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0/28                                      團費：NT23,800／每人 

                                                            單人房差：NT5,500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司機領隊小費，不含護照、台胞辦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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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您有更多時間悠閒觀光!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四川省風俗民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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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無自費項目，旅遊品質有保障! 

貼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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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第八天 MU 2079 南昌 高雄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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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紀念館、秋水廣場、夜遊贛江(搭豪華遊輪-滕王閣遊輪)】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後，待服務人員辦好登機手續後，搭乘班機飛往【南昌】。 

【八大山人】原為青雲譜(青雲圃)，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的梅湖景區，是一處紀念明末清初著名

畫家八大山人(朱耷)的博物館。青雲譜是一座具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道院，具有京典型的江南園林風格，

八大山人曾隱居於此。1957 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溫馨小提示：八大山人紀念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秋水廣場】於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新區贛江之濱，與滕王閣隔江相望，再現了千古名篇《滕王閣序》

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意境，而且秋水廣場正是由此得名。秋水廣場是一座以噴

泉為主題，集旅遊、購物、觀光為一體的大型休閒廣場。 

【滕王閣號遊輪遊贛江】贛江兩岸建築鱗次櫛比，高樓牆面放映著滕王夜宴、王勃作序等 20 多個小故

事組成的燈光微電影，展現了江西“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歷史文化；贛江上，遠處燈光“群鳥”齊

飛，豪華遊艇泛游江面，王勃眼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景穿越千年，以另一種



視覺效果再次呈現在眾人眼前。 

   

(早餐)  XX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贛菜風味 50(包廂) 

住宿：準★★★★★諾富特酒店(無法加床)／或美居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南昌新廬山【東林大佛、三疊泉(含觀光車+東門上下)】九江【長江大橋(遠觀)、

潯陽樓、鎖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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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陀佛銅像享有“匡廬勝境第一道場，天下蓮宗最初祖庭”之譽。 

【三疊泉】三疊泉風景區總面積 16.5 平方公里，山峰高峻，峽谷幽深。在“燕山造山運動”和“喜馬

拉雅造山運動”期間，由於地殼的多次沉降與抬升，形成了褶皺密佈、斷層縱橫、嶺穀相間的山體，又

經過第四紀冰川的劇烈摩擦而形成“冰階”崖面。 

【長江大橋】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和湖北省黃梅縣之間。大橋北連湖北省黃梅縣小池鎮，南接江西省九江

市白水湖。它是繼武漢長江大橋之後，中國在長江上建造的第八座大橋也是中國目前工期最長的長江大

橋，1973 年開工至 1991 年建成，工期長達 20 年。 

【潯陽樓】中國江南十大名樓之一，潯陽樓之名最早見之于唐代江州刺史韋應物的詩中，隨後，白居易

在《題潯陽樓》詩中又描寫了它周圍的景色，而真正使潯陽樓出名的是古典名著《水滸傳》。小說中的

宋江題反詩、李逵劫法場等故事使潯陽樓名噪天下。 

【鎖江樓】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區東北郊一公里處的長江南岸。這裡原有一組古建築，由江天鎖鑰樓(即鎖

江樓)、文峰塔(即回龍塔)以及四條鐵牛等許多附設建築組成，現僅存鎖江樓塔。鎖江樓塔是一座高三十

五米的七層石塔；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淵明風味 50(包廂)  (晚餐) 中式合菜 50(包廂) 

住宿：準★★★★★錦都龍荷酒店／或遠洲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九江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古窯+陶瓷博物館、陶瓷一條街、瓷立

方陶瓷文化創意園】婺源 

【中國陶瓷博物館】前身為景德鎮陶瓷館，為國家二級博物館，是國內第一家大型陶瓷專題藝術博物館，

更是國內少數專業性陶瓷博物館之一。館藏文物豐富，八個展示廳展示了自漢唐以來歷代陶瓷珍品，其

近現代和當代景德鎮陶瓷珍品為陶瓷館所特有。 

※溫馨小提示：中國陶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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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窯＋陶瓷博物館】古窯民俗博覽區是全國唯一家以陶瓷文化為主題的國家 AAAAA 京級旅遊景區、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鎮窯、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博覽區集中再現了景德鎮千年的製瓷歷史，尤其是 15

～16 世紀景德鎮製瓷業的風貌，被譽為一座“活的陶瓷歷史博物館”、陶瓷文化知識經典景區。 

※溫馨小提示：陶瓷民俗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瓷立方陶瓷文化創意園】“瓷立方”是為因應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所建立起的陶瓷文化推

廣示範創意園。景德鎮瓷立方陶瓷文化創意園以傳承景德鎮市傳統陶瓷文化為發展宗旨，主體建築包括

有鴻博陶瓷藝術館、饒玉坊陶藝觀光作坊、“泥火之戀”名瓷館以及正在打造的大學生陶藝創意集市等

多種陶瓷藝術元素。 

【陶瓷一條街】景德鎮出產的瓷器行銷海外 40 多個國家，以其「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

的品質名揚天下，城裡的陶瓷一條街是陶瓷工藝品的集散之地。 

※溫馨小提示：瓷器一條街提供紀念商品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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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伊龍瓷宴 65  (晚餐) 酒店合菜 50 

住宿：準★★★★星江灣酒店(豪標房)／或江灣大酒店(商務標間)／或同級 

※溫馨小提示：如遇油菜花季旺季，婺源酒店無房則調整入住景德鎮朗逸酒店或東方國際大酒店，敬請見諒! 

第 4 天  婺源【清風仙境、長壽古里～洪村、篁嶺(含纜車上下+玻璃橋)】三清山 

【清風仙境】位於江西省婺源縣西北部賦春鎮嚴田-王村，古縣治清華鎮—賦春鎮公路旁。史載：南宋

紹興元年(1131 年)，抗金名將岳飛征李成路經婺源時，曾率眾將領到此納涼歇息，他們在清風洞突出的

冷氣吹拂下，僅坐片刻，就感覺非常舒暢，為此岳飛高興地稱讚："好一處清風仙境"！ 

【長壽古裏～洪村】是婺源有名的長壽村。歷史上洪村最長壽者達 119 歲，清朝時被賜名為“長壽故里”。

就是現在，村裡也可以看到很多九十多歲的長壽老人。 洪村周圍群山環繞，溪水潺潺，風景秀麗。穿

行在光裕堂、三書堂等白牆青瓦的宗族徽派建築裡，栩栩如生的石雕、磚雕與木雕映入眼簾，令人拍手

稱奇。另外還有一條被稱之為養生河的小溪傍村而過。 

【篁嶺】有著 500 年曆史的篁嶺村，一直是藏在婺源縣海拔 1260 米的石耳中一個偏僻而幽靜的山村，

“地無三尺平”是篁嶺最突出的特色。村落群山環抱，房屋鱗次櫛比，位於村口的水口林古木參天，綠

樹成蔭，僅紅豆杉就有 80 多株。村中由於空地稀少，村民們自古就有在自家屋頂曬辣椒等農作物的傳

統，形成全國聞名的“曬秋”農俗特色景觀，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畫家和攝影家前來創作。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清風仙境 50(包廂)    (晚餐) 酒店合菜 50 

住宿：準★★★★★金沙灣假日酒店／或錦琛山庄／雅柏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三清山(含纜車上下)【南清園景區～東方女神、企鵝獻桃、巨蟒出山、萬壽園

景區】鷹潭 

【三清山】自古享有“清絕塵囂天下無雙福地，高淩雲漢江南第一仙峰”之殊譽的三清山，以道教人文

景觀為特色的三清山，1997 年 8 月美國國家公園基金會主席保羅等訪華團慕名來三清山考察後驚歎道

“三清山是世界上為數極少的精品之一，是全人類的瑰寶”。這座具有 1600 餘年的歷史名山，文化遺

產保存完整，知名作家秦牧先生晚年登臨三清山，留下"雲霧家鄉，鬆石的畫廊"的讚譽。 

【南清園景區】位於三清山中心位置，是三清山自然景觀最奇絕的景區，平均海拔為 1577 米。南清園

集中展示了十四億年地質演化形成的花崗岩峰林地貌特徵，奇峰異石、雄渾山嶽、壯闊雲海、珍奇花木

遍佈其中，景觀豐富，是三清山自然景觀的京華。 

【東方女神】位於南清園東北部，三清山標誌性景觀。整座山體造型就像一位元秀髮披肩的少女，天地

造化，鬼斧神工。億萬年來，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視芸芸眾生，神態祥和。傳說女神為西王母第二十

三女，名瑤姬。世人認為她是春天的化身，因而又稱之為“東方女神”。 

【巨蟒出山】位於南清園北部，三清山標誌性景觀。海拔 1200 余米，相對高度 128 米，由風化和重力

崩解作用而形成的巨型花崗岩石柱，峰身上有數道橫斷裂痕，但經過億萬年風雨，依然屹立不倒。頂部

扁平，頸部稍細，最細處直徑約 7 米，狀極突兀，形似一碩大蟒蛇破山而出，直欲騰空而去。 

【萬壽園景區】位於三清山南麓，以祥壽文化為主題的景區。萬景區內奇峰巧石天然渾成，仙峰秀色中

蘊涵著中國傳統祥壽文化和道家修身養性之道。整個景區就如同一座天然盆景，景區內景點以精緻神韻

見長，各景點景觀契合祥壽文化主題，啟示健康養生之道。 

※溫馨小提示： 

(1)山上氣候多變，若因下雨、起霧、颳風等天候因素致景觀不清，敬請見諒！ 

(2)山上景區範圍廣大，因個人腳程不一，所以能欣賞到的景點需視貴賓視個人體力狀況而定，貴賓亦能就其身體狀況選擇遊

覽一部份。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三清風味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包廂) 

住宿：準★★★★★錦都金源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鷹潭龍虎山【仙水岩景區(船遊)、觀古代懸棺表演、張天師府+上清古鎮】

南昌 

【龍虎山景區】原名雲錦山，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據說東漢中葉時張天師在此煉丹，“丹成而龍虎

現，山因得名”，龍虎山因而也成為中國道教發祥地。龍虎山景區有 99 峰、24 岩、108 個景物，景觀

面積達 200 平方公里左右，源遠流長的道教文化、獨具特色的碧水丹山和規模宏大的崖墓群構成了龍虎

山風景旅遊區，東漢中葉道教創始張陵(亦稱第一代天師)在此煉丹，“丹成而龍虎現，山因得名”，龍

虎山因而也成爲中國道教發祥地。 

【仙水岩景區】從龍虎山山麓沿瀘溪河乘竹筏西行，在七裏之內有一百多座山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 

“仙水岩”的 24 座山峰。這裏的清溪繞山蜿蜒、奇峰橫臥碧波，四野景色美不勝收，有“小灕江”之

稱。兩岸的岩石千奇百怪、氣象萬千特別是著名的“十不得”岩石景觀大都惟妙惟肖、妙趣橫生。 

【懸棺表演】在二十四岩的盡頭有水岩，這是一個臨溪的大岩洞，裏面可容納數百人。洞前江水澄清、

洞頂懸空伸出江面，人站在洞口頗有些驚險之感。 

http://you.ctrip.com/sight/sanqingshan159/8459.html
http://you.ctrip.com/sight/sanqingshan159/15106.html


【張天師府】全稱“嗣漢天師府”，亦稱“大真人府”，天師府占地五萬平方米，有五百多間房舍，樓

台殿閣金碧輝煌，曲徑回廊不計其數，府內古木參天，環境清靜，風景十分優美。它既保留了中國傳統

的府第規格，又兼有封建衙署的某些特點，在佈局上保持了鮮明的道教正一派風格。 

【上清古鎮】上清古鎮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該鎮屬龍虎山風景區，距鷹潭市區 25 公里。古鎮依水而

建，周圍群山環繞，自然環境優美。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天師宴 50(包廂) ／晚餐：洪都風味 50 

住宿：★★★★★保利皇冠假日酒店／或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南昌【滕王閣、繩金塔、百花洲、勝利路步行街、佑民寺、象湖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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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王閣作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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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金塔】古樸秀麗，具有中國江南建築的典型藝術風格，自唐代始建至今，已有 1100 多年的歷史，

是歷史資訊的載體，是古代中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繩金塔素有“水火既濟，坐鎮江城”之說，是南

昌人的鎮城之寶。 

【百花洲】位於南昌市中心“八一”公園內的東湖之中,由北、南、東三個小洲組成,始名于宋朝向子堙

填“蝶戀花－詠百花洲”詞。百花洲自古有名,在“豫章十景”中,這裏有“東湖夜月”、“蘇圃春蔬”

兩景。 

【佑民寺】始建於南朝梁代，初稱為上藍寺，1929 年起稱為佑民寺，1997 年重建，是目前市內僅在的

一座完整寺院。寺內供奉的巨大銅佛高 9.8 米，重 36000 斤，是一座享譽東南亞的古剎。 

【象湖濕地公園】由南江、北江、東江、西江，以及青山湖的水流彙聚而成，其象湖的平面圖頗似一頭

大象，故得名象湖，是一個風景如畫的旅遊景區。萬壽宮域址，正是位於象湖中的一座小島，總面積約

60 畝，被人們稱為“祈福島”。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豫章風味 50(包廂)／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保利皇冠假日酒店／或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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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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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7-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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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10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