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乘華信航空直飛長沙 

 
全程不進購物站、無自費行程 

贈 3秀-桃花源記、湘西老腔秀、張家界千古情秀 

全程餐標人民幣 50 元 

 
※《三排椅 WIFI上網 一路暢通！》為貴賓們安排三排椅及提供車載WIFI，讓您即時與家人， 

朋友分享旅程中的樂趣！ (景區環保車無提供，敬請見諒) (大陸網路無法連結臉書及LINE，敬請見諒)  

註：如遇張家界旅遊高峰期，旅遊巴士於張家界景區會有交替使用之常規情況，貴重物品請旅客務必自行保 

管並隨身攜帶，勿放置於車上。 



 

 

 



 

 

 



 

 

去程 華信航空 AE953 高 雄 長 沙 17:20 19:40 

回程 華信航空 AE954 長 沙 高 雄  20:40 22:50 

【註：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最終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高雄/長沙 

※今日集合後，接著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長沙】。 

長沙:古又名潭州，別稱星城，因地理特色和歷史緣由而有「山水洲城」、「屈賈之鄉」之名，又因嶽

麓書院而有「瀟湘洙泗」之譽。是中國湖南省省會，長株潭城市群核心城市和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

區，是中國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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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XXX  

 

湘 菜 風 味

RMB50  

 
準  ★★★★★  紫鑫戴斯大酒店或盛喜華美達或同級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牘博物館】－常德【桃花源古鎮、桃花源記實

景演出】 

馬王堆漢墓：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東屯渡鄉（今芙蓉區馬王堆街道）境內，臨瀏陽河，為西

漢時期長沙國丞相利蒼、利蒼妻子辛追及其子利狶或兄弟三座墓葬。1971 年 12 月，湖南省博物館

開始對該墓葬的一號墓進行發掘，並於 1973 年至 1974 年對二號墓和三號墓進行發掘。在這幾次發

掘中，墓葬內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屍（為長沙國丞相利倉之妻辛追）和頗具研究價值的眾多隨葬

品。這些出土文物使這次發掘成為世界一次重要的考古發現，同時也於 2009 年被列為「近年來長沙

市十大考古發現」。其出土文物現已全部移入湖南省博物館，博物館內闢有馬王堆漢墓陳列館，分為

墓葬出土文物陳列和墓坑遺址陳列二大部分。 

※溫馨小提醒：馬王堆漢墓遇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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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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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99%E8%93%89%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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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F%E8%91%AC%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F%E8%91%AC%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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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7%8E%8B%E5%A0%86%E6%B1%89%E5%A2%93%E9%99%88%E5%88%97%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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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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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古鎮：景區留有新石器時期大溪文化遺存，總面積 157.55 平方公里，其中世外桃源主體景區

15.8 平方公里，武陵人捕魚為業的沅水風光帶水域 44.48 平方公里。週邊保護區 96.9 平方公里。桃

花源風景名勝區有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嶺、秦人村四大景區，標準景點 100 餘個，主要有秦溪、

秦谷、五柳湖、桃花源古鎮等核心景點，被評為國家 4A 級景區。  

大型實景演出《桃花源記》：與平時坐著觀賞演出不同，在《桃花源記》演出中，遊客將以秦溪下游

的五柳碼頭為起點，溯秦溪而上，在約 1.5 小時的溪流泛舟之中看遍整場演出的“武陵漁郎”“桃林

夾岸”“洗衣對歌”“牧童短笛”“稚童採花”等 18 個場景，開啟“桃花源”的尋夢之旅。  

※溫馨小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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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用  

 
劉鳴食府 RMB50  

 

湘西部落

RMB50  

 
準  ★★★★  桃花源維也納酒店或同級  

 

 
桃花源景區【桃花山、桃源山、五柳湖<不含遊船>、秦人村】－鳳凰古

城散策【石板街、觀沱江、萬名塔、沱江泛舟（含農家遊船）、夜遊鳳凰

古城、酒吧一條街】 

桃花源風景名勝區分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嶺、秦人村 4 個景區，其中桃花山、秦人村為桃花源的中

心，有桃花源跨國道大牌坊、淵明園、桃花湖、劉禹錫草堂、詠歸亭、花影亭、雙星亭、五柳湖、水

府閣、問津亭、黃聞山莊、秦人洞、豁然台、秦人居、竹廊、公議堂、奉先祠、延至館、自樂橋、奇

蹤館、儺壇、桃川萬壽宮（上宮）、天寧碑院、悠然圓、八仙亭、秦城、秦人古洞、玄亭、桃林。淵

明祠。集賢祠桃花觀、水府閣、觀景台、天寧碑院、沅水風光線等 100 餘處景點。 

桃花山景區桃花山是紀念並體現陶淵明以及《桃花源詩並序》的“陶公山”，共有 15 處全國文物保

護單位與 1 處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的國寶山，體現歷朝歷代隱逸文化的“隱士山”，更是留下多位文

人墨客足跡的“名人山”，展現詩詞楹聯碑刻之韻的“人文山”。 

秦人村景區秦谷南臨秦溪，北接桃花山，約 3.7 公里，景點分為桃源迷津、烏頭舊夢、逍遙花谷、秦

鄉故憶四大主題，由桃花洞、洞天驛館、寰樓等組成。桃花洞是進入秦穀的唯一入口，走出洞口，便

能看到一片“豁然開朗”的田園風光；洞天驛館分為衛樓、戍樓、息樓三個單體建築，衛樓裡面有四

尊雕塑，分別是漁樵耕讀的造型；寰樓是秦穀裡最大的一棟建築，寰，取俯仰寰宇，環山環田而建的

意思。寰樓位於良田、環山和翠竹之間，樓前一潭池水倒映天際；秦穀裡還有一大片落英田，田邊種



植了大量桃樹和山櫻花。 

五柳湖在桃花山與桃源山之間，是桃花源旅遊區的“露天文化客廳”。它以五柳先生之名，繪就了人

們心目中的桃花源，所有的景致都映照在湖水裡五柳湖有佳致碑，正文“桃源佳致”為劉禹錫題，明

趙賢書；有陋室，前臨五柳湖，後倚桃花山；有秦街，集浪漫清新簡餐、咖啡、茶飲、甜品、文創於

一體；有桃源工藝術博覽館，博物館傳承桃源工匠精神，弘揚桃花源非遺文化。 

鳳凰古城:始建於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歷經 300 多年古貌猶存。現東門和北門古城樓尚在。

城內青石板街道，江邊木結構吊腳樓，以及朝陽宮、古城博物館、楊家祠堂、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

居、天王廟、大成殿、萬壽宮等建築，無不具有古城特色。鳳凰古城以回龍閣古街為中軸，連接無數

的石板小巷，溝通全城。回龍閣古街是一條縱向隨勢成線、橫向交錯鋪砌的青石板路，自古以來便是

熱鬧的集市。鳳凰古城的標誌性建築之一虹橋，原名臥虹橋，歷史悠久。鳳凰古城分為新舊兩個城區，

老城依山傍水，清淺的沱江穿城而過，紅色砂岩砌成的城牆佇立在岸邊，南華山襯著古老的城樓，城

樓還是清朝年間的，鏽跡斑斑的鐵門，還看得出當年威武的模樣。北城門下寬寬的河面上橫著一條窄

窄的木橋，以石為墩，兩人對面都要側身而過，這裡曾是當年出城的唯一通道。2001 年被授予國家

歷史文化名城稱號，湖南十大文化遺產之一。曾被紐西蘭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稱讚為中國最美麗的小

城，與雲南麗江古城、山西平遙古城媲美，享有“北平遙，南鳳凰”之美譽。 

※此行程不包含古城內小九景門票，欲參觀之旅客可於現場自行加價購買，或另選有含九景門票的行

程，謝謝。 

 

 
酒店內用  

 

桃 花 源 風 味

RMB50   

中 式 合 菜

RMB50  

 
準  ★★★★★鳳庭國際酒店或國賓酒店或同級  

 
鳳凰【南華山國家森林公園】－張家界【土司城、軍聲畫院、博物館(週

一閉館)】 

南華山國家森林公園:南華山高七百公尺，共九峰七溪，最著名有虎尾峰、芙蓉巖，是鳳凰城南一道

天然屏障，被稱做南華疊翠。山上草深林茂，野花遍地，樹木參天，清泉冽冽，綠樹莽莽，山秀水奇，

是鳳凰八景之冠。南華山由十幾處景點組成：鳳凰六句陣、鳳竹林海、鳳凰台、有鳳來儀、鳳緣亭、

引鳳橋、百鳥朝鳳、九九神階、神鳳殿、鳳凰座、十八神性圖騰柱、鳳凰紀、醴泉台、五德門、鳳凰

物語、放生台、乘風棧道、百鳥園等。據傳南華山很久以前瘴氣漫延，林木枯萎。後來南極仙翁駕鶴

路過此地時，取出淨瓶，在谷中灑下幾滴淨水，頓時雲開霧散，惡氣消盡。山上枯木吐芽，殘花怒放，

千紅萬紫，爭奇鬥艷，整個山頭又呈現了一派春色，風光旖旎。成了城邊的森林公園。人們為了感激

南極仙翁，把此山取名南華山。 順石板小徑登山，到山腳可見一青石樵徑蜿蜒而上，兩邊樹陰蔽日，

芷蘭叢生，鳥語花香。輕風微撫。再前行一、二里，可見半山腰一平台，聳立著高高烈士紀念碑，英



魂浩魄，激勵來者。向北可見一峰兀立，四山環抱，茂林成蔭。雲遮霧繞，亭亭如凌波仙子，立於沱

水之側，這就是「鳳凰八景」之一的「奇峰挺秀」。秀麗的奇峰與獨特的自然山水和諧的融為一體，

交相輝映。 再往前，峰迴路轉，見一亭聳立，綠樹掩映，上書「壹停亭」，亭下一泉水聲如鳴佩環。

旭日斜照，彩虹頻現，於是這汪泉水得名「飲虹泉」。在用「靈泉」洗滌凡心之後，便可步入南華禪

林。這裡林蔭遍地，舉步無聲，只聞花香鳥語，不見世間凡俗。登上南華山最高峰，無限風光盡在眼

底，只見青山為屏，碧水為帶。小城石板小巷交錯縈迥，亭台樓閣，星落棋布，一目千里，心曠神怡。 

土司城: 張家界土家風情園座落在湖南張家界市城區，占地 80 餘畝，是以湘西人的土司城堡為基礎，

以最完整的土家山寨舊址原貌為風格，於 1997 年原址修復後向遊客開放，是與張家界自然山水交相

輝映的一顆璀璨的文化明珠，也是土家人朝拜、祭祀、祈禱和節慶的“聖地”。園內建築多為木石結

構，雕樑畫棟，金壁輝煌，飛簷翹角，玲瓏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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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週一閉館) :由地質館、歷史文化館和城建規劃館組成。展示張家界從古代到現代的城市發展

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溫馨小提醒：博物館遇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酒店內用  

 
苗家特色 RMB50  

 

蘑 菇 宴 風 味

RMB50  

 
準  ★★★★★  華美達酒店或韋斯特酒店或藍灣博格酒店或同級  

 

 
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世界第一長高空客運索道上下、遠觀玻

璃棧道、遠觀天門洞、張家界千古情景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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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觀玻璃棧道：正式於 2011 年 10 月對遊客開放。玻璃棧道懸於天門山頂西線，長 60 米，最高處

海拔 1430 米。所有上橋的遊客均被要求穿上鞋套，以保持玻璃橋面潔淨。玻璃棧道是張家界天門山

景區繼懸於峭壁之上的鬼谷棧道、憑空伸出的玻璃眺望台、橫跨峽谷的木質吊橋後打造的又一試膽新



景點 。 

遠觀天門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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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界千古情：宋城演藝 2019 年 7 月在張家界武陵源景區全新打造國際一流文化精品為目標，融合

張家界自然美景，根植張家界本土文化，讓中外遊客在欣賞張家界神奇之美的同時感受古老張家界和

當代張家界的原始之美、神秘之美、人文之美。千古情打造了一曲與張家界奇山異水相得益彰的大型

歌舞秀《張家界千古情》，用如夢似幻的舞臺效果，在水、陸、空三維立體空間裡演繹張家界的前世

今生，帶領遊客進入一場文化盛典，感受一次心靈洗禮。 

※溫馨小提示：《張家界千古情》為特別贈送，若遇天候等因素以致停演則改為魅力湘西秀，恕無法

退費，敬請見諒。 

溫馨小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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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溫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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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冬季天候因素(約每年 12 月底到隔年 3 月間)，天門山天氣寒冷導致前往天門洞的路面結冰封

閉，環保車停駛；玻璃棧道因下雪結冰封閉，不能行走，此兩景點皆因安全因素無法前往只能遠觀。

由於天門山景區為一票制，故部份景點如因天候因素無法前往，恕無法退費，敬請見諒！則行程將調

整為索道上下。 

 
酒店內用  

 
匯源食府 RMB50  

 

山 寨 風 味

RMB50  

 
準  ★★★★★  新天地華天酒店或聖多明歌酒店或同級  

 

 
張家界森林公園【袁家界景區(百龍電梯上下) <贈送 VIP 上行通道>、迷

魂台、天下第一橋、天子山景區～賀龍公園、西海石林、禦筆峰、水繞

四門、金鞭溪、溪步街】 

百龍電梯：百龍觀光電梯位於世界自然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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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

景觀與人造奇跡的完美結合，將成為中國的「艾菲爾鐵塔」。 

袁家界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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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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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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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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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下雪，若袁家界往天子山山頂環保車禁運，天子山景區將無法前往，敬請見諒。 

 

 

 
張家界【十里畫廊<不含來回小火車>、湘西老腔秀】－常德【詩牆、柳

葉湖(不含遊船)、大小河街、德國小鎮】 

十里畫廊<不含來回小火車>：十里畫廊廊長五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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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谷兩岸林木蔥蘢，野花飄香；奇峰異石、千姿

百態、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畫卷，並排懸掛在千韌絕壁之上，使秀美絕倫的自然奇觀溶進仙師畫工的水

墨丹青之中，進入十裡畫廊沿途有【轉閣樓】、【壽星迎賓】、【採藥老人】、【夫妻抱子】、【三姐妹峰】

等景點。 

溪布街~湘西老腔秀：融入了多彩非遺、神秘絕技、民俗老戲，齊聚了世界級、國家級非遺，是大師

的傳奇、表演，是經過千年相傳，口口相傳，代代相傳下來，是即將消失的古老技藝，是神秘、多彩、

多情湘西最古老的記憶和體驗! 

※溫馨小提示：《湘西老腔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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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牆：常德詩牆位於常德市沅水防洪牆外側，是“三山三水”之沅江風光帶的主體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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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牆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積極的思想內容和精美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八方來客。 

柳葉湖(不含遊船)：柳葉湖位於古城常德東北，是湖南省最大的山、水、城三位一體的生態型城市旅

遊休閑度假區，柳葉湖集山水之美為一體，又有豐富的水域特色，古有“堤柳漁歌，松風水帶，皆極

其勝”之描述，今年“湖南一寶，常德一絕”的讚歎。這裏波光閃亮，湖水清澈，水質純凈，漁產豐

 
酒店內用  

 
盛世武陵 RMB50  

 
韓福宮 RMB50  

 
準  ★★★★★  新天地華天酒店或聖多明歌酒店或同級  



富。湖中小島點綴，如綠寶石鑲在藍色盒中，炫耀奪目。白鶴山、花山、太陽山風格各異，環繞其北，

山上清溪環繞，松杉如蓋，蒼翠欲滴，與柳葉湖水相輝映。 

常德大小河街：是武陵人留住鄉愁、延續鄉愁的地方，也是異鄉人感受鄉愁、牽動鄉愁的地方。常德

河街原來是指老常德城臨近沅江岸邊的幾條舊名麻陽街、大河街、小河街的老街。是老常德靠近河運

碼頭的最重要的商業區域。為還原老常德景象，讓遊客體驗到清末民初的市井風情，將這個項目命名

為常德河街。常德河街位於穿紫河東段，東起常德大道，西至紫緣路，南鄰姻緣河，北連河街路。總

用地面積約 13.28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7.78 萬平方米，街區總長度約 1500 米，單體建築 211

棟，商鋪 368 間。這裡是依據歷史故事、文化、雕塑和建築，以餐飲、文化、民俗休閒、住宿等為

主，打造的集旅遊、商業、文化、歷史于一身的常德記憶古街。常德河街，是劉禹錫、楊嗣昌、沈從

文、黃永玉等文化名人濃墨描繪的繁榮興盛的大碼頭，是烙印在常德的“清明上河圖” 

德國小鎮：德國小鎮項目位於穿紫河畔，南接七裡橋及丹陽路，北臨柳葉大道，距離“中國城市第一

湖”柳葉湖僅僅 10 分鐘左右車程。街區總用地面積約 2.15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4.68 萬平方米，

街區長約 450 米，寬約 50 米，單體建築 16 棟，地下停車位 367 個，街區建築為傳統德式，營造典

型德國小鎮氛圍。為保證德國小鎮的原汁原味，該項目由德國漢諾威水協、德國萊茵之華設計院進行

設計，採用德國傳統建築風格，引入典型的德國和歐洲城市空間元素，部分外裝飾材料，如銅瓦、外

牆磚、保溫系統全部由德國進口，以德國商戶為主，由德國人經營，出售德國產品。 

 

 

 
常德－長沙【嶽麓山<不含電瓶車>、愛晚亭、橘子洲頭<遠眺>、黃興

路步行街】－高雄 

嶽麓山<不含電瓶車>：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的湘江西岸，最高峰雲麓峰，又名靈麓峰。海拔 300.8 米，

是南嶽衡山之 72 峰之一，南北朝時的《南嶽記》就提到：「南嶽周圍八百里，回雁為首，嶽麓為足」，

嶽麓山 1975 年闢為嶽麓山公園，現已與長沙城區融為一體，2002 年 5 月 17 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國

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景區內有嶽麓書院、愛晚亭、麓山寺、雲麓宮、新民主學會景點等。 

愛晚亭：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山清風峽，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為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重要觀光

點。 愛晚亭始建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原名紅葉亭、又名愛楓亭，為嶽麓書院院長羅典創建；袁枚取

唐杜牧的詩句「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改名愛晚亭。 

橘子洲頭<遠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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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用  

 

金鳳凰風味

RMB50   

中式合菜

RMB50  

 
準  ★★★★★  維也納系列或四季金悅大酒店或湯臣萬豪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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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處橫約 40 米，寬處橫約

140 米，形狀是一個長島，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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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舖眾多，品牌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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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用  

 
火宮殿 RMB50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溫馨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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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遊於餐廳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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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也供旅客選擇(黑

茶、薑糖、小花生、小銀飾...等等)，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 鳳凰位於湖南省西南方，酒店及餐廳的條件皆不如長沙、張家界，因此菜色餐廳方面較其他餐稍

遜，望客人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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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

減少，敬請見諒！ 

 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

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

遊天數。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

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

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因綠色環保所有酒店從 2010 年 1 月 1 號開始，正式取消了一次性用品免費提供，建議請您自行

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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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特殊餐請於出發

前二個工作天告知承辦人員) 。 

 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

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

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並持有效台灣護照及台胞証(卡)參團有效；非本國籍

人士參團每人須補收非優惠售價價差，每位 USD100。 

 以上行程報價不含導遊.領隊服務小費，須於每人每天 TWD200 交付給該團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