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 無購物、無自費 您有更多的時間悠閒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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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藍灣博格酒店  
張家界藍灣柏格國際酒店，於 2015 年投資 9.8 億元建設落成，10 月 1 日正式對外試營業。作為張家界的五星

級精品酒店，坐擁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集商務、餐飲、休閒、旅遊、觀光於一體，是一個專為商務、休閒、

旅遊人士精心打造的度假酒店。 

 

 

 

 

 

 

 

 

 



 

航班 地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高雄  長沙 AE 953 16:20 18:40 

長沙  高雄 AE 954 19:40 20:00 
● 如遇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第一天 高雄長沙 
長沙：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獨特的山、水、州、城四位一

體的城市景觀讓人醉遊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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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遊客在飲食上可能會不太習慣，望遊客能入境隨俗！ 

早: 自理  午: 中式合菜 2500 元/桌  晚: 湘菜風味 RMB60  準 柏郡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長沙5.5H 鳳凰(鳳凰夜景、邊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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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城秀：《邊城》是世界首部由文學名著改編的實景演出。我們在獨特的森林劇場，用柔美煽情的

民族舞蹈，為您演繹風情萬種的神秘湘西；用蕩滌回腸的本土音樂，向您吟唱如泣如訴的邊城往事。

在《邊城》能讓您看見湘西的山水、聽到湘西的聲音、感受湘西的女人和漢子，也會喚起人們淡淡的

鄉愁.....等一城煙雨只為你，渡一世情緣只和你。        鳳庭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 酒店內用  午: 新化農家風味 RMB60  晚: 酒店內中式合菜 RMB60 

 

第三 天 鳳凰古城﹙含 148 元門票﹚（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楊家祠堂、 

       東門城樓、沱江泛舟﹙遊船﹚VIP、虹橋風雨樓﹙登樓﹚）2.5H 張家界 
※ 千多年歷史的鳳凰古城，始建於民朝萬曆年間，保存完整，又有獨特苗族風情，被喻為中國最美

的兩個小城之一。 

沈從文故居：沈從文故居於 1991 年被列為省人民政府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拔款進行了整修。故居

現陳列有沈老的遺墨、遺稿、遺物和遺像，成為鳳凰古城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觀之一，每天前來瞻仰者

絡繹不絕。熊希齡故居：熊希齡故居位於鳳凰古城北文星街的一個小巷裡，總佔地面積 800 平方米，

是典型的苗族古代建築格式，極富苗族情調。屬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楊家祠堂：楊家祠堂坐落

在鳳凰古城東北部的古城牆邊，太子少保、果勇侯、鎮竿總兵楊芳捐資修建。楊家祠堂屬縣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東門城樓：東門城樓位於城東，緊靠沱江，原名“升恒門”，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 

沱江泛舟：可以暢遊沱江，欣賞兩岸風光具有民族特色的吊角樓和風雨樓，盪舟戲水悠然自得。 

虹橋風雨樓：樓為兩層，一樓有寬敞的紅岩板人行通道，24 間木板店面經營各種民間工藝品、雜

貨、土特產品等。二樓為民俗文化樓，兩側為文化藝術長廊，中間為藝術回廊，還有一間茶室。 

 

  早: 酒店內用 午: 印象鳳凰苗家風味 RMB60 晚: 蘑菇宴 RMB60 

                                          準 藍灣博格酒店或同級 

 



第四 天 張家界（袁家界景區（百龍電梯上下、贈送 VIP 通道）〈迷魂台、 

       天下第一橋〉、楊家界風景區、溪布街） 

袁家界風景區＜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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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達山寨-袁家寨子：位於張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區，是袁家界風景區範圍內的一個是私人建築，

當地地主的寨子，被保存下來，成為旅遊一大景點。還保留土家族的建築特色，屋簷角往外斜飛，屋

簷下掛著一串串玉米跟辣椒，家人民熱情好客，喜歡用自家釀制的美酒招待貴客，喝酒前還必須唱歌

祝酒。楊家界：楊家界風景區位於張家界市武陵源風景區內，東接張家界，北鄰天子山，這裡風景

山明水秀、如詩如畫，面積約34平方公里，有香芷溪、龍泉峽和百猴谷3個遊覽區，景點200多處。傳

說在北宋時代，楊家將圍剿向王天子曾在天子山安營扎寨。之後因戰爭曠日持久，楊家便在此地繁衍

後代，使這兒成了楊家界。現在楊家界還保存有“楊氏族譜”和明清時的楊家祖墓，有六郎灣、七郎灣、

宗保灣、天波府等地名。溪布街：北靠武陵大道，南向沿400米索溪河岸水景，東鄰張家界大劇院，

西接前往寶峰湖要道—寶峰橋。是全國唯一集水上酒吧街、中華名特小吃街、湘西民俗購物精品街、

休閒客棧、創意工坊等為一體的複合型旅遊商業步行街，是武陵源核心景區內不可複製的文化旅遊藏

品。 
 

早: 酒店內用 午: 竹筒風味 RMB60 晚: 中式合菜 RMB60 準 錦繡東都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張家界(金鞭溪、金鞭岩精華段、水繞四門、十里畫廊（單程小火車） 

黃龍洞﹙含 VIP 遊船+生態廣場 VIP 電瓶車+VIP 講解員﹚、張家界大峽谷﹙滑道+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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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鞭岩精華段：過“閨門峰”沿溪而下約 500 米，有一座高約 400 米，孤標直立，雄奇挺拔的奇峰，

名金鞭岩。金鞭岩是武陵源著名景點，峰體上細下粗，四棱分明。棱面佈滿節理橫紋，形成鞭節，渾

如一根豎插大地的長鞭。每當夕陽晚照，鞭身塗金，熠熠閃光，瑰麗奪目，構成一幅奇特壯美的“夕

陽金鞭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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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西北四道山門。人稱水繞四門。置身其中，但見“水在山間流，人似水中游”！ 

十里畫廊：是一條長十華裏的峽谷地帶，一溪中流，自然景觀及其豐富，將乘坐小火車遊覽。峽谷

兩側奇峰異石，三步一景、五步一絕，有如一幅巨大的山水畫廊。黃龍洞：黃龍洞又稱黃龍泉，位

於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東部，索溪峪鎮東 7 公裏（索溪峪河口村）的一座山腰上。已開發的洞內景觀面

積約 20 公頃，分旱洞和水洞。共四層，長 13 公裏，最高處百余米。屬石灰巖地下河侵蝕型洞穴。兩

層水洞與兩層旱洞上下縱橫，形成洞下洞，樓上樓螺旋結構，最大洞廳的面積 12000 平方米，可容納

上萬人。洞內有一個水庫、兩條陰河、三條地下瀑布、四個水潭、十三個大廳、九十六條遊廊。洞內

流痕、邊石、倒石芽、倒鍋狀窩穴階段發育良好，鈣質石積物呈五顏六色，絢麗多資。穹頂石壁滴水

沈澱的石乳、石柱、石筍、石幔、石琴、石花，如水晶玉石，琳瑯滿目，異彩紛呈，美不勝收，有“地

下迷宮”之美稱。張家界大峽谷：是一個新近開發建設的旅遊景區。秀美的山水風光誘惑你的眼眸，

濃鬱的民俗風情陶醉你的心田。景區內流傳千百年的爛船峽、千人墳、吳王坡、土匪洞、木炭窯、三

株稻等等，在滄桑的歲月中愈發清晰可見，言語能聞，觸手可及，散發出迷人的人文歷史地理魅力，

插在石壁上的木棧道，跨在小溪上的玻璃過道，掛在石壁上的涓涓流水，滑在半山腰的滑道，還有許

許多多九寨溝的水及小三峽之美譽的風景，這就是最新最美的張家界大峽谷風景區。 



 

早: 酒店內用 午: 土家風味 RMB60 晚: 酒店內合菜 RMB60 準 錦繡東都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張家界（土家風情園）天門山＜上＞纜車+＜下>環保車、玻璃棧道﹙含

鞋套﹚、天門洞（單程電扶梯）、煙雨張家界 
土家風情園：座落在張家界市內，園內建築多為木石結構，雕樑畫棟，金碧徽煌、飛簷翹角、玲瓏

雅致。代表作有土司城堡、擺手堂、土家山寨、垕王宮等。特別是沖天樓，依山造閣，氣勢恢宏，樓

高 48 米，九重十二層，曲徑回復，獨具匠心。民風民俗展示主要有土家婚俗、頭飾服飾、蠟染、織

錦、銀匠、石匠、以及奇石根雕，珍貴文物展等，還有整台原汁原味的土家文藝節目，如表現土家原

始勞作與生活情形的茅古斯舞、銅玲舞、擺手舞、打溜子等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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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棧道：湖

南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棧道，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玻璃棧道的刺激震撼，可與舉世聞名的美

國大峽谷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因而有了東方“天空之路”的美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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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雨張家界：是中國首台 3D 視覺大型民俗文化大戲，也是中國首個模擬實景劇場演出，利用現代

聲、光、電等科技設施，配合美妙而震撼的配樂以及逼真的超大視頻特效，真人與視頻的完美結合，

讓人產生亦真亦幻、如煙似雨的感覺，向世人演繹魅力、神秘的張家界民族風情。 

溫馨提示：天門山景區走路比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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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月 25 日起更為環線遊覽，開通穿山扶梯(天門洞廣場至天門洞至山頂);天門山索道中

站，將不再上下客人。A線索道上山後乘穿山扶梯至天門洞廣場乘環保車下山;B 線環保車至天門洞廣

場乘穿山扶梯上山後乘索道下山。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RMB60 晚: 中式合菜 RMB60 準 藍灣博格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張家界（軍聲畫院）2H 常德詩牆、柳葉湖2H 長沙（湘繡研究所、

黃興路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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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詩牆、柳葉湖：柳葉湖旅遊度假區坐落在湖南省常德

市城區東北的城鄉結合部位，北枕太陽山，南臨沅水、有城鄉之情鬱，有山水之美景。湘繡研究所：

湖南省湘繡研究所是中國湘繡生產、研發、銷售的龍頭單位和權威機構，2011 年被商務部認定為中

華老字號,產品以湖湘文化為底蘊，博採眾長，形成了大氣、雄渾的獨特風格，做到了華美而不失莊

重代表作品《雄獅》《飲虎》《望月》等榮獲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金盃獎，並被國家工藝美術館收藏。

黃興路步行街：是一條百年老街，是最能代表“老長沙”的商業街，也是長沙之“魂”。黃興南路

商業步行街是長沙市舊城改造的重大舉措，它是由著名策劃師、景觀設計師精心策劃設計，集購物、

休閒、娛樂、旅遊、餐飲為一體的，傳統工現代相結合的商業街。 
 

 

 

 

 

 



早: 酒店內用 午: 中式合菜 RMB60 晚: 中式合菜 RMB60 準 柏郡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長沙（簡牘博物館、湘江風光帶、遠眺橘子洲頭、江神廟）高雄 
簡牘博物館：目前中國惟一一座集簡牘保護、整理、研究和展示於一體的專題博物館。簡和牘都是

中國古代用來記事的，是在發明紙張前最重要的書寫和閱讀工具之一。 

提示：簡牘博物館遇每週二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湘江風光帶：湘江是湖南省最大河流，湘江的美麗風光讓年輕的毛澤東經常喜歡在江裡暢遊，而鄰

近湘江的杜甫江閣西臨湘水，東接鬧市，成為長沙名勝之一。橘子洲公園：橘子洲則位於長沙市區

對面的湘江江心，是湘江下游眾多沖積沙洲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陸洲，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

的歷史。橘子洲，形狀是一個長島，是長沙重要名勝之一，也是國家 AAAAA（5A）級旅遊景區和國

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江神廟：據長沙著名歷史學家陳先樞介紹,江神廟原名叫水陸寺,位於橘子洲

尾,為我國古代六朝濟應禪師所建,毀於清末,是整個橘子洲最早的古建築。 
   早: 酒店內用 午: 火宮殿風味 RMB60   晚:中式合菜 RMB60            溫暖的家 

簽證說明 

【新辦台胞證】】(2016/08/01 公佈實施相關規定) 

A.首次申辦台胞證者:  1. 護照正本  2. 護照影本一份  3.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4.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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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可  

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5. 辦件費用 元 6. 工作天約 8 天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1. 護照影本一份  2.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3.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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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可

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4. 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5.辦件費用元 6. 工作天約 8 天  

  出發日期：10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 

團    費：$36,500 元    單人房差：$5,000 元 
※團費包含：第一天出發的中餐,台灣機場來回接送、導遊司機小費、行李

小費、保險 500 萬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全程食、宿、交

通、旅遊景點門票、機場稅金燃油附加稅。 

※團費不含：個人證件辦理費用、行程中如有自費項目費用、國際電話、飯

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證件費用：團體新辦護照：1,400 元. 台胞證 1800 元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TEL ：05-5331100     FAX：05-5346600 

網址：www.flyhorse.com.tw 

爲您服務是我們的榮幸!!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