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點，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當地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例如:土特產、絲巾、

夢裡老家秀)，此推銷無壓力，自由選購。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項目，精彩行程一個都不漏!! 

特別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航班 地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MU 2080 高雄南昌 11：40 14：10 

MU 2079 南昌高雄 08：30 10：40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利。           ●貼心提醒：東方航空，托運行李限每人一件 

 

第 1 天 高雄南昌繩金塔 

◆南昌：始建於西漢，意為“南方昌盛”之地，已有 2200 多年歷史。，是一座有著優美自然風光的綠

色城市。城外青山積翠，城中湖泊點綴，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贛江穿城而過，一流空氣一流水，生

態環境非常美，被人們譽為京九線上的一顆：綠色明珠”。 

◆繩金塔：繩金塔古樸秀麗，具有中國江南建築的典型藝術風格，自唐代始建至今，已有 1100 多年的

歷史，是歷史信息的載體。繩金塔素有“水火既濟，坐鎮江城“之說，是南昌人的鎮城之寶。 

▲ 午餐：機上簡餐／晚餐：南昌風味+大閘蟹(每人乙隻) 

▲ 住宿：準★★★★★融創諾富特酒店／萬達美居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南昌九江(觀音橋景區、東林寺+東林大佛、陶淵明紀念館、九江大中路

步行街) 

◆觀音橋：觀音橋棲賢谷中段，原名棲賢橋，因橋側建有觀音寺，

人們就稱觀音橋，又因架設於三峽澗上，亦名三峽橋。觀音橋畔，

秀林蔥翠，景色如畫。橋的南端，傍山矗立著石造小亭，亭內有一

眼清泉，俗名“招隱泉”，為唐代茶神陸羽品題的“天下第六泉”;

另一頭有石級可至橋下刻有“金井”二字的巨石之上，石下壑深百

丈，激流穿石，怒濤飛濺，動人心魄宋代詩人王十朋漫遊觀音橋觸

景生情，感慨謳歌，揮筆寫下：“三峽橋邊杖履遊，此身疑已到夔

州;題詩欲比真三峽，深愧詞源不倒流”的詩句。 

◆東林寺+東林大佛：東林大佛是中國及全球第一高阿彌陀佛像。廬

山東林大佛總投資約 10 億元，一共動用 48 公斤黃金為大佛鍍金，

佛像身高 48 米，以表阿彌陀佛發的四十八大願。總高 81 米，為至

火焰寶蓋頂點之距，以表九九八十一，意為修行成佛艱辛不易。 

貼心提醒：東林寺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以南昌佑民寺做為替代！ 

◆陶淵明紀念館：紀念「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中國田園詩鼻祖」陶

淵明而建。館舍建築外觀呈明清江南民居風格，駱駝式山牆，飛簷

翅角，抬梁式磚木結構，古樸典雅。館內小橋流水，大樹參天，環境十分清幽。館內闢有“陶淵明生

平事略陳列”，收藏和展出有關陶淵明行踪的圖表，照片，家譜和歷代陶學專著，名人書畫 300 多件。 

貼心提醒：陶淵明紀念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以江西省博物館做為替代！ 

◆九江大中路步行街：是中國江西省九江市的一條商業步行街，全長 2.1 公里，區域內有商業網點 500

餘家，大中路位於九江市中心，是一條歷史悠久，熱鬧繁華的商業街，是九江市區最具代表性、最繁

華熱鬧的商業步行街，同時也譽為“贛北第一街。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廬山風味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 住宿：★★★★★遠洲國際大酒店／信華建國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九江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陶立方陶瓷創意園、陶瓷一條街)婺源

（石城秋色） 

◆景德鎮：歷史悠久，文化燦爛。雄踞長江之南，素有「江南雄鎮」之稱，歷史上與廣東佛山、湖北

漢口、河南朱仙鎮並稱全國四大名鎮，是首批公佈的中國 24 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國家甲類對外開

放城市。景德鎮有「瓷都」之稱，重點是參觀古窯、瓷器博物館、工藝美術瓷廠和瓷器商店。窯是歷

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個窯址。 

◆中國陶瓷博物館：成立於 1954 年 1 月，是國內第一家專題性陶瓷博物館。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

（新館）座落在西市區美麗的昌南湖畔，館內收藏了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和漢唐以來各個不同歷史時期

的陶瓷珍品重器 3 萬餘件（其中國家珍貴文物 500 余件），涵括了景德鎮千年制瓷歷史長河中的代表

品種。 

※貼心提醒：中國陶瓷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陶立方陶瓷創意園：國家 3A 級旅遊景區。它的主要載體是原景德鎮建國瓷廠。而建國瓷廠的前身可

以追溯到明、清時期為皇家燒造宮室用瓷的部分御窯廠。清朝末年，這部分御窯廠在維新運動影響下

由江西巡撫採用官私合營方式，開辦“江西瓷業公司”，民國時期為國家資本企業。解放後恢復生產，

成為第一家國營瓷廠。 

◆陶瓷一條街：景德鎮出產的瓷器行銷海外 40 多個國家，以其「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

的品質名揚天下，城裡的陶瓷一條街是陶瓷工藝品的集散之地。 

※貼心提醒：瓷器一條街提供紀念商品銷售，遊客可自行購買，非購物站特此說明！貼心提醒瓷器為易碎物品，請遊客購

買前務必與店家確認好物品的完整性再做購買。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景德鎮風味 RMB40／晚餐：酒店合菜 RMB40 

▲ 住宿：★★★★江灣酒店(商務標間)／或同級 

 

第 4 天 婺源(大景區套票-江灣古鎮、曉起村落、李坑、汪口俞氏宗祠) 

◆江灣古鎮：婺源江灣，屬國家 AAAA 級旅遊區，為中國最美鄉村 - 婺源

的一顆璀璨明珠千年古鎮江灣，鐘靈毓秀，文風熾盛自宋至清，這裡養育了

狀元，進士與仕宦;走出明代抗倭名將江一麟，宮廷太醫江一道，清代樸學

大師江永，民國教育家江謙等賢仕和一代偉人江澤民。 

◆曉起村落：曉起有“中國茶文化第一村”與“國家級生態示範村”之美

譽。是清代兩淮鹽務使江人鏡故里，位於婺源縣城東北 45 公里的段莘水和

曉起水交合處，有上，下曉起之分。村屋多為清代建築，風格各具特色，村

中小巷均鋪青石，曲曲折折，回環如棋局。主要景觀有雙亭聳峙，楓樟流蔭，

進士第，大夫第，榮祿第，江氏祠堂，磚雕門罩，養生河與古濯台等。 

◆李坑：李坑四面環山，古建築保存完好，佈局極有特色。村外兩條山溪在

村中匯合為一條小河，溪河兩岸均傍水建有徽派民居，河是建有各具特色的石拱橋和木橋，河水清澈

見底，河邊用石板鋪就洗菜，洗衣的溪埠。山光水色與古民居溶為一體，相得益彰，活生生一幅“小

橋流水人家”寧靜景象。 

◆汪口俞氏宗祠：俞氏宗祠為三進院落。前進，門首為木結構五鳳樓，歇山頂，青瓦覆蓋，俄角高翹。

門樓正面，檐下斗栱密佈，橫枋刻雙龍戲珠圖案，橫枋下面明枋深雕雙鳳朝陽。俞氏宗祠以細膩的雕

刻工藝見長，凡梁枋、斗栱、脊吻、檐橡、駝峰、雀替等處均巧琢雕飾，有淺雕、深雕、圓雕、透雕

形式的龍鳳麒麟、松鶴柏鹿、水榭樓台、人物戲文、飛禽走獸、蘭草花卉等精美圖案百餘組，被譽為

“藝術殿堂”、“木雕寶庫”，顯示了古代勞動人民卓越的智慧和超凡的創造才能。 

*貼心提醒：婺源大景區採套票方式，景區為一票制，如遇其中一景區關閉，恕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農家風味 RMB40／晚餐：酒店合菜 RMB40 

▲ 住宿：★★★★江灣酒店(商務標間)／或同級 



 

第 5 天 婺源(大景區套票-思溪延村(含單程電瓶車)、彩虹橋、嚴田古樟)三清山

（含電瓶車）【玉廉瀑布】 

◆思溪延村：整個村落以明清古建築為主，村落內以青石板鋪地，古建群背靠青山，面臨清溪和稻田，

四周都是綠地，村莊與秀水青山的優雅自然風光融為一體。在婺源 ，官宅與商宅的建築有所不同，

官宅講究氣魄，商宅注重財運。延村的古建築處處體現著商人的這種祈禱。村名原稱“延川”，是因

為村落面 臨川流不息的清溪，鄉民以期後代子孫綿延百世，故名。後來，延川才慢慢地被人們俗稱

為“延村”。 

◆彩虹橋：婺源有一種頗有特色的橋 - 廊橋，所謂廊橋就是一種帶頂的橋，這種橋不僅造型優美，最

關鍵的是，它可在雨天裡供行人歇腳。山腳下是碧波蕩漾的文彭小西湖，明嘉靖年間，吳派篆刻祖師

文彭，應他的學生何震之邀，乘竹筏逆流而上，見這一帶碧波瀲灩，風光旖旎，蜿蜒的古驛道在千年

的古林中延伸，旁邊的廟宇，村落，古橋，河道構成一幅美麗的山水畫卷，文彭情不自禁地讚歎：“此

乃小西湖”。 

◆嚴田古樟：地處著名景點鴛鴦湖和彩虹橋之間。整個景區與周邊自然田園風光渾然一體。古樟，古

橋，茶亭，魚塘，人家，小橋流水，民間民俗文化觀賞等交相輝映。景區內文化品位厚重，田園風光

秀美，既可旅遊又可休閒度假，所到旅客有如返樸歸真，回歸自然的真實感受。 

*貼心提醒：婺源大景區採套票方式，景區為一票制，如遇其中一景區關閉，恕無法退費，敬請見諒！ 

玉簾瀑布：景區地處三清山東北部鵝公嶺下西坑大斷裂帶附近的裂谷中，谷中景色宜人，青山秀美，

是上饒旅遊集團投資打造的集觀光、體驗、休閒度假為一體的複合型景區，有著三清山“九寨溝”之

美譽。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婺源風味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 住宿：★★★★金沙灣假日酒店或錦琛山莊或同級 

 

第 6 天 
三清山(含纜車上下) (南清園景區～東方女神、企鵝獻桃、巨蟒出山、陽光海

岸、西海岸)、特別安排希爾頓下午茶 

◆三清山：自古享有“清絕塵囂天下無雙福地，高淩雲漢江南第一仙峰”之殊譽的三清山，以道教人

文景觀為特色的三清山，1997年 8月美國國家公園基金會主席保羅等訪華團慕名來三清山考察後驚歎

道“三清山是世界上為數極少的精品之一，是全人類的瑰寶”。這座具有 1600餘年的歷史名山，文

化遺產保存完整，知名作家秦牧先生晚年登臨三清山，留下"雲霧家鄉，鬆石的畫廊"的讚譽。 

◆南清園景區：位於三清山中心位置，是三清山自然景觀最奇絕的景區，平均海拔為 1577米。南清園

集中展示了十四億年地質演化形成的花崗岩峰林地貌特徵，奇峰異石、雄渾山嶽、壯闊雲海、珍奇花

木遍佈其中，景觀豐富，是三清山自然景觀的精華。 

◆東方女神：位於南清園東北部，三清山標誌性景觀。整座山體造型就像一位元秀髮披肩的少女，天

地造化，鬼斧神工。億萬年來，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視芸芸眾生，神態祥和。傳說女神為西王母第

二十三女，名瑤姬。世人認為她是春天的化身，因而又稱之為“東方女神”。 

◆巨蟒出山：位於南清園北部，三清山標誌性景觀。海拔 1200余米，相對高度 128米，由風化和重力

崩解作用而形成的巨型花崗岩石柱，峰身上有數道橫斷裂痕，但經過億萬年風雨，依然屹立不倒。頂

部扁平，頸部稍細，最細處直徑約 7米，狀極突兀，形似一碩大蟒蛇破山而出，直欲騰空而去。 

◆陽光海岸景區：漫步於陽光海岸之上，腳踏浮雲，身披霧紗，猶如遨遊於仙境之間。放眼望去，遠

處奇峰怪石、高山石林等壯麗景觀盡收眼底，是觀賞三清山東部瑰麗風光的最佳之處。 

◆西海岸景區：身臨西海懸廊棧道，一路上絕崖峭壁，峻峰巉岩，連綿千米，逶迤數里；奇石巧岩，

千姿百態，夾道奉迎；古松、香柏、紅杉、鵑花，琳瑯滿目，映收眼簾；飛雲流霧，仙風聖氣，裹足



擁身，撫面沁心，給人以“逍遙遊西海，快活似神仙”的美妙感覺。 

※溫馨小提示： 

(1)山上氣候多變，若因下雨、起霧、颳風等天候因素致景觀不清，敬請見諒！ 

(2)山上景區範圍廣大，因個人腳程不一，所以能欣賞到的景點需視貴賓視個人體力狀況而定，貴賓亦能就其身體狀況選

擇遊覽一部份。 

◆希爾頓下午茶：回到飯店稍做休息後，為賓客們安排精緻下午茶甜點、現磨咖啡、紅茶 (每人乙份) 。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女神風味 RMB40／晚餐：酒店合菜 RMB60 

▲ 住宿：國際★★★★★三清山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三清山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梅湖景區、萬壽宮、萬達茂購物廣場) 

◆八大山人紀念館+梅湖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中國十大文化藝術名人”，被鄭板橋譽為

“名滿天下”的一代畫聖 - 八大山人為核心，以梅湖生態美景為紐帶的江南都市歷史文化生態景區。 

※溫馨小提示：八大山人紀念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萬壽宮：又稱妙濟萬壽宮，俗稱「鐵柱宮」，知名中國道教廟宇。坐落於江西省南昌廣潤門內側的翠

花街上。該地段是今日南昌生意繁榮的商城之一，舊時宮殿在文革時期被焚毀，鑒於萬壽宮的歷史文

化意義，萬壽宮於 2000 年重建在城西南的像湖畔。 

◆萬達茂購物廣場：是由中國房地產企業萬達集團在全國各個城市投資興建的商業廣場，並且廣場具

有娛樂、餐飲、購物、金融、酒店和私人公寓等功能，在一些城市為地標建築。萬達集團所投資的萬

達廣場集中在中國大陸地區，沒有發展到港澳台和其它國家。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40／晚餐：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國際★★★★★鉑爾曼酒店／或香格里拉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南昌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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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酒店餐盒／午餐：XXX／晚餐：XXX 

▲ 住宿：★★★★★溫暖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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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

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７０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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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