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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因飛行安全考量，每班次的嬰兒皆有搭乘人數限制，如旅客有 2 歲以下嬰兒同行，請務必提供嬰兒姓名、出生年月日
及父母(同行者)名單，待服務人員與航空公司回覆預訂 OK 後，方完成訂位 。 
※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亦不接受嬰兒佔位使用成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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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953 高雄 長沙 16：20 18：35 

第八天 AE-954 長沙 高雄 19：4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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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點，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湖南省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
旅客選擇(1.酒鬼酒 2.黑茶 3.薑糖 4.小花生 5.小銀飾..等等)，此推銷無壓力，自由
選購。 

特別贈送 魅力湘西秀、桃花源記、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 天 高雄長沙 

今日集合後，接著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長沙】。 

■【長沙】長沙是馳名中外的“歷史古城”。早在 3000 多年以前的西周，即有“長沙”之名。楚之

重鎮、秦之名郡，悠久的歷史使長沙成為首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長沙是人文薈萃的“文化名

城”。 

★溫馨小提示：湖南屬少數民族居住省份，食物以酸、辣、重鹹為主要特色，希望遊客能入境隨俗★ 

■ 早餐：X 

■ 午餐：X     ■ 晚餐：湘菜風味 RMB40 

■ 住宿：準 ★★★★★ 紫鑫戴斯酒店 或 盛喜華美達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長沙新寧【峎山旅遊區~辣椒峰(近拍)、登駱駝峰：龍口朝陽~九

九天梯~一線天】 
■【峎山旅遊區】位於湖南省邵陽市新寧縣境內，與廣西資源縣八角寨景區連為一體（八角寨是一邊

屬新寧縣，一邊屬資源縣），包括天一巷、辣椒峰、夫夷江、紫霞峒、天生橋六大景區，18 處風景

社區，已發現和命名的重要景點有 500 餘處，有三大溶洞和一個原始森林，總面積 108 平方公里，

屬典型的丹霞地貌，是難得的環保型山水自然風景區。崀山的得名來自遠古的傳說，相傳當年舜帝

南巡，路過崀山，見此處山水奇異，便賜一“崀”字，意即良好的群山，新華字典因此為“崀”字

作了專注。 

■【辣椒峰+駱駝峰】位於佛頂山上，絕對高度 180 米，上大下小，石頂周長約 100 米，石腳周長約

40 餘米，呈赤紅色，遠觀像碩大無比的紅辣椒，俗稱“仙椒鑽地”。辣椒峰景區是密集丹霞峰叢的

傑出代表，完美地展示了非同尋常的丹霞自然美，是崀山風景名勝區“六絕”景觀之一。它上大下

小，峰底窄處僅４５米，呈倒三角狀，淩空突兀，四周沒有山峰與之相連，靠得最近的山脊也有１

２米之遙，遠遠望去象一隻倒立於天地間的大紅辣椒，因而得名。沿石田小溪溯源，經佛頂山，就

可見一頭仿佛正在原野馳騁的大駱駝，這就是“駱駝峰”。 



■【丹霞絕壁】崀山的丹霞地貌青年、壯年、晚年各個時期都有發育，是中國丹霞景區中丹霞地貌發

育豐富程度和品位最有代表性和最優美的景區。完整的紅盆丹霞地貌，全國第一。這是一座天然的

丹霞地貌博物館，被地質專家們讚譽成為“丹霞瑰寶”。 

■ 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 住宿：準 ★★★★ 宏基華天大酒店 或同級 

   

第 3 天 
新寧【八角寨景區(含纜車上下)、丹霞峰叢地貌、鯨魚鬧海、龍頭

香、仙人下棋、一腳跨兩省】【鳳凰古城~璀璨夜景】吉首 
 

■【八角寨】是一邊屬新寧縣，一邊屬資源縣，兩邊都開發。名稱上有新寧八角寨和資源八角寨。又

名雲臺山，主峰海拔 814 米，因主峰有八個翹角而得名，丹霞地貌分佈範圍 40 多 平方公里，其發

育豐富程度及品位世界罕見，被有關專家譽為“丹霞之魂”、“品位一 流"。其山勢融“泰山之雄、

華山之陡、峨眉之秀” 於一體。景區中的眼睛石完全出自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栩栩如生，形神畢

肖，令游者和文人騷客浮想翩翩，遐思泉湧。★八角寨纜車如遇天候或檢修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停駛時，則現場

退費每人 80RMB/人，並改以陡步方式遊覽景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鯨魚鬧海】在俯視峽穀時，浮雲飄渺，奇峰異石，時而露出頭尾，恰似千萬條鯨魚在海中嬉戲。 

■【鳳凰古城】古城依山傍水，沱江穿城而過，紅色砂岩砌成的城牆佇立在岸邊，南華山襯著清朝年

間的城樓。北城門下的河面上，橫著一條窄窄的木橋，以石為墩，這裡曾是當年出城的唯一通道。

城內青石板街道，江邊木結構吊腳樓，以及朝陽宮、天王廟、萬壽宮、大成殿等建築，無不具古城

特色。夜色下，紅燈籠和閃耀的燈光照射，讓美麗的鳳凰古城變得更加迷人，更加美麗。整個古城

就在寧靜的沱江邊，江水的倒影讓古城的五光十色更加夢幻。 

■ 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 晚餐：九黎部落 RMB40 

■ 住宿：準 ★★★★★ 吉首湘西陽光酒店 或同級 

   

第 4 天 
吉首芙蓉古鎮(含電瓶車)【溪州桐柱、王村瀑布、土司夏宮、石板

街】張家界【土家風情園】 
■【芙蓉古鎮】◎因為宏偉瀑布穿梭其中，又稱「掛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鎮」◎ 本名王村，是一個擁有兩千多年曆

史的古鎮。位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內的永順縣，與龍山裡耶鎮，瀘溪浦市鎮，花垣茶峒鎮並

稱湘西四大名鎮，又有酉陽雄鎮小南京之美譽。 

■【溪州銅柱】柱面上刻有楚王馬希范與土司彭仕愁停戰盟誓的條約，是研究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的重

要實物資料，「是渝湘鄂黔毗鄰地區少數民族土司制度逐步形成的里程碑」 



■【王村瀑布】◎湘西最大最壯觀的一道瀑布◎ 芙蓉鎮三面環水，瀑布穿鎮而過，別有洞天。高 60 米，寬

40 米分兩級從懸崖上傾洩而下，聲勢浩大，方圓十裡都可聽見。 

■【土司夏宮】《土王行宮》更是芙蓉鎮的一大亮點。這裡是當年富甲一方的土王所選擇建造避暑山

莊的地方，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石板街】芙蓉鎮是一座土家族人聚居的古鎮，有保存完好的五裡青石板街，兩邊是板門店鋪、土

家吊腳樓，一路蜿蜒而行，將人帶到酉水岸邊的渡船碼頭。從碼頭向左望，可見芙蓉鎮瀑布和其旁

建在懸崖邊的飛水寨。 

■【土家風情園】是由主樓區、門樓區、山寨區三部分組成，具有濃鬱的土家民族特色，擁有容納

300 餘人的會議廳、露天泳池、博園、網吧、美容美髮、桑拿按摩等多項服務設施。園內隨處都有

土家民俗展示，如:土家婚俗、頭飾服飾、奇石根雕、珍貴文物展等。其建築多為雕樑畫棟，金璧輝

煌，特別是沖天樓，依山造閣，樓高 40 米，九重十二層木質樓閣，氣勢輝宏。 

■ 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 晚餐：匯源餐廳 RMB40 

■ 住宿：準 ★★★★ 愷力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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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穀棧道、玻璃棧道(贈鞋套)、軍聲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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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穀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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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聲畫院】◎被譽為中國張家界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 它以“純樸、自然、創新”為藝術宗旨，集中展

示了軍聲砂石植物粘貼畫「砂石畫」獨特的藝術，軍聲砂石畫是利用天然彩石、植物等不褪色的天

然材料粘貼而成的一種藝界首創新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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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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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宴 RMB40     ■ 晚餐：龍門陣 RMB40 

■ 住宿：準 ★★★★ 愷力酒店 或同級 



   

第 6 天 

張家界【寶峰湖(含遊船)、禾田居渡假酒店下午茶+享受酒店設施(無

邊際泳池.遐觀台.漁隱道沿河小道.娛樂室～乒乓球.桌球)+酒吧啤酒(每人乙瓶+

現場樂團 live 演唱)、魅力湘西秀】 
■【寶峰湖】◎位於世界自然遺產地武陵源，是張家界精品旅遊線路之一◎ 其核心景區是長 2.5 公里、寬 200

至 1000 米，平均深 72 米的寶峰 湖，這是目前武陵源世界自然遺產唯一以水為主的旅遊景點。寶

峰湖地處高山之間，接納自然水流，絕無人為污染，因而水質清冽，為人稱道。湖的四周，是數座

綠樹簇擁、形態各異、刀劈斧削的砂岩石峰。至若蕩舟湖中，則見湖面如鏡，奇峰綠樹盡映湖中，

呈現出一幅美妙的上下對稱的山水畫，意趣無窮。 

■【禾田居渡假酒店】酒店地處於風景秀麗的張家界境內，酒店總體設計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五

行」金、木、水、火、土為建設的起點和主源點，非常有機地、巧妙地把壹個高端旅遊度假酒店的

風格、檔次以及不同的旅遊度假方式用五元素的寨子 來承載，形成天然的表達。在相對獨立的特色

別墅建築群體中，又巧妙地運用了湘西苗族、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元素，奢華中彰顯質樸，極具地域

文化風尚。酒店由 40 余棟繞水而居的精美別墅、室內外花園泳池、常綠自然植被園林、風味餐館、

多功能親水咖啡廳。 

■【禾田居下午茶】德利克斯西餐廳，享用悠悠下午茶，靜靜漫時光。這裡清晨可聽鳥鳴，日暮可觀

落霞，位於索溪河畔臨溪露臺，讓您在舒適愜意的露臺中享用精緻美食的同時享受來自大自然迤邐

晨光，相信定能滿足您挑剔的脾胃… 

■【無邊際遊泳池】在自然的露天花園中綻放，溶於水中白天有絕佳的山景視野，夜晚則有仰望萬點

星空閃耀的夜景。《虛閣蔭桐，清池涵月》打破鬱鬧的環境，創造自然活潑的景像。讓您休閑度假期

間真正體驗人與大自然的和諧！ 

■【魅力湘西秀】◎魅力湘西大劇院，是張家界武陵源景區歷史最悠久的一家劇院◎ 它創辦於 2000 年 3 月，歷

經十五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為全國著名旅遊文化演出實體，湘 西民族特色濃厚鮮明，在大陸、港澳

臺等華人地區，乃至韓國、日本、東南亞等地都享有較高知名度和美譽度。 

■ 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 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 住宿：★★★★★禾田居渡假酒店(火寨) 或同級 

   

 

第 7 天 
張家界【享受酒店設施】常德【桃花源景區(含環保車)、桃花源古

鎮、大型溪流漫遊實景演出~《桃花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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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古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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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溪流漫遊實景演出◎ 根據原著中的描寫，朔秦溪而上，開啟《桃花源》的尋夢之旅

在秦溪兩岸 4.6 公里的演區內，打造與自然景觀渾然天成的河流劇場，18 個演出點被河流劇場串成

一線重現千百年華人心中魂牽夢縈的夢幻場景。從“武陵漁人”張網捕魚的勞作，到“牧童短笛”

悠遠的牧歌；從“洗衣對歌”鄉間生活，到“農耕畫卷”的豐收景象；從“村舍夜話”鄉野趣事，

到“水上婚禮”的奇特婚俗；從“私塾童趣”的玩鬧學堂，到“桃花源記”的眾人合誦；從“林泉

沐浴”的少女清純，到“落英繽紛”壯美畫面。十多處讓觀眾美醉的場景，如蒙太奇般在天地間的

這條悠悠秦溪上，剪輯成 90 分鐘通向觀眾心靈深處桃源秘境的光影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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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老灶台 RMB40     ■ 晚餐：古鎮風味 RMB40 

■ 住宿：六藝灣客棧 或同級 

   

 第 7 天 
常德【早晨漫遊~桃花源-秦谷景區】長沙【橘子洲頭(遠眺)、黃
興路步行街】高雄 

■【桃花源-秦谷景區】秦谷-放慢腳步，放空心靈，悠然享桃花源生活，走入秦穀，眼前豁然開朗的

景象立刻在眼中浮現。雞犬相聞、阡陌交通、往來種作、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遊客可“深刻體會

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這裡一幕幕淳樸風土人情、詩畫般的田園風光，還原魂牽夢繞的世外桃

源，成就中國人夢寐以求的靈魂故鄉。 

■【橘子洲頭】橘子洲風景區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市區對面的湘江江心，是湘江中最大的名洲，由南至

北，橫貫江心，西望嶽麓山，東臨長沙城，四面環水，綿延數十裡。 

■【黃興路步行街】集購物，休閒，娛樂，餐飲，文化及旅遊等多項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場所。分為

內街和外街，內街又有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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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酒店內用 

■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 晚餐：機上餐食 

■ 住宿：溫暖的家 

 

 

 

 



 

A.新辦護照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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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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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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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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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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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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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5 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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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

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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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