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6/28                                                    團費：每人／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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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於車上講解當地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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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門狐仙、桃花源記、溪布街湘西老腔秀、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A.中國東方航空 

B.中國南方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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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22：50 

第八天 CZ-3093 武漢 高雄 16：00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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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霧都【武漢】。 
【武漢】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發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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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輕食 

住宿：準★★★★★維也納酒店／縱橫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武漢荊州【荊州古城(外觀)、荊州博物館(週一休館)】常德【桃花源古鎮、
特別安排大型實景演出《桃花源記》】 
【荊州古城】是我國延續時代最長、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發展演變而來的唯一古城垣。荊州古城更
因三國時期劉備借荊州、關羽大意失荊州聞名遐邇。 
【荊州博物館】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荊州城西門內側，是一座展覽、宣傳教育、文物收藏與保護、
考古發掘與研究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地方性綜合博物館，館舍占地面積 5 萬餘平方米，由古建築開元
觀、陳列大樓、珍寶館、考古修復大樓、文物保管大樓、楚樂宮和辦公樓等組成。 
【古鎮】於桃花源核心，將 2500 多年深厚的湘楚文化、歷史、人文和傳統民俗匯聚於此，規劃最具
湖湘特色的文化旅遊古鎮，開闢出商業投資的「世外桃源」。古鎮按照國家 5A 級景區標準建設，集
觀光、旅遊、餐飲、住宿、休閒和娛樂 6 大旅遊要素。 
【桃花源記】中國山水實景演出創始團隊——山水盛典文化產業有限公司億元級投資實景演出，創新
打造秦溪 4.6 公里的“河流劇場”；中國山水實景演出創始人梅帥元領銜，總導演嚴文龍、音樂總監
張驍夢幻演繹陶淵明千古文章，讓觀眾泛舟溪上，感受大型溪流漫遊實景演出《桃花源記》。心裡的
聲音召喚，去吧，循著《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的足跡，循著陶淵明的夢去尋找心中的那條溪、那個
桃花源。溫馨小提示：《桃花源記》為特別贈送，若遇天候等因素以致停演則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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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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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桃花源-六藝灣客棧／準★★★★★常德澤雲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常德【桃花源景區(含環保車)】鳳凰古城【沱江(含遊船)、石板街、古民居、
古鎮璀璨夜景】吉首 
【常德桃花源】是 1600 多年前中國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桃花源記》所描述的世外桃源真跡，始建於
晉代，歷史上是我國四大道教聖地之一，有“第三十五洞天，四十六福地的美譽”。千百年來陶淵明、
孟浩然、王昌齡、王維、李白、杜牧、劉禹錫、韓愈、陸遊、蘇軾等文人墨客都在這裡留下了珍貴的
詩文和墨跡。 
【鳳凰古城】始建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歷經 300 多年古貌猶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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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朝陽宮、古城博物館、楊家祠堂、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
居、天王廟、大成殿、萬壽宮等建築，無不具有古城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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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古城分為新舊兩個城區，老城依山傍水，清淺的沱江穿城而過，紅色砂岩砌成的城
牆佇立在岸邊，南華山襯著古老的城樓，城樓還是清朝年間的，鏽跡斑斑的鐵門，還看得出當年威武
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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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示： 

(1)此日車程較為辛苦，因前往鳳凰有部份為山路，如旅客有暈車問題，請出發前準備齊藥品。 

(2)鳳凰位於湖南省西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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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此行程只包含沱江(遊船)，不包含古城內景點門票(如:沈從文故居等)，欲參觀之旅客可於現場自行加價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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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準★★★★★吉首湘西陽光酒店／或同級（升等皇冠假日） 
 

第 4天  吉首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含單程纜車＋單程環保車>(天門洞<含單程穿

山手扶電梯>、鬼谷棧道、玻璃棧道<贈鞋套>)、天門狐仙秀】 
【天門山】是張家界永定區海拔最高的山，距城區僅 8 公里，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天門山古稱
嵩梁山，又名雲夢山、方壺山，是張家界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主峰 1518.6 米，1992 年 7月被批准
為國家森林公園。 
【天門洞】地方史志曾記載：”玄古之時，有土人見霞光自雲夢出，紫氣騰繞，盈於洞開，溢於天合，
以為祥瑞，肅而伏地以拜之”。自古以來，奇幻美麗的”天門吐霧”、”天門靈光”，被認為是天界
祥瑞之象，名聞遐邇。 
【鬼谷棧道】棧道上，挺著發麻的雙腿，帶著急促的心跳，閉上眼，伸開雙臂，你就能得到一次最完



美、最刺激、最貼近自然的 SPA。棧道中還有一個淩空伸出的長約 5 米的玻璃月臺。 
【天門狐仙秀】全名《天門狐仙·新劉海砍樵》，是一部超震撼的山水實景演出、魔幻音樂劇。故事改
編自神話傳說《劉海砍樵》，講述了一段感天動地的人狐之戀。劇中真實展現了東方玄幻風格的場景：
近 1 萬平米劇場的漫天飛雪、狐狸精在舞臺上直接變幻成人型、超大可移動人造月亮、瞬間被流水包
裹的 5000 平米玻璃鋼炫彩舞臺、60 米長高空飛橋、主人公飛升至上百米高空變換成星星消失…劇中
使用了大量機械、魔術及特效，營造出一幕幕令人驚異的奇幻場景，讓觀眾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溫馨小提示： 

(1)遊客的安全考量一直是天門山國家公園致力的目標，景區會不定期對環境設備進行檢修(如纜車、穿山扶梯、環保車、

玻璃棧道等)，檢修期間景區仍會有配套方案安排旅客上下山，若遇此情況則以景區實際安排為主，敬請知悉。天門山門

票採實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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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溫馨提示：景區走路比較多，且景區道路為狹窄棧道，建議客人穿著平底防滑鞋，避免滑倒。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禾田下中式合菜 RMB40／晚餐：野山菌風味 RMB40 

住宿：準★★★★★華天大酒店／愷力國際酒店／大成山水水世界渡假酒店或同級 

第 5天  張家界【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百龍觀光電梯上、袁家界風景區、迷魂臺、哈利路亞山、天

下第一橋、天子山、賀龍公園、西海峰林、天子觀景台、天子山纜車下）】 
【百龍電梯】百龍觀光電梯位於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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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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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工程建設博物館」之稱。 
【袁家界風景區】位於砂刀溝北麓，是武陵源又一風景集中之地。後花園有《天然盆景》之稱，園內
石峰千姿百態，溪水繞峰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瀰漫，猶如古時皇宮內的後花園一樣。景區內著
名的景點有：『迷魂台』、『天下第一橋』… 
【天子山】是一個深千多米大盆地，山的中間下陷，四周卻有山巒拔地而起，從西海最高點『天臺』
下望，可看到西海全景。天子山山內有『南天門』、『將軍岩』、『石海』等堪遊的自然風景。景區內著
名的景點有：『賀龍公園』、『西海石林』、『禦筆峰』… 
溫馨小提示：天子山/袁家界景區走路比較多，且景區道路為狹窄棧道，建議客人穿著平底防滑鞋，避免滑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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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禾田下中式合菜 RMB40／晚餐：野山菌風味 RMB40 

住宿：準★★★★★華天大酒店／愷力國際酒店／大成山水水世界渡假酒店或同級 

第 6天  張家界【水繞四門、金鞭溪、金鞭岩(精華段)、溪布街湘西老腔秀】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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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9921.htm


門。人稱水繞四門。置身其中，但見“水在山間流，人似水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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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布街~湘西老腔秀】融入了多彩非遺、神秘絕技、民俗老戲，齊聚了世界級、國家級非遺，是大
師的傳奇、表演，是經過千年相傳，口口相傳，代代相傳下來，是即將消失的古老技藝，是神秘、多
彩、多情湘西最古老的記憶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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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準★★★★★格蘭雲天酒店／建國飯店或同級 

第 7天  岳陽【岳陽樓(外觀)、汴河街】武漢【江漢步行街】 
【岳陽樓】岳陽樓位於湖南省岳陽市古城西門城牆之上，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之美譽，
與湖北武漢黃鶴樓、江西南昌滕王閣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 
【汴河街】全長 300 余米，總建築面積 18000 平方米的汴河街成為目前國內仿古建築最逼真，設計
功能最全，文化底蘊最厚，沿湖風景最美，面積最大的一條傳統風貌商業街，是以岳陽樓文化、洞庭
文化、巴陵文化為基礎精心打造的一條特色仿古商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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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風味 RMB60 

住宿：準★★★★★建國飯店／華美達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8天  武漢【東湖風景區】高雄 
【東湖風景區】東湖因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東部，故此得名，現
為中國水域面積最為廣闊的城中湖之一，水域面積達 33 平方公
里，是杭州西湖的六倍。其位於長江南岸，是由長江淤塞而形成，
100 多年前曾和武昌其他湖泊相通並與長江相連，水患頻繁。1899
年至 1902 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在長江與東湖之間修建了武金
堤和武青堤，並在堤防上修建了武泰閘和武豐閘。在人工干預下，
從此東湖及其周邊的湖泊與長江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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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用／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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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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