的平川，四周高山重圍，在“抬頭見高山，地無三尺平”的神農架群山之中，
深藏著這樣的處女平地極為少見，大九湖因其享有“高山平原”的美譽，並被稱為湖北的“呼倫貝爾”、
“神農江南”，大九湖濕地公園總面積 3 萬畝，海拔 1700 米。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神農架藥膳宴 RMB60 

住宿：準★★★★★阿爾卡迪亞國際森林酒店／或同級 

第6天 神農架絶美水上公路(下車拍照)當陽【當陽關陵、玉泉寺】 

【絶美水上公路】：著名的“水上公路”猶如一條巨龍，靜靜“站立”在碧波蕩漾的水庫中，沿途的山
上路葉迎風搖曳，猶如一幅絕美的畫卷。據了解，興山縣“水上公路”是國內首條水上生態環保公路，
為避免開山毀林，有效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當地摒棄了開山修路或打隧道的方案，而是採用造價更為高
昂的水上架橋方案修建一條“路景相融”的“水上公路”。如今，“水上公路”已成為興山縣的迎賓大
道和美麗畫廊，並將興山縣城、高嵐風景區與神農架景區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極大地促進沿線旅游資源
的開發。 
【關陵】：關羽墓位於湖北省當陽縣西，現稱為關陵。關陵廟位於長阪坡西北五裡處，明朝時建廟，從
外觀賞關陵，紅牆黃瓦金碧輝煌。廟內有拜殿、正殿、寢殿、春秋閣、和睦鼓樓、八角亭等建築。寢殿
內有臺灣同胞捐資鑄塑的高 3.6 米，重 800 千克的關公銅像。寢殿后的墓塚，高 7 米，周長 70 米，甃
石為垣，加上石雕欄杆，刻有“巨龍如海”等圖案。墓前碑亭中，立有“漢壽亭侯墓”碑。整個陵園風
景幽麗，古柏參天，遠山近水，四季常新，加之三國故事膾炙人口，關公品德世人景仰，於是常有海內
外旅遊者結伴而來，拜謁憑弔。 

【玉泉寺】：相傳東漢建安年間，僧人普淨結廬於此。南朝後樑時，梁宣帝敕玉泉為“覆船山寺”。隋
代改為“玉泉寺”。玉泉寺大雄寶殿為我國南方最大的一座古建築。殿前置隋代大型鐵質文物十餘件；
殿側有石刻觀音畫像一通，傳為唐代畫聖吳道子手跡。 玉泉寺為佛教聖地天臺宗祖庭之一，曾與浙江
天臺國清寺、山東長清靈嚴寺、江蘇南京棲霞寺並稱為“天下四絕”，被譽為“三楚名山”、“荊楚叢
林之冠”。1982 年，玉泉寺及鐵塔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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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ike.com/wiki/%E4%B8%89%E5%9B%BD
http://www.baike.com/wiki/%E5%90%B4%E9%81%93%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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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準★★★★★東方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7天 當陽武漢【歸元寺、大禹神話園、江漢路步行街】 

【歸元寺】：歸元禪寺是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由白光法師於清順治 15 年(西元 1658 年)興建。歸
元禪寺屬於佛教禪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曹洞宗，故稱歸元禪寺。歸元禪寺又被稱為“漢西一境”，是因其
古樹參天，花木繁茂的人文境致而得。同時還是武漢市佛教協會的所在地。它與寶通寺、溪蓮寺、正覺
寺合稱為武漢的四大叢林。 
【大禹神話園】：位於武漢的長江江灘上，是一個以大禹神話雕雕塑為主題的景觀園。分為上、中、下
三區和中國洪水文化展示館共四個部分，主要講述大禹治水的故事。上區：從長江大橋漢陽橋頭北側，
至大禹祭祀台（現江堤箱式防水牆）南側，由玉面人像、雙龍門、“應龙画河海”青銅雕和禹父鯀治水
透雕組成。中區：以大禹祭祀台及相連的圓形九鼎廣場為中心，由“剖鯀禹生”、“搏殺相柳”、禹閱
九鼎銅雕和“三過家門不入”圓雕，以及大禹北方治水神話傳說系列高浮雕組成。其中，“大禹北方治
水”是目前國內最大的高浮雕。下區：從大禹祭祀台北側至晴川閣景區外牆江灘邊，以大禹南方治水神
話等散點鍊式石雕、印章藍田石刻，以及 6 米高的鎮江柱等組成。中國洪水文化展示館：長約 80 米，
臨漢陽洗馬長街，青石板地面，內有 800 平方米展廳。 

【江漢路步行街】：是國內著名的百年商業老街，這裡曾經是英租界，街上擁有十幾幢近代優秀建築，
整條街就是二十世紀建築博物館。逛街購物時，千萬不能放過這裡的武漢美食小吃，在這條街和周邊的
小路上，你可以吃到熱乾麵、週黑鴨、牛肉粉、豆皮等武漢當地小吃。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武漢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8天 武漢【東湖磨山綠道(含電瓶車)、戶部巷小吃一條街】高雄 

【東湖磨山綠道】：武漢東湖綠道位於武漢市東湖風景區內，是國內首條城區內 5A 級旅遊景區綠道。東
湖綠道全長 28.7 公里，寬 6 米，串聯起東湖磨山、聽濤、落雁、漁光、喻家湖五大景區的東湖綠道，
目前由湖中道、湖山道、磨山道、郊野道 4 段主題綠道組成。磨山道將游人從湖邊引入山林，體驗行走
在山水之間多層次的空間變換。該段綠道楚風漢韻濃厚，一側是開闊的湖面，一側是掩映在山林之中的
楚市、楚才園等景點，盡顯自然與人文交織的山水文化。 
【貼心推薦】來到湖北八天怎麼能不嚐嚐湖北小吃呢~舌尖上的武漢~No.1武漢必吃美食之熱乾麵、No.2武漢

必吃美食之豆皮、No.3武漢必吃美食之鴨脖、No.4武漢必吃美食之面窩、No.5武漢必吃美食之燒麥、No.6武

漢必吃美食之糊湯粉…..在小吃一條街，任何一樣小吃，它都擁有讓人流連忘返的獨特魅力喔，遊客可依個人喜好

自行購買品嘗，千萬不要錯過武漢平民美食!!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7%8F%E5%9C%B0%E5%8C%BA%E4%BD%9B%E6%95%9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5%AF%BA%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B%E6%95%99%E7%A6%85%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B4%9E%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6%B1%89%E5%B8%82%E4%BD%9B%E6%95%99%E5%8D%8F%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D%E9%80%9A%E5%AF%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8%A7%89%E5%AF%BA/39372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8%A7%89%E5%AF%BA/3937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9%96%E9%A3%8E%E6%99%AF%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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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1.31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