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峽遊輪 巫山賞楓 五星世紀輝煌下水 8 天 高雄 桃園出發 港轉重慶 

◎旅遊日期：2019年 11 月 29日(週五)至 12 月 6 日(週五)，共 8 天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玩的安心沒負擔！ 

自費項目 白帝城 290RMB/人、豐都鬼城 290RMB/人、三峽大壩升船機 RMB290/人 
※以上自費項目為船公司所精心安排，但因參加人數不足或水位、航道、天候關係將取消活動。 

特別贈送 陸上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航班 地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KA-453 高雄香港 10：30 12：00 

KA-5469 桃園香港 10：00 12：05 

KA-840 香港重慶 13：25 16：05 

KA-841 重慶香港 17：05 19：10 

KA-438 香港高雄 21：45 23：15 

CX-408 香港桃園 22 : 55 00：30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第 1 天 高雄香港重慶長江三峽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機前往【重慶】。 

重慶：因地處中國內陸西南部，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氣候，重慶還有很多別稱，比如因夏

長酷熱多伏旱而得名的“火爐”﹔因城市依山建筑而得名的“山城”。 

※溫馨小提示：晚餐後我們即將登世紀豪華遊輪，展開長江三峽壯闊之旅。保證安排三樓及三樓以上房間。 

▲ 早餐：XXX／午餐：機上輕食／晚餐：重慶小吃風味 RMB50 

▲ 住宿：★★★★★世紀輝煌號 

 



 

第 2 天 長江三峽【石寶寨、船上自由活動～您可自費遊覽酆都鬼城(290RMB/人)】 

※ 上岸遊覽「石寶寨」。 

石寶寨：始建于明萬曆年間，經康熙、乾隆年間修建完善。塔樓倚玉印山修建，依山聳勢，飛簷展

翼，造型奇異。原建 9 層，寨頂有古刹天子殿，隱含“九重天”之意，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長江三峽 30 個最佳旅遊新景觀之一，美國探索頻道中國七大奇觀之一，世界八大奇異建築之一。 

   
 早餐：船上自助早／午餐：中西自助餐／晚餐：中西自助餐 

 住宿：★★★★★世紀輝煌號 

 

第 3 天 
長江三峽【瞿塘峽(船上觀)、巫峽(船上觀)、神女溪、船上自由活動～您可自費

遊覽白帝城(290RMB/人)】 

※上午船上觀瞿塘峽、巫峽風光，下午換乘小船遊覽神女溪。 

瞿塘峽：兩岸如削，岩壁高聳，大江在懸崖絕壁中洶湧奔流，自古就有“險莫若劍閣，雄莫若夔”

的美稱，瞿塘峽雖然僅八公里長，卻是最令人屏息的一段江峽。兩岸如削，岩壁高聳，大江在懸崖絕

壁中洶湧奔流，自古就有“險莫若劍閣，雄莫若夔”之譽。峽中主要山峰，有的高達 1500 米。瞿塘

峽中河道狹窄，河寬不過百余米。最窄處僅幾十米，這使兩岸峭壁相逼甚近，更增幾分雄氣。其中峽

之西端的夔門尤為雄奇。它兩岸若門，呈欲合未合之狀，堪稱天下雄關。 

巫峽：巫峽又名大峽，以幽深秀麗著稱。整個峽區奇峰突兀，怪石嶙峋，峭壁屏列，綿延不斷，是

三峽中最可觀的一段，宛如一條迂回曲折的畫廊，充滿詩情書意。巫峽峽長千穀深，迂回曲折，奇峰

嵯峨連綿，煙雲氤氳繚繞，景色清幽之極，如一條美不勝收千奇百怪的畫廊。 

神女溪：神女溪，當地人又稱為“美女溪”，溪長 15 公里，由於水面湍急、溪淺道窄，其中有 10

公里為人跡罕至的原始山谷。優美的風景與原生態居民“驚現”在遊人面前，昔日只有少數攝影家知

道的奇峰麗景，將成為三峽遊的新亮點。 

※註：每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在瞿塘峽~巫峽~神女溪兩旁可欣賞到楓紅。如團體出發日遇此時段則可觀

賞到特別美景；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致未能完成或凋零，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溫馨小提示：神女溪如遇水位過低時，則更換遊覽『神農溪』。 

   
▲ 早餐：船上自助早／午餐：中西自助餐／晚餐：船長歡送晚宴 

▲ 住宿：★★★★★世紀輝煌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B3%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0%E4%B8%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F%E7%94%9F%E6%80%81/1908518


 

第 4 天 
長江三峽宜昌茅坪港下船(含上行索道)【三峽大壩(含電瓶車)～您可自費遊覽三

峽大壩升船機(290RMB/人)】4 小時車程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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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示：因受三峽大壩五級船閘通航流量超限影響，2018 年起三峽所有遊船將不再享有優先過閘權，

需要與貨運遊船同樣排隊過閘，排隊時間不可控：短則數小時、長則數天，不符合三峽遊船觀光行程特性。為

此，長江三峽所有遊輪項目自 2018 年起將取消過閘行程，湖北段起始碼頭調整為茅坪港碼頭(個別航次因船

舶積壓可能調整至太平溪碼頭，以登船或抵達當日通知為準)。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 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 住宿：準★★★★★巫山江山紅葉兩江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巫山【巫山賞楓—神女天路(含電瓶車+索道+電梯+遊船)】 

4 小時車程涪陵 
巫山~神女天路：巫山的山，巍峨高聳，奇峰突兀。巫山的水，碧波浩渺，清澈見底。水的周圍，

是連綿不斷的山峰。無風的時候，水準如鏡，青青山影倒映於湖面，山光水色，融為一體，使人仿佛

置身於仙境。其中三峽雲巔·神女天路景區，地處巫峽之巔和神女溪西岸，將美麗的峽谷風光展示在

遊客面前，是巫山紅葉紅得最早的景點，神女天路蜿蜒在 1200 米海拔的山峰之巔，全長為 12 公里，

沿途可以鳥瞰長江、巫峽、神女溪，對望神女廟、巫山十二峰、是游巫山南環線上賞巫山紅葉，觀看

巫女雲雨的最佳陸上遊覽線路。雲霧在周圍聚了又散，仙氣而十足，叫她“天路”一點不為過。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 住宿：準★★★★★涪陵金科大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涪陵 1.5 小時車程武隆【仙女山(小火車)、印象武隆秀】 

仙女山(含小火車) ：林海、奇峰、草場、雪原稱為四絕。登峰遠眺仙女山山原地貌，起伏而又不
失平坦；茫茫林海，蒼翠欲滴、松濤陣陣；鑲嵌在山林之間的遼闊草場，延綿天際、如詩如畫，給人
以陰柔與陽剛相濟的和諧美。山峰、山谷、森林與草原渾然一體，交相輝映，景觀層次分明，形成具

有雄、峻、秀、奇、闊的地質地貌特色。 
※溫馨小提示：如團體出發日遇此時段則可觀賞到特別美景；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致未能完成

或凋零，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印象·武隆秀：實景歌會由印象“鐵三角”張藝謀任藝術顧問，王潮歌、樊躍任總導演，100 多位
特色演員現場真人真情獻唱，以瀕臨消失的“號子”為主要內容，讓觀眾在 70 分鐘的演出中親身體
驗自然遺產地壯美的自然景觀和巴蜀大地獨特的風土人情。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chongqing.lotour.com/shennvxi/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x37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89%BA%E8%B0%8B/1470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9%81%97%E4%BA%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8%9C%80/18909


劇場選址在重慶市武隆縣桃園大峽谷，距仙女山鎮約 9 公里。峽谷呈“U”形，高低落差 180 米，遠
山神秘、近山雄奇，溝壑清幽。劇場的選擇不僅保護了生態，也為演出提供絕佳的表現空間。劇場共

設計安裝觀眾座位約 2700 個，舞臺延伸至看臺，看臺又融入舞臺，演員與觀眾零距離接觸。“印象·
武隆”實景歌會將在幽靜的山谷裡重新唱響久違的“號子”。鑒於“印象武隆”自演出以來所取得的
驕人成績和傳承效果，以及進一步培育打造“印象武隆”這一文化品牌，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
整理、品牌培育、傳承發展的理念，2012 年，重慶市文化廣播電視局決定命名重慶市武隆縣喀斯特
印象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為重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 

※溫馨小提示：印象武隆秀如遇到冬季天氣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停演，則現場退門票費 RMB150/人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 住宿：準★★★★★依雲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武隆【天生三橋景區(含下行電梯+電瓶車+出口電瓶車)】 

2.5 小時車程重慶【洪崖洞景區、南山一棵樹公園觀重慶夜景】 

天生三橋景區：景區內遊覽路線從崖壁到穀底共５公里，以天龍橋、青龍橋、黑龍橋天生三座規模龐大，氣熱

磅泊的石拱橋稱奇於世，橋平均高２００米以上，橋面寬約１００米，在距離僅１．２公里的範圍內就有如此龐大

的三座天生橋實屬國內罕見、世界稀有，屬亞洲最大的天生橋群。景區林森木秀、峰青嶺翠、懸崖萬丈、壁立千仞、

綠草成茵，修竹搖曳、飛泉流水，蒼勁、神秘、靜幽的原始自然風貌，以山、水、瀑、峽、橋共同構成一幅完美的

自然山水畫卷。張藝謀導演曾在此拍攝了享譽天下的〝滿城盡帶黃金甲〞。 

洪崖洞景區：位於重慶市核心商圈，長江、嘉陵江兩江交匯的濱江地帶，是新興的集娛樂、休閒、觀光、餐飲

於一體的大型功能區域。以最具巴渝傳統建築特色的〝吊腳樓〞風貌為主體，依山就勢，沿江而建。 

南山一棵樹公園：重慶南山一棵樹公園位於南岸區王家山脈臨江半山腰處，與重慶主城區隔江相
望，是重慶都市旅遊的必到之地。在這裡可以看見重慶城這座山水之城的起伏面貌。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酒店合菜 60 

▲ 住宿：富力艾美酒店／嘉發希爾頓逸林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重慶【朝天門廣場(觀兩江匯合處風景、鵝嶺公園、外觀李子壩輕軌站】

香港高雄 

朝天門廣場：重慶朝天門位於重慶城東北長江、嘉陵江交匯處。重慶朝天門襟帶兩江，壁壘三面，
氣勢雄壯。宏偉的朝天門廣場，是中、外遊人觀賞兩江環抱重慶半島，山水相映、百舸爭流的好地方。 
鵝嶺公園：位於重慶市渝中半島狹長地帶山嶺上，為市區內最高峰，因地形如鵝頭而得名。 
鵝嶺公園原為四川總督的私人別墅，即鵝嶺山莊，後闢為鵝嶺公園。有兩江亭，其上可眺望整個渝中
半島及長江和嘉陵江。園內的廣島園，是為了介紹重慶的對口友好城市日本廣島縣廣島市而修建的全
日本風格的園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9%9A%86%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99%E5%A5%B3%E5%B1%B1%E9%95%87/23692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E5%B8%82%E6%96%87%E5%8C%96%E5%B9%BF%E6%92%AD%E7%94%B5%E8%A7%86%E5%B1%80/55586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271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BA%86%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BA%86%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9%99%B5%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2%9B%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2%9B%E5%8E%BF


外觀李子壩輕軌站：重慶軌道交通 2 號線李子壩車站是國內第一座與商住樓共建共存的跨座式單軌
高架車站，於 2004 年 3 月建成，占地面積 3100 平方米，建築面積 6000 平方米。該站位於嘉陵江

畔的李子壩正街 39 號商住樓 6-7 層，因其“空中列車穿樓而過”成為蜚聲中外的“網紅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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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機場搭乘港轉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重慶風味火鍋 RMB68／晚餐：XXXX      

▲ 住宿：溫暖的家 

 

一段旅程 一個故事 一個美好的回憶  

 

為您紀錄旅行的歡樂時光 

主辦人/攝影兼領隊 張簡旭笙07-7230125. 0932-731796  

【隨團拍攝，照片整理後上傳至雲端提供團友下載】 

◎旅遊日期：2019年 11月 29日(週五)至 12月 06日(週五)，共 8天 

 
◎團費:現金價 41200元，刷卡價:42250元，(不含小費)。 

◎舊團友及早鳥前十位報名團費 

現金價: 38900元，刷卡價 39900元，(不含小費) 

陸上+船上單人房差：12000元 

 訂位金:每位 8000 元。 

團費包含：來回機票、稅金、行程內餐食住宿、交通、景區門票。  
團費不包含： 
1.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NT$ 200元，八天共1600元)。 
2.護照規費：新辦NT$1400元，台胞證：新辦NT$1700元。 
3.每天酒店行李搬運(每人每天NT$ 50元)。 
◎全程無進購物站。  



◎旅遊險:新台幣500萬旅遊業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 。 
 

Jason (張簡旭笙)領隊簡介：  

    攝影兼領隊Jason (張簡旭笙)，從事婚紗、工商攝影、電視節目製作業30年；經

歷涵蓋新聞節目製作、電視廣告、紀錄片、公私立之公司與企業機構編導、公司簡介

與商品廣告高達2000部以上，經驗豐富。Jason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實際運用在旅遊帶團

上，以紀錄、劇情、報導等等各種不同方式為團員拍攝影像，最大期望是帶給旅人一

個歡樂和滿滿的記憶和回憶。  

Jason (張簡旭笙)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除了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之外，

曾擔任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義守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及高中、南

部社團影片製作指導老師，現為視覺運動影片製作公司製作人兼導演。  

 

想進一步了解          請上        網站 

 

太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494394 

交觀甲 5666號,  品保協會(南)0061號 

台南總公司：台南市健康路一段 76號 5F-2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民生二路 71號 2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