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航直飛】張家界 6 日  
張家界森林公園+天門山+雲天渡玻璃橋+鳳凰古城+紅石林+芙蓉鎮 

全程保證無購物站、無自費 

 
 



 



 

 
 

★行程特色★ 
 

【張家界】湖南省，位於長江中游，因位處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貫穿全境簡稱

「湘」，為中國國家一級行政區。境內旅遊資源相當豐富，尤以 1993年 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

作為世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文化名錄的「張家界」最為出名。這裏氣候溫和，雨量豐沛，不僅造就

了森林公園 

的產生，也適合遊客的觀光旅遊，行程中遊覽張家界各大景區著名景點，可盡情體會行程中各大景點

之美。 

【鳳凰古城】目睹真正的湘西風情~~中國三大古城之一的鳳凰古城。鳳凰古城緊鄰沱江而建，吊腳木

樓布滿山坡。依著城牆緩緩流淌的沱江河是古城鳳凰的母親河，河水清澈，水流悠遊緩和。在典雅雄

偉的北門碼頭坐上烏蓬船，聽著艄公的號子，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歷史的土家吊腳樓，別有一番韻味。

這裏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鄉，他曾在《邊城》中描繪過它素樸而迷人的風情。 

 
 



 

【芙蓉镇】芙蓉镇，本名王村，是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因宏伟瀑布穿梭其中，又称“挂在瀑布

上的千年古镇”。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永顺县，与龙山里耶镇、泸溪浦市镇、花垣茶峒

镇并称“湘西四大名镇”，又有酉阳雄镇、“小南京”美誉。电影《芙蓉镇》在此拍摄，遂更名为“

芙蓉镇”。国家 AAAA级景区。 

 

【天門山】乘世界上最長的索道、神奇天界佛國 最美空中花園 張家界之魂 又有神山的美譽。  

【盤龍玻璃棧道】以絕壁淩空的恢弘氣勢和令人頭暈目眩的視覺感受備受遊客青睞。 

【大峽谷玻璃橋】約 300公尺中國湖南的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近期已完成橋面玻璃安裝工程。玻璃

橋總長 430公尺、寬 3公尺，橋面距離谷底相對高度，創下世界最長、最高的紀錄，並且是世界首座

以玻璃作為主受力結構的大型橋樑，最大遊客容量為 800人。 

【袁家界風景區】獨家安排以景色奇特、動人心魄而著名。 

【金鞭溪】溪水四季清澈，林間鳥獸嬉戲，兩岸石峰挺立，有如一幅長軸山水畫。 

【十裏畫廊】峽谷兩旁的巒峰錯落有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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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酒店★ 
 

准五星【張家界戴斯酒店】  

 

准五星【最佳西方-清心園酒店】 

【最佳西方-清心園酒店】張家界最佳西方清心园酒店坐落美麗的張家界武陵源區（核心景區），距市

中心约三十多公里，距離核心景區森林公園约 3分鐘車程；距離玻璃橋约 15分鐘車程；距離黄龍洞约

5分鐘車程；距離寶峰湖约 5 分鐘車程；距離天門山约 30分鐘車程；成功實現了酒店業的黄金法則—

—地理優势。酒店按照國際品牌酒店標準設計、建造、装潢、配備，是一家综合性能極強的涉外國際

品牌商務酒店。酒店採用徽派併融合當地土家式建築風格，以青磚瓦、馬頭牆、吊腳樓為造型的具有

民族特色的樓體组成，一棟主樓，兩棟客房樓，建築面積達 25000平方米，建有各式精緻舒適的豪華

張家界戴斯酒店位於張家界，提供內部餐廳、內部健身中心、內部免費私人停車場和覆蓋各處的免費

WiFi。酒店距離張家界火車站有 10分鐘的車程，距離張家界長途汽車站有 15分鐘的車程，距離大庸

涪城有 5分鐘的車程。客房配有空調和暖氣。每間客房均設有帶免費洗浴用品、拖鞋、毛巾、吹風機

和衛生間的舒適浴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0%91%E5%B8%83/306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0%91%E5%B8%83/306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A%E7%BA%A7%E6%99%AF%E5%8C%BA


 

客房兩百餘間(套)，豪華寬敞的多功能宴會廳，超凡脱俗的中餐貴賓房，清淨優雅的西餐廳，獨具風

格的咖啡廳。形成具有獨具特色、充滿了生命力的品牌酒店。 

【特別安排】 全程三排座 VIP航空巴士+贈送 WIFI 

 

【精選好禮相贈】每天每人 1瓶礦泉水。 
 

【購物站】無購物。         

【自費項目】無自費。 

【車購特產】銀飾，酒鬼酒，黑茶，天麻，小吃等，自願購買，絕不強迫！ 

【參考航班】(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6 桃園 TPE 15:35  張家界 DYG 18:15 

中國南方航空 CZ3025 張家界 DYG 12:05 桃園 TPE 14:35 

 

 

 
 

★每日行程★ 
 

第一天  桃園 ✈ 張家界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專機前往【張家界】。 

【張家界】又名青岩山，為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所

在地。它的核心景區是武陵源風景名勝區，整個景區包

括張家界森林公園.袁家界風景區.楊家界風景區.天子

山自然保護區.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方圓 369平方公

里，擁有三百多個景點，上千處潭.湖.溪.瀑，上萬種

珍稀動植物，它以雄.奇.幽.野.秀.峻.險的景觀，贏得

了“風景明珠”的美譽。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烏龍山寨 50 

住宿：准五星★★★★★ 張家界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單程手扶梯+單程環保車）、盤龍玻

璃棧道（含鞋套）、天門洞、鬼谷棧道】途徑矮寨大橋 鳳凰(夜遊鳳凰古城) 
 

早餐後，我們前往歷經大自然億萬年雕琢的「人間仙境」─張家

界【天門山森林公園】。 

我們將會體驗搭乘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單線循環式高山客運索道

【天門山高空纜車】，長 7454米，高差 1277米。天門山不僅以

其神奇獨特的地質外貌、豐富寶貴的自然資源令人矚目，更因其

深遠博大的文化內涵、異彩紛呈的人文勝跡聞名遐邇。三國時吳

王孫休以為吉祥，賜名“天門山。 

【盤龍玻璃棧道】中國湖南省張家界國家公園吸引了無數遊客前

來遊玩。龍門山龍捲懸崖上開放新一條「盤龍崖玻璃棧道」，它

全長 100公尺，寬 1.6公尺，位於 1403 公尺高的峭壁上。在棧道

上行走，一邊是山谷，另一邊就是萬丈深淵，這恐怖的高度讓人

忍不住眩暈，想克服懼高症的人一定要去看看。 

天門山的奇特景觀，被稱爲天下奇觀的便是【天門洞】(如遇天候不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行走，

則改遠觀，恕不退費)，曾在這兒舉行特技飛行大賽。在天門洞上面還有一處天漕，上面有塘無水。天

門洞頂，又有水無塘，只見一眼水出，長流不絕，遊人從洞中經過，仰視洞頂，便只見水從眼出，初

如柱，旋排散如花，形似梅花，故民間稱爲“梅花水”，並說：“誰人接得四十八滴梅花水，便可升

官發財中狀元”。於是遊人到此，都張口去接這象徵吉祥的“梅花水”。上天門山觀光遊覽，不可不

去天門山頂一觀。天門山頂古稱“雲夢絕頂”，是天門山的制高點。站在頂上，居高臨下，視野開

闊，環顧四周，晨觀日出紅山，夕觀日落熔金，大小景點，盡收眼底。 

【鬼谷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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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磨菇風味 50 晚餐：酒店合菜 50 

住宿：四星★★★★ 錦繡鳳凰酒店或鳳凰國賓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鳳凰古城【鳳凰古城-逛石版老街、沙灣吊橋樓群、南華山國家森林公園、沙灣

吊腳樓群、虹橋、千年石板街、沱江下游農家船】  墨戎苗寨，紅石林【紅石林國

家地質公園、揚子古海、天池】，芙蓉鎮瀑布及夜景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中國三大古城之一的【鳳凰古城】， 

提到湘西，首先想到的地方就是鳳凰。有百年歷史的【土家

吊腳樓】，別有一番韻味。順水而下，穿過虹橋一幅江南水

鄉的畫卷便展現於眼前：萬壽宮、萬名塔、奪翠樓……一種

遠離塵世的感覺悠然而生。沱江的南岸是古城牆，用紫紅沙

石砌成，典雅不失雄偉。城牆有東、北兩座城樓，久經滄

桑，依然壯觀。沱江河水清澈，城牆邊的河道很淺，水流悠

遊緩和，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搖的水草，可以撐一支長篙漫

溯。細腳伶仃的立在沱江裏，象一幅永不回來的風景。 

鳳凰古城排列在白雲下的古老的建築和城樓；它的吊腳樓與

鳥翅下的炊煙…… 湘西鳳凰古城是一座國家歷史文化名



 

城，它位於沱江之畔，群山環抱，曾被新西蘭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稱讚為中國最美麗的小城。2001 年

12月 17日，湘西鳳凰被國務院列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古城風景秀麗，歷史悠久，名勝古跡甚多。城

內石板街，古代城樓，明清古院；城外沱江蜿蜒，河水清冽，槳聲舟影，山歌互答，好一派寧靜安詳

的小城風光，下午告別鳳凰，驅車前往張家界，張家界位於武陵源以南，集「泰山之雄、華山之險、

黃山之奇、桂林之秀」，給遊人留下清、香、綠、鮮、幽的印象；而俗話說「九寨溝看水，張家界看

山」， 因旅遊而建、因旅遊而興的張家界市，更擁有令世人驚嘆的綺麗風光。 

【紅石林國家地質公園】是全球唯一在寒武紀形成的紅色碳酸鹽巖石林景區，2005年被批準為國家地

質公園。據地質專家考證，紅石林形成歷史約有 4.5 億年，與坐龍溪峽谷一樣同屬地史上所稱的揚子

古海，海底沈積了大量混合泥砂的碳酸鹽物質，經地殼運動和侵蝕、溶蝕作用，形成了這片美麗的地

質奇觀。景區內遍布造型各異之高大奇石，石林顏色會隨天氣、時間、季節變化而變化，晴紅雨黑，

陰轉褐紅，晨昏有別。 

【芙蓉镇】芙蓉镇地处武陵山区，永顺县南端 51公里处，东与高坪乡、松柏镇相接，南与长官镇相邻

，北与列夕乡、抚志乡交界，西与古丈县红石林镇、罗依溪镇隔河相望。芙蓉镇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

历史的千年古镇，也是融自然景色与古朴的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又是猛洞河风景区的门户、

一个寻幽访古的最佳景点。四周是青山绿水，镇区内是曲折幽深的大街小巷，临水依依的土家吊脚木

楼以及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处处透析着淳厚古朴的土家族民风。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苗家風味 50 晚餐：芙蓉鎮米豆腐風味 50 

住宿：四星★★★★   芙蓉鎮新起點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芙蓉鎮張家界【黃龍洞 VIP尊榮禮遇含遊船、煙雨張家界（已改名叫“生養

之地”）、大峽谷 C线-雲天渡玻璃橋】 
早餐後，我們將前往【黃龍洞】，位於索溪峪自然保護區東

部，索溪峪鎮東 7 公里（索溪峪河口村）的一座山腰上。黃

龍洞洞內景觀面積約 20公頃，分旱洞和水洞。共四層，長 13

公里，最高處百余米。屬石灰岩地下河侵蝕型洞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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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洞廳面積12000平方米，可容納上萬人。續驅車前往長沙。 

註：貴賓們於黃龍洞內可享受 VIP 專船+黃龍洞生態廣場 VIP

電瓶車+單團洞內講解員，走 VIP 通道，不用排隊等候！ 

【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約 300 公尺中國湖南的張家界大峽

谷玻璃橋。玻璃橋總長 430公尺、寬 3公尺，橋面距離谷底

相對高度，創下世界最長、最高的紀錄，並且是世界首座以

玻璃作為主受力結構的大型橋樑，最大遊客容量為 800 人。

是世界首座斜拉式高山玻璃橋，使用最新航太復合材料建造而成，建於峽谷兩側的峰頂之上，橫跨整

個大峽谷。 

【生養之地秀】本著“再繡一個湘西”給世界的出發點，不斷挖撅土、苗文化，通過與導遊、遊客對

話，形成了半小時演出的精品力作，這樣既不誤行程，又能讓來張家界的客人感受張家界的土、苗文

化，節目“擠油尖”、“放排”，藝術的表現土家男女在勞動中現實的愛情故事。“煙雨張家界”湘

西文化的藝術完美再現，給人以無限的遐想空間，深受遊客的好評。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盛世武陵 50 晚餐：老灶台 50 

住宿：准五星★★★★★   最佳西方-清心園酒店或聖多明歌酒店 或同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C%9B%E6%B4%9E%E6%B2%B3


 

 

第五天  張家界【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百龍電梯 VIP通道上下、賀龍公園、西海、仙

女散花、天下第一橋、迷魂台、袁家界，十里畫廊（含單程小火車）】 
早餐後，我們前往【袁家界】搭乘白龍電梯上下欣賞武陵源美景。 

【天子山】只見千座山峰兀立雲霧之中，奇峰異石，形態萬千，氣勢磅礡，可謂「縮小的仙山、擴大

的盆景」。 兩旁峰巒疊翠，群峰層列，看似一幅天然山水國畫。「西海」這裏是攝影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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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並不是海，而

是許多柱狀砂岩山峰聚集的峽穀，嵐霧纏繞、雲海洶湧，恰以白浪滔天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眾多石

林各有千姿百態，如刀槍劍戟森立刺天、氣勢宏偉，其中以禦筆峰最著名、五步一個景、十步一重

天、這是西海石林最美的景致。。 

【賀龍公園】此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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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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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米的天然石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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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迷魂台】於天下第一橋東 400米處，台分兩級，第一級由東

向西呈一面緩坡，約 100平方米，第二級比第一級大約低 2

米，是一塊緊連著第一級懸空橫伸的石板，坐在臺上，可見金

鞭溪和砂刀溝爭奇鬥巧，雲霧翻滾，群時隱時現，變幻莫測，

使人難辨天上人間。 

【百龍電梯】位於世界自然遺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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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裏畫廊(單程小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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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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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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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爲著名。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阿凡達 50 晚餐：酒店合菜 68 

住宿：准五星★★★★★   張家界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張家界【軍聲畫院】✈桃園 
早餐後，我們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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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 3000平方米的

三層展廳內，陳列著一件件突破傳統繪畫手法的以砂石畫

為主的系列藝術作品，讓人視覺受到衝擊，極具藝術價值

與收藏價值。 

隨後前往機場，結束 6天張家界美好之旅，回到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團費說明★ 

 

 

★注意事項★ 
 

1.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  

2.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3.行程內容順序以當地旅行社所安排為主。 

4.原定參考行程飯店、航班，如遇飛機、氣候或其他非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公司有權保留行程之變

更，及更換同級旅館之權，以使團體順利為原則。 

5.因綠色環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請自行攜帶牙膏、牙刷及洗漱用品。 

6.以上報價已分攤 60 歲以上的老人及孩童優惠門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7.為維護旅客當地安全與旅遊權益，本行程全程不得脫隊或擅自離隊，如旅客脫隊或離隊者，則視同終

止旅遊契約。 

8.前往大陸地區，行動電源有清楚明顯標示 30000 mAh 以下，可放隨身行李攜帶，若超過中國海關一 

律沒收。若您的行動電源無詳細的標示 mAh 容量，請攜帶商品說明書或包裝盒說明，否則海關將視同

於超過 30000 mAh，予以沒收！ 

9.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車輛行駛時，駕駛人、乘坐人員應當按

規定全程使用安全帶，請務必提醒注意。 

10. 自 2007 年 3 月起,旅客隨身手提行李,攜帶液體.膠類.噴霧罐..每個容器不得超過 100cc(100g), 

 (P.S 建議:液態.膏狀物品或剪刀或尖銳物品, 若有攜帶,請勿放在隨身行李,請放至在拖運行李內) 

11. 近年來中國地區逐步發展迅速，飯店如雨後春筍中增加，故會有一種【準星級】名詞出現，                    

針對此現象提出說明如下： 

A. 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故會依酒店建立時規格稱為【準 5 或準 4】酒

店。 

B. 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稱為【準 5 或準 4】酒

店。 

    

~~~敬祝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包含項目：機場稅.安檢費.履約責任險.燃油稅 

不含項目：臺胞證、機場接送、單房差、(領隊+導遊 小費每天 NT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