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家界、天門山、鳳凰古城、芙蓉鎮典藏版八天 

 

  

 

 

 

 

 

 

 

 

 

 

【精選贈送】—天門山（含纜車+扶梯+环保车）+世界最長的觀光纜車 7455 米，穿越時空，

感受人與自然最奇妙的結合！世界奇觀----玻璃棧道+矽谷棧道，帶給你無限風光在險峰！ 

【特別安排】——雲天渡玻璃橋位於湖南省的張家界大峽谷景區內，號稱世界最長、

最高的全透明玻璃橋，玻璃橋總長 430 米、寬 6 米，橋面距穀底約 300 米 

【行程特色】夜賞巨型戶外天門山狐仙秀 

 

 



 

【特別安排】 

*鳳凰古城—中國最美麗的古城，為了你，這座古城已經等了千年！ 

*芙蓉鎮—芙蓉鎮不僅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千年古鎮，也是融自然景色與古樸的民族風

情為一體的旅遊勝地！ 

【最新推薦】 

*袁家界—阿凡達哈利路亞山懸浮山的真實原型.....乾坤柱，讓你走入人間仙境的核心！ 

*黃龍洞—世界最古老溶洞之一，中國溶洞的傳奇，走進大自然神秘雕刻的奇景！ 

*天子山—擴大的盆景，縮小的仙境，讓你體驗真正的一覽眾山小的豪情！ 



 

天子山 

【行程特色】夜賞巨型戶外天門山狐仙秀 

天門狐仙秀—一部超震撼的山水实景演出、魔幻音乐剧。故事改编自神话传说《刘

海砍樵》，讲述了一段感天动地的人狐之恋！ 

◆準★★★★★聖多明歌大酒店 

張家界聖多明歌國際大酒店是馮氏旅遊發展有限公司在國內按五星級標準投資的首家大

型酒店，公司已在世界旅遊勝地－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共和國投資了多家星級酒店，並取

得了世界各國的一致好評。張家界聖多明歌國際大酒店以世界頂級的設計理念及豪華的星

級硬體設施，使每一位入住的客人都能體驗尊貴的生活價值。酒店擁有總統套房、行政套

房、行政雙標/單、豪華單間等各類客房 285 間（套），房間設施齊全，配有 LED 電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B3%E4%B9%90%E5%89%A7


WIFI 高速寬頻網路。配有豪華餐飲包廂、中西自助餐、棋牌室、 KTV、遊泳池、音樂茶

吧、會議廳、美容美發和足浴中心等，配套設施完善，是您商務、宴會、休閑、娛樂的理

想場所。 

 
 

◆ 巴士全面升級航空商務 V.I.P.三排座椅～品質提升，更為舒適 

◆  

【貼心禮物】礦泉水一瓶/每日； 

【購    物】保證全程不進購物站，絕不上攝影；（非市場一般走 5-7 站） 

【我們的行程保證讓您的旅遊更深度更優質，有更多時間輕鬆暢遊自然山水美景】 

【車購土產】銀飾，酒鬼，黑茶，紅棗等小吃，自願購買，絕不強迫！ 

【自費項目】 

煙雨張家界秀(80 分鐘)+土家風情園+原始苗寨+袁家寨子 以上三項項目合計 2000 台幣/人(導遊推薦，

採自願參加，保證絕對不強迫)   

參考航班 :  南方航空航空週五桃園出發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以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15:50 18:15 台北  長沙  CZ 3018 

12:25 14:50 長沙  台北  CZ 3017 

或廈航週日桃園出發 ==MF890 桃園 /長沙 19:20—21:50, MF889 長沙 /桃園 15:50—18:20 

或華信週六桃園出發 ==AE977 桃園 /長沙 9:05—11:50 , AE978 長沙 /桃園 13:00—15:40 

及華信週五高雄出發== AE953 高雄/長沙 16:20—18:35，AE954 長沙/高雄 19:40—22:0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長沙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中國四大米市之一長沙。 長沙為湖南省省會,位於湖南省東部,湘江下

游,市區面積 350 多平方公里,人口 165 萬。 長沙又名星沙,是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旅遊資源以歷史名勝

為特色,也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心和旅遊集散地。   

用膳: 午餐：机上简餐     晚餐：东北料理-RMB50/位 



住宿：维也纳国际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長沙【簡牘博物館（每週二閉館），天心閣】-常德【柳葉湖，千年詩墻】-鳳凰【沱江乘坐農家

船，陈斗南宅院，酒吧街】、晚間欣賞鳳凰夜景 

【簡牘博物館】目前中國唯一一座集簡牘保護、整理、研究和展示於一體的專題博物館,長沙簡牘博物館

的設施和功能在全國堪稱一流。 除了三國吳簡,這家博物館還收藏了長沙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唐代瓷器

等許多珍貴文物。 

【天心閣】距今已有二千二百年曆史。閣樓雄踞其上，其名始見於明末俞儀《天心閣眺望》一詩中，至

嶽陽樓、黃鶴樓、滕王閣相媲美，被譽為古城長沙的標誌之一。 

【柳葉湖】(不含遊船)遊覽。柳葉湖湖水廣闊，水天一色，水域面積約爲杭州西湖的 3 倍，湖、塘、池、

港、蕩等景觀形式豐富。柳葉湖文化底蘊深厚。柳葉湖歷史源遠流長，是我國最早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地

域之一，大量古文化遺址及其出土文物都是古代燦爛文化的見證，人文景觀開發前景廣闊。因湖的形狀

像柳葉而得名，白鶴山、花山、太陽山環繞湖北部。其中白鶴山很早以前就是白鶴棲息的寶地，每年 5

月-10 月，成千上萬只白鶴與白鷺在藍天碧水間翩翩起舞，為柳葉湖增加了奇麗的色彩。 

【常德詩牆】常德古名武陵，建城兩千餘年，素稱文物之鄉。近年來，國家投資一億零八百萬元，以 4

公里長的防洪牆為載體，修建一座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詩牆，命名為“中國常

德詩牆”。詩牆薈萃了中國當代名家詩詞、書法、美術精品鐫刻於一牆，被稱為世界最長的詩、書、畫、

刻藝術牆，獲“吉尼斯之最”。中國常德詩牆以沅江防洪大堤為載體，全長 4 公里，分《百代滄桑》、

《名賢題詠》、《武陵佳致》、《蘭芷風華》、《華夏新聲》、《五洲擷英》、《時代風采》、《千古

絕唱》八大篇章，選刻自先秦以來有關常德的詩作和中外名詩 1530 首。詩詞用書法形式表現，由全國包

括港澳台在內的 1213 名書法家書寫，真、行、隸、篆、草集於一牆。 

【鳳凰古城】鳳凰古城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蘭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稱讚為中國最美麗的小城 。

鳳凰古城始建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歷經 300 年風雨滄桑，古貌猶存。鳳凰古城被喻為中國最

美麗的小城，這裏不僅風景優美，且人傑地靈，名賢輩出。為了維護民族尊嚴怒斬外國不法傳教士，一

品欽差大臣貴州提督田興恕；定海浴血抗英，萬古流芳的民族英雄鄭國鴻；民國第一任民選內閣總理“湖

南神童”熊希齡；文學巨匠沈從文；國畫大師黃永玉這裏既不是純粹的邊疆民族色彩，也不是千篇一律

的中華古跡風情，而是兼具苗族小鎮的細緻溫柔與古老歷史累積的厚蘊文化，是文人墨客最愛駐足的地

方，也是最適合悠哉踱步、沉澱心靈的小鎮，沿途欣賞土風苗韻，感受獨特的三苗文化及古樸典雅的苗

家風情。 

用膳：早：酒店內    中：常德風味（RMB50）    晚：酒店合菜(RMB50)     

住宿：鳳凰國賓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鳳凰古城，南華山景區，吊腳樓群，漫步石板街，虹橋樓，近觀萬名塔（1.5-2 小时）--芙蓉鎮【溪

州銅柱，王村瀑布，土司夏宮，五里石板街】-張家界（1.5-2 小時） 

【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中国首个凤凰文化全体验景区。整体以中华 7800 年凤凰

文化为主题，匠心独创 亭、台、殿、阁、廊、柱、桥、楼等蕴藉凤凰文化元素之古建筑及主题场景，精

炼凤凰神鸟的十八神性， 密集、形象、丰富地展现中华民族凤凰神凤文化景区，中国首个凤凰文化全体

验景区。景区涵盖凤竹林海 、有凤来仪、凤缘亭、引凤桥、百鸟朝凤、九九神阶、神凤殿、凤凰座、十

八神性图腾柱、凤凰纪、醴泉台、五德门、凤凰物语、放生台、乘风栈道、鸟语林等十多处主题景点。

景区核心圣地神凤殿，据《山海经》典载之预言，尊奉中华古凤神祇，供世人观瞻敬拜。并再现“见则

天 下安宁”凤图腾主题朝拜仪式，以弘其和美祥瑞，见者安宁。凤凰台上凤凰游，此台为俯览凤凰古城

胜景 至妙之处。玉氏山房、沱江跳岩、虹桥、万名塔等特色景点尽敛眼底。萧史弄玉，神仙眷侣，吹箫

引凤，世所乐道，故此索桥名曰引凤桥。凤凰神鸟非梧桐不栖，桥侧挺立数十株梧桐，寓意栽得梧桐引

凤来。桥全长 80 余米，索桥之下，修竹篁篁，幽深可观。索桥之上，可汲取天地灵气，畅饮山林清息。

古树林列，人游画中，云缭雾绕，宛若遁入仙境。 



【芙蓉古鎮】它因名傳遐邇的電影巨作【芙蓉鎮】全部外景均薈萃於此，故又名芙蓉鎮，芙蓉鎮不僅是
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千年古鎮，也是融自然景色與古樸的民族風情為一體的旅遊勝地，又是猛洞河風景
區的門戶、一個尋幽訪古的最佳景點。四周是青山綠水，鎮區內是曲折幽深的大街小巷，臨水依依的土

家吊腳木樓以及青石板鋪就的五里長街，處處透析著淳厚古樸的土家族民風民俗，讓遊人至此讚不絕口，
留連忘返。胡績偉先生遊覽猛洞河和芙蓉鎮以後作詞贊道：「武陵山秀水幽幽，三峽落溪州。懸崖壁峭
綠油油，悠悠蕩華舟。烹鮮魚，戲靈猴，龍洞神仙遊，芙蓉古鎮吊腳樓，土家情意稠。」 
【溪州銅柱】位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建於五代後晉天福五年（94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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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镇三面环水，瀑布穿镇而过，别有洞天。这是湘西最大最壯觀的一道瀑布，高 60 米，

寬 40 米分兩級從懸崖上傾洩而下，聲勢浩大，方圆十里都可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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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宮側面是懸崖峭壁，宮前溪水長流，飛瀑直瀉，震耳欲聾，氣勢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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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膳：早：酒店內       午：龍源山寨(RMB50) 包廂      晚：烏龍山寨（RMB50） 

住宿：張家界维也纳国际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高山索道) 、天門洞(環保車)、盤山公路奇觀、玻璃栈道、鬼谷栈

道】，軍聲畫院，天門狐仙秀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含門票、纜車上下、環保車)，它主峰海拔 1518 公尺，平均海拔 1400 公尺以上，

1992 年 7 月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2005 年 9 月 6 日起正式對外開放。剛剛撩開神祕面紗的天門山是張

家界市第二個國家森林公園，與廣為人知的武陵源風景區相比，天門山壯麗雄渾、變幻無窮的景致別有

一番風韻。天門山古稱雲夢山，又名玉屏山，西元 263 年，因山壁崩塌而使山體上部洞開一門，南北相

通；三國時吳王孫休視為吉祥徵兆，賜名「天門山」。天門山經歷了地質史上多次造山運動，再加上億

萬年風雨剝蝕，形成了淩空獨尊，舉世罕見的喀斯特臺型地貌，山勢陡絕，景象變幻萬千，山頂保存著

完整的原始次森林，植物資源豐富，有著罕見的原始高山珙桐群落，處處藤蔓繚繞、古木參天，石筍、

石芽密佈。我們將搭乘全球最長─7455 米的天門山纜車上下山，體驗淩空飛仙般的神奇感覺。  

【玻璃栈道】天門山玻璃棧道懸於山頂西線，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若遇天候不佳或其他不

可抗力因素無法行走恕不退費)。是張家界天門山景區繼懸於峭壁之上的鬼穀棧道、憑空伸出的玻璃

眺望台、從玻璃台可以看見下面。玻璃台伸出棧道有 4-5 米,專供遊人拍照、橫跨峽谷的木質吊橋

後打造的又一試膽力作。這條看著就讓人腿軟的玻璃棧道給人帶來的刺激震撼感可與舉世聞名的

美國大峽谷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晴天時，藍天和白雲的倒影鋪滿了整條棧道，讓人在對腳

下的透明戰戰兢兢之餘，更樂享於踏雲而行的快感 ;雲霧天氣，玻璃棧道則在霧中若隱若現，天上

人間的美景更是讓人驚歎不已。為了讓遊客零瑕疵的透過玻璃橋看到美麗的風景，上橋的遊客均

要求戴上鞋套，以保持玻璃橋的透明和乾淨。如果你夠膽，一定要挑戰天門山頂的東方“天空之

路”。棧道除了每隔一米左右用鋼筋混凝土搭一截支架外，全部是透明度極高的鋼化玻璃，據稱：

每塊玻璃可承受 1000 千克，故安全是無任何問題的。欄杆也是採用雙層鋼化玻璃和不銹鋼骨架做

成！ 

【鬼谷棧道】天門山鬼谷棧道位於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因懸於鬼谷洞上側的峭壁沿線而

得名。棧道全長 1600 米，平均海拔為 1400 米，起點是倚虹關，終點到小天門。與其他棧道不同

的是，鬼谷棧道全線既不在懸崖之巔，也不在懸崖之側，而是全線都立於萬丈懸崖的中間，給人

以與懸崖共起伏同屈   

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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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界市博物館】也是市本級第一個建成並對外開放的重大公共文化設施。博物館集歷史、民

俗、地質、城建規劃展覽於一體，基本陳列由地質館、歷史館以及城建規劃館組成。一樓是地質

館，由地球廳、張家界地貌廳、園區珍稀動物展示區等組成，展示張家界地貌特徵、以芙蓉龍為

代表的古生物化石、有亞洲基因庫之稱的多樣性生物標本。二樓是歷史館，由張家界故事、守望

精神家園、百年記憶三大展廳組成，展示全市歷年來考古發掘、徵集和接受捐贈的具有重要歷史、

藝術、科學價值的歷史文物、民族文物、革命文物等。三樓為城建規劃館，以「世界的張家界」

為主題，展示張家界從古代到現代的城市發展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註：因中國的博物館為國家所有，如遇週一固定休假日，將替代為橘子洲風景區，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天门狐仙秀】天门狐仙全名《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是一部超震撼的山水实景演出、魔幻

音乐剧。故事改编自神话传说《刘海砍樵》，讲述了一段感天动地的人狐之恋。  

天门狐仙剧中真实展现了东方玄幻风格的场景：近 1 万平米剧场的漫天飞雪、狐狸精在舞台上直

接变幻成人型、超大可移动人造月亮、瞬间被流水包裹的 5000 平米玻璃钢炫彩舞台、60 米长高

空飞桥、主人公飞升至上百米高空变换成星星消失…剧中使用了大量机械、魔术及特效，营造出

一幕幕令人惊异的奇幻场景，让观众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由于剧情感人，坐在观众席甚至能看

到旁边观众在抽泣…达到视觉听觉心灵的三重享受  

用膳：早：酒店內     午：黑竹溝（RMB50）   晚：土家風味（RMB50） 

住宿：張家界維也納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張家界【天子山纜車上、西海、賀龍公園、楊家界峰墻景區、袁家界、天下一柱(哈利路亞山)、

天下第一橋、百龍電梯下】 

享用飯店自助早餐之後，進入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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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海】千座山峰兀立雲霧中，峰巒層列，形態奇特，令人有氣勢磅礡之感觀。是攝影家、畫家

的最愛，雲海簇擁武陵群峰，頗有君臨天下之感、說天子山是鋒林之王一點也不為過！ 

【賀龍公園】是 1986 年為紀念賀龍元帥誕辰 90 週年而興建的，融合自然及人文景觀，建有近百

年來設計及鑄造最大的一尊銅像—賀龍銅像。 

【袁家界】是「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內的主要景區之一，位於「武陵源風景名勝區」中心部分，

包括「天下第一橋」和「南天一柱」（又名「乾坤柱」）兩大著名景點。楊家界則是較新開發的

景區，位於袁家界和天子山之間。 

【南天一柱】是張家界“三千奇峰”中的一座，位於世界自然遺產武陵源風景名勝區袁家界景區

南端，海拔高度 1074 米，垂直高度約 150 米。 

【阿凡達哈利路亞山】英文原名南天一柱或乾坤柱，位於湖南張家界，是袁家界景區中的景點 ，

海拔 1074 公尺，垂直高度約 150 公尺。2010 年 1 月 25 日，張家界管委會改名哈利路亞山。 

【天下第一橋】屬武陵源精華景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五公尺的天然石板，橫空架

在兩座山峰之上，把東西兩峰連接。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為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 

【百龍電梯下】特別安排搭乘唯一擁有三項世界紀錄的，是世界上最快的客運電梯、是世界上載

重量最大、世界上最高的觀光電梯、也是世界最高暴露在戶外的電梯。  

用膳：早：酒店內   中：阿凡達餐廳（RMB50）    晚：酒店合菜（RMB68） 

住宿：準★★★★★聖多明哥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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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金鞭溪、水繞四門、十里畫廊(送小火車來回)、溪布街、軍聲畫院、張家界大峽谷 C 線(雲天

渡玻璃橋來回)】 

 

【金鞭溪】天然形成的一條美麗的溪流，因金鞭岩而得名。溪水彎彎曲曲自西向東流去，久旱，
也不會斷流。走近金鞭溪，滿目青翠，連衣服都映成了淡淡的綠色。流水潺潺，伴著聲聲鳥語，
走著走著，忽然感到一陣清涼，才覺察有微風習習吹過，陣陣襲來的芬芳使你不由得駐足細細品
味。清澈見底、纖塵不染的碧水中，魚兒歡快地遊動，紅、綠、白各色卵石在水中閃亮。陽光透
過林隙在水面灑落斑駁的影子，給人一種大自然安謐靜美的享受，一路上還可見到金鞭岩、神鷹
護鞭、劈山救母、白沙泉、三楠報石、紫草津、千里相會等。  

【水繞四門】穿過森林深處的金鞭溪，來到止馬塔以後，轉彎繞道的從四個自生的岩門迴繞出去，
最後流入索溪峪，因此這裏稱為水繞四門。金鞭溪流到這裏，便進入了平地。這裏地勢平坦開闊，
前方一線群峰競起，撲面而來，一峰勝過一峰，震撼遊人的心靈！！傳說這裏就是向王天子的出
生地！. 

【十裏畫廊(不含小火車)】位於索溪峪景區，是該景區內的旅遊精華，在這條長達十餘裏的山谷兩
側，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觀，人行其間如在畫中。溝旁黛峰屏列，山上的岩石形成了 200 來尊似人
似物、似鳥似獸的石景造型，其中孔雀開屏、采藥老人、壽星迎賓、猛虎嘯天等最為著名。峽穀
兩旁的巒峰錯落有致，並且隨著天氣和光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的景緻而得名，看起來真似國畫
長廊。 

【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來回）】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位於湖南省的張家界大峽谷景區內，號稱
世界最長、最高的全透明玻璃橋，玻璃橋總長 430 米、寬 6 米，橋面距穀底約 300 米，可站 800

人。橋面全部採用透明玻璃鋪設，橋中心有全球最高的蹦極台，整個工程無鋼筋支架，是一種全
玻璃結構的橋樑。玻璃橋建成後，將成為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峽穀玻璃橋；並創下世界最高最長
玻璃橋、首次使用新型複合材料建造橋樑等多項世界之最。設計的玻璃尺寸約 305cm×4420cm，

共需要 99 塊，厚度 4.856 釐米。按照設計的橋面最大遊客容量 800 人算，其重量完全可以忽略不
計。整個玻璃橋項目總投資額為 2.6 億元。根據設計理念，大峽谷玻璃橋工程材料將首選航空航
太材料，提高橋樑結構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這在世界橋樑建設史上極為少見。   
【軍聲砂畫】館裏展示著各種砂石畫，砂石畫集國畫構圖，西畫手法、溶版畫，雕刻及藝術盆景
之精髓為一體；古樸典雅，色彩自然，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和浮雕藝術效果，其圖面無不流溢著濃
郁的自在神韻和湘西民族風情。  

【溪布老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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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膳：早：酒店內  早：酒店內  中：盛世武陵（RMB50）   晚：地主土宴（RMB50） 

住宿：準★★★★★聖多明哥大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張家界【黃龍洞-含 VIP 遊船+VIP 專員講解】-長沙【嶽麓山（不含環保車），愛晚亭，黃興路

步行街】 

【黃龍洞】它是中國最大、最古老的溶洞之一。黃龍洞總長約 30 公里，平均高度 50 公尺，寬 80

公尺，有 58 個廳台，28 條石走廊，15 處珍珠瀑布，3 條地下暗流，湖泊 2 個，水花池 45 處，洞

中石筍、石鐘乳、石幔、石花遍佈，琳琅滿目。  

【岳麓山】位於古城長沙湘江兩岸，由丘陵、低山、江、河、湖泊、自然動植物以及文化古跡、近
代名人墓葬、革命紀念遺址等組成，為城市山嶽型風景名勝區，因南北朝劉宋時《南嶽記》載有：
「南嶽周圍八百里，回雁為首，嶽麓為足」而得名。  

【愛晚亭】原名紅葉亭，位於岳麓山下清風峽中，亭坐西向東，3 面環山。該亭始建於清代乾隆年
間，取杜牧詩句「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意命名。  

【黃興路步行街】是一條百年老街 ,是最能代表「老長沙」生活氣息的商業街 ,也是長沙「草根之魂」。 

這裏是長沙人、外地人眼中的必拼之地。 各大專賣店在街的兩邊林立,一家接一家,還有內外兩街 ,

「血拼」風雨無阻。  這裏是長沙人氣最旺最繁華地段黃興路商業步行街 ,盡情品味繁雜與寧靜中

的安逸。 隨後可以在黃興路附近的步行街、平和堂、春天百貨、新世紀百貨公司購物 ,盡情享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8%E8%A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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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繁華商業圈無與倫比的便利優勢。  

 

用膳：早：酒店內     午餐: 四海食府-RMB50      晚：火宮殿小吃宴-RMB50/位 

住宿：長沙維也納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八天 長沙/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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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膳：早：酒店內       中：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備註： 
1、一切行程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有可能會出現前後順序調換，保證不會影響行程內容，敬請諒解！ 

2、符號說明—△：停點參觀無門票；★：入內參觀含門票或交通工具車船票；未標示之景點為行車或 

步行經過。 

3、本售價僅適用於持中華民國護照者，持他國護照者價錢請來電洽詢。 

4、 吃素食(齋菜)旅客小提示: 

大陸地區吃素食(齋菜)的風氣 畢竟沒有台灣風行，故素食方面無法像台灣做的如此的精緻， 

且用當季時疏，菜色變化不大，如果您是到大城市去旅行，除北京、江南地區，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其他省份地區如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等，請各位參團貴賓要多多包涵(約 2-3菜+一湯)，在此

強烈建議，自行帶些喜愛的素食罐頭，以免因飲食不佳影響旅遊心情。 

 

 

 

 

 

 

 

 

 

 

 

 

 

 

 

 

 

 

 

 

 

 

 

 

 



 
 

【以上報價包括】：  
＊台灣 /長沙來回經濟艙機票。  
＊表列餐食、景點、住宿飯店 (兩人一室 )、車資。  
＊保險：五百萬履約保障險、壹百萬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以上報價不包括】：  
＊新辦護照及新辦卡式臺胞證費用。  
＊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 NT200X8 天=NT 1600 元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及不便險請自行投保。  
(注意事項：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費用，以相關單位
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 )  
 
【售價注意事項】：  
 
小孩佔床同大人價 ,  小孩不佔床扣大人團費 NT1,000 元，單人房差 NT5,000 元，嬰兒 NT3,000 元  (已
含稅險燃料費、不含簽證費 )。  
大陸酒店床型不一定可加床或有三人房需求，有特殊需求請先洽客服確認。  
**此團型【沒有】加床及三人房、四人房，請留意。  
大陸的團體桌菜餐有基本人數限制，恕不接受指定人數桌數，一律由公司安排。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 推薦自費  :  煙雨張家界秀(80 分鐘)+土家風情園+原始苗寨+袁家寨子 以上三項項目合計 2000 台
幣/人(自由參加，絕對不強迫) 。可依需求自由參加，不強迫。  
2.  購物站： (無 )   
3.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福建地區名產，可依您個人需求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4.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若出發後於行程中
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行程恕不退費。於行程中自行脫隊者將補收 NT10,000 元之責任險費。  
5.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點 ;  遇季節
性變化或有餐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6.  敬請注意：為響應環保，酒店即日起撤除酒店內所有一次性日用品。（包括牙膏、牙刷、洗髮水、
沐浴液、拖鞋 )。  
7.  中國大陸地區素食烹飪手藝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
食客人如前往中國大陸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8.  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
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9. .  特別說明：為考慮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旅遊權益，本行程年滿 70 歲以上及
行動不便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報名，以上限制下若要出發 ,則請簽具「行程安全須知同意
書」，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10. 本商品售價已經均攤 65 歲以上長者及 12 歲以下兒童之優惠票價 (含機票 )，如遇現場景點門票
有價差產生，將不另行退還。  
12. 本行程需達 16 人以上方能成團。如 10 人以上未達 16 人，將不派領隊隨團，由當地導遊於當
地隨團服務。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http://www.cwb.gov.tw/V7/forecast/world/world_a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