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1/27、12/4.11.18.25 

2019/1/1.8.15                                        團費：每人／16,5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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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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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無購物點，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湖北省風俗民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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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行程一個都不漏!! 

特別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東方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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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22：05 

第六天 MU-2661 武漢 高雄 15：40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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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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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3094 高雄 武漢 18：15 21：15 

第六天 CZ-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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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高雄武漢 

今天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華客機飛往湖北省的省會城市【武漢】，武漢位於江漢平原東部，長江中游

與漢水交彙處。自然人文景觀豐富，素有“歷史文化名城”之美譽。 

早餐：XXX     中餐：XXX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準★★★★★聯投半島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武漢【古琴台、晴川閣】荊州【荊州古城牆(不登樓)】宜昌【夷陵廣場】 

【古琴台】古琴台又名俞伯牙台，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清嘉慶初年（西元 1796 年），位於湖北省武漢市

漢陽區龜山西腳下的月湖之濱，東對龜山、北臨月湖，是中國音樂文化古跡、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武漢市文物旅遊景觀之一，與黃鶴樓、晴川閣並稱武漢三大名勝，有“天下知音第一台”之稱。 

【晴川閣】晴川閣景區的整體建設從 1984 年開始復建，歷 5 年而完成，是武漢市著名的文物旅遊景觀。

整個晴川閣佔地約 8000 平方米，主要由晴川樓、禹稷行宮、鐵門關三大主體建築和其他附屬建築群組

成。1992 年，禹稷行宮被湖北省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後又獲選為湖北省十佳文博單位，

並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 AAA 級景區。2013 年被增補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荊州古城牆】荊州古城牆歷史可以追溯到三國時代，關羽鎮守荊州時即修建了土城，此後歷經戰亂，

到南宋時代首次興建磚城（西元 1187 年）後又因戰禍幾度重建；現存的磚城是清順治三年按明代舊基

重建而成。雖歷經三百多年滄桑，仍是我國南方保存最為完好的一座古城牆。 

【夷陵廣場】東西長 300 米，南北寬 184 米，占地面積 5.52 萬平方米，其中綠地面積 3.2 萬平方米，

於 1997 年三峽大壩截流之際建成並對外開放，被市人大確定為城區首批永久性保護公共綠地。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古城風味 40    晚餐：夷陵風味 RMB40 

住宿：準★★★★★馨島國際酒店／均瑤禧玥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宜昌(車程約 4H)恩施大峽谷【七星寨絕壁景區（纜車上/扶梯下）、絕壁長廊、一

線天、一柱香…】 

【恩施大峽谷】被專家譽為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難分伯仲的湖北清江恩施大峽穀，位於長江三峽附近

的鄂西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屯堡鄉和板橋鎮境內，是清江大峽穀中的一段。峽谷全長 108 千

米，總面積 300 多平方千米。峽穀中的百里絕壁、千丈瀑布、傲嘯獨峰、原始森林、遠古村寨等景 

點美不勝收。自然景區則主要由大河風光、前山絕壁、大中小龍門峰林、板橋洞群、龍橋暗河、雲龍河

地縫、後山獨峰、雨龍山絕壁、朝東岩絕壁、銅盆水森林公園、屯堡清江河畫廊等組成。“八百里清江，

每一寸都是風景。極具開發價值的恩施大峽谷如不向世界推介，絕對是一大遺憾。這裏的峽谷山峰險峻，

山頭高昂，有仰天長嘯之浩氣；谷底的清江水質清幽，令人有脫胎換骨之感受。 

【七星寨絕壁】七星寨絕壁為三疊系灰岩中發育的巨型柱狀岩體群，兀然直立於陡坡上，高聳林、，極

為壯觀。它不同于峰林及石林，而是一種柱狀山體，故稱“岩柱林”。 正對的“岩柱”實際上是巨型

岩柱塊，長 800 米、寬 150 米、柱高近 200 米，頂部是兩頭高、中間低的弧形平面，這是因為頂面中

央有個匯水小水塘、形成了表層窪地。 

   

早餐：酒店內用     中餐：農家風味 RMB40     晚餐：土家風味 RMB40 

住宿：準★★★★★女兒寨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恩施大峽谷雲陽龍缸景區【(含景區交通車)、雲端廊橋、絕壁棧道、龍缸天

坑】恩施市 

【雲陽龍缸景區】景區地質地貌奇特，奇峰怪石、石筍摩天、雄奇俊秀、千姿百態，是自然科學的博物

館，地質景觀的大觀園。集雄、奇、險、俊、秀、麗各種神韻於一體，由龍缸、雲端廊橋、石筍河、大

安洞、歧山草場等五大景區組成，是以龍缸岩溶天坑為主，雲端廊橋、石筍河、大安洞溶洞為次，兼顧

草場生物景觀和土家族人文景觀的大型綜合性景區。 

【雲端廊橋】雲端廊橋屹立在龍缸景區在海拔 1010.5 米高的懸崖上，懸挑 26.68 米（從岩壁向外伸出

長度），懸崖垂直高度 700 余米；廊橋以“天空之花”的花瓣作為造型，底部採用三層高強度玻璃，遊

客站在廊橋上行走猶如太空漫步， 720°美景盡收眼底，非常驚險刺激；廊橋懸挑長度已超越美國科羅

拉多大峽谷玻璃橋（從岩壁向外伸出長度 21m）成為世界第一懸挑玻璃橋。 

【絕壁棧道】絕壁棧道建在近千米高的峭壁上，全長 3.2 公里，向外挑出 2.2 米，其中有 300 多米為懸 

空玻璃棧道。 

【龍缸天坑】龍缸是一個長軸距離 304~326 米、短軸距離 178~183 米、深度達 335 米的橢圓形天坑； 

這一深度位居中國第三位，世界第五位；缸內壁如削，壁縫松柏橫臥，古藤倒垂，缸底四季吐翠，百鳥 

爭鳴；因形為一個天然大石缸，還流傳樵夫與龍女愛情的美妙傳說，而得名龍缸，被譽為“天下第一

缸”。 



   

早餐: 酒店內用     中餐：農家風味 RMB40     晚餐：刨湯宴 RMB80 

住宿：準★★★★★紫荊國際酒店／奧山雅閣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恩施【女兒城、土家族曲族博物館(週一休館)】京山 

【世間男子不二心，天下女兒第一城~中國恩施土家女兒城】位於湖北省恩施市區七裏坪，作為全國第

八個人造古鎮，土家女兒城合理且精心的謀劃了整體建築風格，仿古與土家吊腳樓相結合，完美的體現

了土家族的民風民俗。土家女兒城囊括 300 家小商品，500 間風情客棧，30 家特色餐飲，40 家美味小

吃，8000 平景觀草坪，10000 平綜合運動中心以及全國首創室內情景劇場-女兒城大劇院，同時還擁有

湖北省內最大的水上樂園。恩施土家最負盛名的特色民俗相親活動—女兒會，也將永久落戶土家女兒

城！ 

【土家博物館】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風格獨特、景觀壯麗、集土家族、苗族、侗族建築藝術於一體的

"中華土家第一城"。展示了巴楚建築的工藝神韻，演繹出土家苗寨古老純樸的民俗風情 。 

   

早餐: 酒店內用     中餐：峽谷風味 MB40     晚餐：京山風味 RMB40 

住宿：準★★★★豪威凱瑞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京山天門【陸羽故園(陸羽湖、陸羽故園、茶經樓)】武漢高雄 

【陸羽故園】陸羽(733-804 年)，唐複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中國

茶道奠基人，以著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聞名於世，對

中國茶業和世界茶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仙”，尊為

“茶聖”，祀為“茶神”。 陆羽故园原名“西湖公園”、“陸羽公

園”，建成於 2013 年，坐落于陸羽故里——湖北省天門市竟陵中

心城區。陸羽故園依陸羽出生地西湖而建，是世界最大的茶文化主

題公園、一座以“茶文化”為主題、為紀念茶聖陸羽而建的開放式

綜合公園，是茶聖故里園的核心景區。 

此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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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用     中餐：中式合菜 RM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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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0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