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愛中華 2017-2018 冬季系列 

最後香格里拉、仙境廬山、瓷都景德鎮八日 

★★★含稅、無購物、無自費、無車購★★★ 

 

 
■本旅遊團係由中華航空主導，由數家旅遊業者共同聯營銷售，並以《最愛中華》名稱出團，特此告知。 
★《特別安排世界遺產及世界遺產預備名單》 
(1).廬山風景區─1996 年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2).三清山風景區─2008 年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 
(3).中國丹霞-龍虎山─2010 年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 
★南昌古城人傑地靈、悠遠的人文景觀、三清山世界自然遺產、婺源最美的鄉村、景德瓷器馳名中外、 
  廬山奇秀甲天下、龍虎山古代懸棺表演之最、秀麗的自然風采…江西邀您一同領略。 
★直航班機往返南昌：讓您省去奔波勞累之苦，體驗不經第三地轉機的便利。 
★保證：全程不進購物店，不上攝影，品質更有保障。 
★特別安排：三清山纜車上下，廬山及龍虎山環保車，讓您輕鬆遊遍江西三大名山。 
■廬山 1996 年被登錄為世界文化遺產，廬山雄奇秀拔，云霧繚繞，山中多飛泉瀑布和奇洞怪石，名勝 
  古跡遍布，夏天氣候涼爽宜人，是我國著名旅游風景區和避暑療養勝地。古人云：匡廬奇秀甲天下 
  ，自司馬遷將廬山載入史記，歷代詩人墨客相繼慕名而來，陶淵明、謝靈運、李白、白居易、蘇軾 
  、王安石、陸游、徐志摩、郭沫若等 1,500 餘位詩人相繼登山，留下了許多珍貴的名篇佳作。 

     



■三清山 2008 年被登錄為世界自然遺產，位於江西省玉山縣西北部，因三峰突兀而起，直插雲天雄踞
群峰之上，這就是新崛起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三清山；三清山由玉京、玉虛、玉華三峰並列，拔地摩
天，似道教所尊的玉清、上清、太清三神並肩端坐其巔，遂得名三清山。早期三清山因道教的開發與頹
敗，與道教的興衰有密切的關係而受重視。現今的三清山因地質特殊，是國際上研究地球歷史和古板塊
構造的最佳地段；三清山花崗岩體經構造侵蝕塑造了不同尺度的地貌組合，是花崗岩山嶽峰林地貌的一
個天然博物館，是地貌學的一部天然教科書三清山風景區已正式提名申報世界自然遺產。 

     

■龍虎山 2010 年被登錄為世界自然遺產，是世界丹山碧水類丹霞峰林地貌景觀自然美的傑出代表，中
國山水畫等藝術創作的天然模本，其俊秀的丹霞石峰、石柱及組合是世界珍稀微地貌景觀的典範，是地
貌演化歷史過程中壯年晚期－老年早期階段丹霞峰林地貌的典型代表，也是地貌地質作用中展示雨水侵
蝕型丹霞峰林地貌特徵和河流侵蝕型老年早期疏散式丹霞寬谷峰林地貌特徵的典型例證。龍虎山是一處
罕見的珍稀瀕危物種的避難所和棲息地，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價值。 

   

 
1. 南昌市：有兩千多年的建城史，古有「物華天寶、人傑地靈」的美譽，1986 年被列為國家歷史文化

名城。世界十大動感都會、江西省省會。 
2. 廬山：詩人白居易評價了廬山的自然美的價值。他把廬山放在了中國名山中的第一位。他說:“匡廬奇 

秀甲天下山”。千年來，這句名言成為中國人對廬山眾口皆碑的評論。 
3. 美廬別墅：廬山一大怪“國共兩黨共同居住過的地方”，它展示了風雲變幻的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側面。 

如今“美廬”敞開它的真面目，以它獨有的風姿和魅力，吸引著海內外的遊人。 
4. 景德鎮：探奇天下窯器所聚，中國「瓷器之都」。歷史上與廣東佛山、湖北漢口、河南朱仙鎮並稱 

為明清時期的中國四大名鎮。 
5. 婺源：素有“書鄉”、“茶鄉”之稱，是全國著名的文化與生態旅遊縣，被外界譽為“中國最美的鄉村”、 

“一顆鑲嵌在贛、浙、皖三省交界處的綠色明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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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造的古橋——彩虹橋是婺源廊橋的代表作。 
7. 李坑村：是一個以李姓聚居為主的古村落，建築風格獨特，是著名的徽派建築。給人一種安靜、祥 

和的氣氛。 
8. 三清山：世界自然遺產、峰石奇觀旅遊聖地、人間仙境、空中天堂，天下第一奇山，集「泰山之雄 

、恆山之險、張家界之形、雁蕩之奇、盧山之瀑,黃山之松」於一山。 
9. 龍虎山：為世界地質公園、國家自然文化雙遺產地、道教發祥地、國家級風景名勝區、5A 級國家旅 

遊區、國家森林公園、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0. 滕王閣：江南三大名樓之首，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獨特風格和輝煌成就的傑出代表，象徵著中國五 

千年積澱的文化、藝術和傳統。 



11. 鳳凰溝景區：是以生態農業為主題，以農業帶動南昌鳳凰溝景區旅遊業的生態旅遊，景區擁有茶葉 
、蠶桑、綠化苗木、果業等成熟生態產業體系，山清水秀，綠樹成蔭，環境幽靜，空氣清新。 

     

■貼心安排：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購物站：NO SHOPPING【保證不進購物站】、無車購 
■自費項目：無推薦自費 

以上行程如有老人、小孩之門票一概不退 

 

 

 
第一天 桃園／南昌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南昌，南昌是江西省省會，
風景秀麗，名勝古跡眾多，有“物華天寶、人傑地靈”之稱。南昌市內江河縱橫，湖泊星羅棋佈，市區錯
落著東湖、西湖、南湖、北湖四個人工湖，像四面明鏡鑲嵌在市中心，構成了美麗的城市風光。 
餐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迎賓晚宴(RMB50/人) 
住宿：東方豪景花園酒店(5 星)  或  嘉萊特和平國際酒店(準 5 星)  或同級旅館 
 
第二天 南昌～(車程約 2.5HR)廬山景區(花徑公園、錦繡谷、天橋、仙人洞、禦碑亭、美廬別墅、含鄱 
        口景區、遠眺鄱陽湖)～(車程約 1HR)星子 
【廬山】又稱“匡山”或“匡廬”，傳說殷周時期有匡氏兄弟七人結廬隱居於此，後成仙而去，其所居之廬
幻化為山，故而得名，是中國著名的旅遊風景區和避暑療養勝地。 
【花徑公園】原是廬山三大名寺之一的大林寺所在地，在唐代有“匡廬第一境”的美譽。白居易被此地的
美景深深吸引，感慨萬千，像遇到知音一樣，隨口誦出七言絕句一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
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不知轉入此中來。”白居易賞桃花興致大發，隨後又提筆留下了“花徑”二字，從
此後人們將白居易當年賞桃花的地方叫作“白司馬花徑”。一九六一年，因興修水利動工開挖西湖，大林
寺終淹沒湖中，成空歎跡。 
【錦繡谷園】中繁花似錦，曲徑通幽，湖光山色，風景如畫。此處四季花開猶如錦繡，相傳為晉代東方
名僧慧遠採擷花卉和草藥的地方。 
【天橋】花徑湖以下，兩崖拱峙、峭石堆砌，恰似斷橋，故名。天橋之奇，尚不全在橋本身。橋臨絕谷，
絕谷之內，多峭壁峰壑，層層刻剝，如堆如砌，蔚為奇觀。 
【仙人洞】中有清泉下滴，純陽殿內供奉有石像，傳說中呂洞賓即在此修道成仙。 
【禦碑亭】的建造風格比較獨特，明朝洪武二十六年九月朱元璋為了紀念周顛仙等人就在這臺上建起了
禦碑亭。亭中至今還保存著朱元璋的禦碑。整座亭子內外厚重，亭子四面無柱子都是石壁。僅在三面有
門，一面沒有門，在亭子正門外刻有兩幅對聯：外聯是“姑從此處尋蹤跡，更有何人告太平”。內聯是“四
壁雲山九江棹，四亭煙雨萬壑松”。綜合說明了只有順應民心的歷史要求。也反映了老百姓強烈追求太



平世界的願望。 
【美廬別墅】為聞名中外的渡假官邸。位在牯嶺東穀的長沖河畔，是一棟精巧的英式別墅，是蔣介石和
宋美齡在廬山的舊居。蔣介石見這裏環境恬靜美麗，而宋美齡的名字中又有一個“美”字，於是命名為“美
廬”，庭園中臥石上的“美廬”二字為蔣手書。 
註：美廬別墅每月第一週及第三週的星期三休館，若遇休館日或整修將以廬林一號別墅替代，敬請見諒! 
【含鄱口】海拔 1286 米，含鄱嶺和對面的漢陽峰之間形成一個巨大壑口，大有一口汲盡山麓的鄱陽湖
水之勢，故得名。含鄱口西側，為著名的冰川角鋒“犁頭尖”活象一塊犀利的犁頭，耕耘著茫茫雲海。含
鄱口對面為廬山最高峰“漢陽峰”，北面為廬山第二高峰“大月山”，南面為廬山第三高峰“五老峰”，山麓
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湖光山色，相互比美。 
註 1：天橋、景繡谷..等為廬山山上所屬景區內景點，由於冬季下雪路面溼滑，景區將針對險峻斗峭的地
方暫時關閉，敬請見諒！ 
註 2：當天晚上入住溫泉酒店，此為室外泡湯，請旅客自備泳衣。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廬山三石宴(RMB.50/人)  /（晚餐）淵明家宴(RMB.50/人) 
住宿：廬山醉石溫泉度假村(準 5 星)  或  上湯溫泉度假村(準 5 星)  或同級旅館 
 
第三天 星子～(車程約 2HR)鄱陽～鄱陽湖濕地公園(含遊船)～(車程約 1.5HR)景德鎮～陶瓷博覽區(古 
        窯、陶瓷民俗博物館)～瓷立方陶瓷文化創意園(瓷器體驗)～(車程約 0.5HR)樂平 
【鄱陽湖濕地公園】位於中國湖城鄱陽縣境內，總面積為 365 平方公里，是中國濕地面積最大、濕地物
種最豐富、濕地景觀最美麗、濕地文化最厚重的國家級濕地公園。這裡擁有江南最密集的"湖"、最豪華
的"鳥"、最多姿的"水"、最溫柔的"荻"、最詩意的"草"，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大草原"。越冬季節，數十萬
珍稀候鳥在公園內翩翩飛舞，堪稱"天下奇觀"。 
【景德鎮】為四大名鎮之一的，它是唐宋時期興起，至明清時鼎盛的瓷器藝術之城，建城已有 1700 餘
年，因北宋景德年間開始燒製禦用瓷器而得名，素有「瓷都」之稱。 
【古窯】由風火仙師廟、圓器作坊、琢器作坊、柴垛、窯房、鎮窯等組成，展示了景德鎮獨特的瓷業習
俗、古代工業建築佈局和明清時期景德鎮手工制瓷的工藝過程。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景德鎮的瓷工
是怎樣生產瓷器的。 
【陶瓷民俗博物館】位於瓷都的“風水寶地＂楓樹山蟠龍崗風景區。四周青山環繞，樹木蔥鬱，環境雅
靜。是景德鎮市集古陶瓷、古建築、古工藝為一體的國家級文博旅遊景點。坊內錯落有致的分佈著古制
瓷作坊、古鎮窯、陶人畫坊。在作坊裏可見到“手隨泥走，泥隨手變＂，巧奪天工的拉坯成型；在鎮窯
裏，可看到神奇的松柴燒瓷技藝，從中領略到景德鎮古代手工制瓷的魅力。 
【瓷立方陶瓷文化創意園(瓷器體驗)】以瓷立方創意園為主體，建成了藝術家交流創作平台，面積約 2000
平方公尺，不僅有大師工作室，還有陶瓷手工作坊、窯爐等設施，為藝術家提供創作空間，同時還為日
用陶瓷、藝術陶瓷、創意陶瓷等各類陶瓷提供了展示平台。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合菜(RMB.50/人)   /（晚餐）瓷宴(RMB.50/人) 
住宿：景瀚大酒店(準 5 星)  或同級旅館 
 
第四天 樂平～(車程約 1.5HR)婺源～彩虹橋～思溪古民居～李坑村～汪口俞氏宗祠～(車程約 1.5HR) 
        三清山 
【婺源】中國最美麗的鄉村，猶如一個大公園，人們說她是《最後的香格里拉》，境內還有許多保存良
好的古村落，與青山綠水與粉牆黛瓦、飛簷戧角構成一幅幅恬靜自如、天人合一的畫卷。 
【彩虹橋風景區】坐落於清華鎮北側河上，它是以八百年廊橋彩虹橋為主體的一個風景名勝區，這裏有
厚重的橋文化、歷史古跡、古人留存的生產工具，又有生態較好的自然環境。被各媒體譽為中國最美的
廊橋，是省級重點保護文物。她有著悠久的歷史，建於南宋，已有 800 年。彩虹橋全長 140 米，由六亭，
五廊構成長廊式人行橋。每墩上建一個亭，墩之間的跨度部分稱為廊，因此，也叫廊亭橋。從遠處看，
亭略高於廊，形成錯落有致。彩虹橋取唐詩“兩水夾明鏡，雙橋落彩虹＂之意命名。整座橋為了便於維
修，化整為零，每個亭、廊都是獨立的，這樣做不會因為一處壞而影響到整座橋，設計非常科學。其中
橋墩是整座古橋最精美的部分，體現了古樸厚重的藝術風格是，歷史的存積感很強。 
【思溪古民居】位於縣城北偏西 18 公里處的思口鎮。延村原名“延川＂，明初金姓自本縣沱川遷入後
改今名。歷史上以商賈聞名的延村，現有房屋多為清代乾隆、嘉慶年間建築，也有少量系明代所建。最
興旺時全村有四座祠堂，一百餘棟大宅，村人如遇雨雪天氣，由村頭走到村尾，可穿堂入室而衣裳不濕，
足見“群屋一體＂的規模。 



【李坑村】小橋流水人家的李坑村為南宋乾道三年武狀元李知誠故里。村內的 260 多戶人家大多居住在
溪的兩岸，故形成小橋流水人家的畫卷。村內有明清古民居、古橋、古亭、古樹等景觀。村中那清澈的
小溪映照著浣衣女美麗的身影，倒映著粉牆黛瓦的古民居，處處都將滯留你的腳步。 
【汪口俞氏宗祠】為清代中期「歇山頂式」磚木建築，佔地 1000 多平方米，所有樑、坊、駝峰、雀替
均為精細三面浮雕，全祠堂共有七十根立柱，地面全用上等青石舖砌，氣勢雄偉，工藝精巧，被專家譽
為「藝術寶庫」。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農家宴(RMB.50/人)   /（晚餐）三清山風味宴(RMB.50/人) 
住宿：錦琛山莊(準 5 星)  或  三清山開元度假酒店(準 5 星)  或同級旅館 
 
第五天 三清山(纜車上下)～西海岸景區～東海岸景區～南清園景區～三清山 
【三清山】有三清道教古建稱奇，怪峰異石仙跡神工，古松奇花萬姿千態，飛瀑流泉瑰麗多彩，雲海神
光變幻莫測，人文景觀粗獷古樸，處處美景時露神韻。還有攬勝遍五嶽，絕景在三清及江南第一仙峰，
天下無雙福地等。當您在三清山的感觸在雲霧的家鄉，松石的書廊，勾出東險、西奇、北秀、南絕藍圖，
悠然于美在自然，奇在深幽的意境，同時感受出有泰山之雄偉、華山之峻峭、衡山之煙雲、匡廬之飛瀑
於一峰的神奇的風采。 
【西海岸景區】是在海撥 1600 多米的懸崖上，向外懸出的一條全長約 3700 米，寬 1.3-2 米的鋼筋混凝
土棧道。因其中 2700 米不見臺階，宛若玉帶，平整如岸，故名西海岸。它也是全世界高山懸空棧道最
長、路面最平、視野最開闊的觀景長廊。 
【東海岸景區】與三清山西海岸、三清宮兩大景區形成一條海拔 1600 米的高空環型旅遊線路，是觀賞
三清山東部瑰麗風光的最佳之處。其中叫絕的有以下幾大奇觀：日出、壯闊雲海、百里松林、驚險刺激
的索橋、透明玻璃觀景台、幽深峽穀、不同角度的東方女神和巨蟒出山等等。漫步於陽光海岸棧道之上。 
【南清園景區】為一環行步道，以山嶽，奇松，怪石風光見長，玉皇頂、神女峰、玉台、巨蟒出山為非
到不可的風景絕佳之處。地勢以玉皇頂，玉台為高點，玉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可觀日落、日出。 
註 1：三清山山上景區範圍廣大，所包含景點眾多，由於山上無任何交通工具，完全需靠旅客步行到達
每個景點及飯店，因此所能欣賞到的景點需視旅客腳程及體力而定，若旅客有體力上的考量，亦可選擇
遊覽一部份。 
註 2:三清山氣候較為潮濕，故當地酒店損耗率高，條件不如其他大城市；為使旅遊行程順暢，安排於此
住宿，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女神風味(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50/人) 
住宿：錦琛山莊(準 5 星)  或  三清山開元度假酒店(準 5 星)  或同級旅館 
 
第六天 三清山～(車程約 2.5HR)龍虎山風景區(天師府、上清古鎮、船遊仙水岩景區、古代懸棺表演) 
        ～龍虎山 
【天師府】位於上清鎮，是歷代張天師的起居之所，原建於龍虎山下，後遷於上清。張天師的名號已傳
到 63 代，是我國最長的受皇帝冊封的一姓嗣教，民間有“北有孔夫子，南有張天師＂之說。天師府占
地 5 萬平方米，有 500 多間房舍，樓台殿閣金碧輝煌，曲徑回廊不計其數，府內古木參天，環境清靜，
風景十分優美。它既保留了中國傳統的府第規格，又兼有封建衙署的某些特點，在佈局上保持了鮮明的
道教正一派風格。每年的 10 月初，這裏會舉行龍虎山道教文化節，遊客可以觀看到道教法會表演。龍
虎山天師府，原名嗣漢天師府，為道家正一派組庭，為一皇府式建築群，層層疊疊佈局呈八卦形，陳列
歷朝皇帝禦賜和歷代天伏虎降魔的法台、令旗、朱筆、兵器及靈符等。 
【上清古鎮】已經有上千年的歷史，該鎮屬龍虎山風景區，距鷹潭市區 25 公里。古鎮依水而建，周圍
群山環繞，自然環境優美。古鎮上名勝古跡很多，長約 2 公里的上清古街上有長慶坊、留候家廟、天師
府、留候第、天源德藥棧、天主教堂等景點。沿河櫛比鱗次的吊腳樓和船埠頭更讓小鎮顯現出江南水鄉
的風格。 
【船遊仙水岩景區】龍虎山山麓沿瀘溪河乘木船西行，在七裏之內有一百多座山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被稱為仙水岩的 24 座山峰。這裏的清溪繞山蜿蜒、奇峰橫臥碧波，四野景色美不勝收，有“小灕江＂
之稱。兩岸的岩石千奇百怪、氣象萬千，特別是著名的“十不得＂岩石景觀，大都惟妙惟肖、妙趣橫生。 
古代懸棺表演 從上清碼頭可以乘船，一路上不僅可以看到“十不得＂景點，還能看古代懸棺表演，以
示升官發財之意。在二十四岩的盡頭有水岩，這是一個臨溪的大岩洞，裏面可容納數百人。洞前江水澄
清、洞頂懸空伸出江面，人站在洞口頗有些驚險之感。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天師宴(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RMB.50/人) 
住宿：天裕豪生大酒店(準 5 星)  或  錦都金源酒店(準 5 星)  或同級旅館 
 
第七天 龍虎山～(車程約 2.5HR)南昌～鳳凰溝景區(含電瓶車)～汪山土庫～百花洲公園～佑民寺～ 
        南昌 
【鳳凰溝景區(含電瓶車)】園內綠樹成蔭，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環境幽靜，空氣清新，且四季有景有
花，春季有讓人陶醉的玉蘭、碧桃、梨花、櫻花等；夏季有爛漫的紫薇、木槿及荷花；秋季有芬芳四溢
的桂花，火紅的楓林等；冬季有茶梅、茶花、梅花等。常年有果，冬春有草莓，夏日有桑椹、桃、楊梅、
早熟梨，秋天有柑桔、柚子和柿。鳳凰溝風景區打造有“八園一館一村＂，他們分別是觀賞植物展示園、
生態養猪示範園、生態茶業展示園、果業展示園（百果園）、高效蠶業展示園、水產展示園（漁樂苑）、
水稻高產創建示範園、蔬菜瓜果展示園、農機展覽館、白浪湖度假村。 
【汪山土庫】地處江西省新建縣大塘坪鄉汪山崗，距省城南昌 45 公里，是清道光初年興建起來的官僚
豪門府第。土庫以江南園林建築、徽派建築與清朝宮庭建築相結合，建築規模浩大、氣勢偉絕，在江南
乃至全國實屬罕見，在民間素有“江南小朝廷＂之稱。民族英雄林則徐曾在此書下一聯饋贈：湖山意氣
歸詞苑，兄弟文章人選樓。 
【百花洲】為南昌東湖之中有三座小島，合成百花洲。後來，也把整個東湖一帶的風景區稱之為百花洲。 
東湖位於南昌市區中心，湖面約 13 公頃。自唐以來，東湖即為著名風景湖。明代以後，分成東、西、
南、北四湖，有橋涵相通。東湖之中有三座小島，俗稱三洲即百花洲。現有九曲橋、百花橋及海成堤（亦
稱“蘇翁堤＂）跨湖通洲，洲上有“水木清華＂館、中山亭，百花洲亭，蘇圃和文物廣場等名跡，歷史
上的東湖書院、東湖書畫會、南昌行營都設在這裡。 
【佑民寺】中國古代著名寺廟，是“洪州禪＂的發源地，也深遠地影響了後來的臨濟、溈仰、楊岐、黃
龍等佛教宗派。始建於南朝梁天監年間，原為豫章王蔚綜之師葛魚單捐獻的住宅。佑民寺殿堂雄偉，前
殿有眾多佛像和千佛缸，缸外裝飾九十餘個佛像，神態各異，古樸端莊。在缸上飾佛像眾多，中國國內
罕見。後殿有巨型銅佛像，佛像莊肅穆，為“南昌三大寶物＂之一。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午餐）鳳凰溝養生宴(RMB.50/人)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RMB.180/人) 
住宿：南昌 SWISS 瑞頤大酒店(5 星)國際連鎖  或  南昌香格里拉大酒店(5 星)國際連鎖  或同級旅館 
 
第八天 南昌～滕王閣～江西省博物館～秋水廣場～贛江市民公園～南昌之星摩天輪～機場／桃園 
【滕王閣】江南三大名樓之一，它是唐高祖第二十二子李元嬰被封為滕王時所建，因王勃寫下一首千古
膾炙人口的「滕王閣序」而名揚天下。登上滕王閣主樓遠眺四方，贛江撫河，水光瀲艷，煙波浩渺；極
目之處，水天一色，氣象萬千。 
【江西省博物館】將歷史、自然、革命三個博物館合在一起，組成一座國內一流的大型綜合性博物館，
這在全國尚屬首創。江西省博物館舍主體建築造型取材明代景德鎮禦窯出土白瓷三管器，歷史館、革命
館、自然館三館合一，將古代陶瓷藝術與現代建築風格巧妙地融於一體；莊重典雅，別具一格。註：江
西省博物館每週一休館，若遇休館日將以八一廣場替代，敬請見諒! 
【秋水廣場】取滕王閣序中“落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意境，秋水廣場正是由此而得名；
是一座以噴泉為主題，集旅遊、購物、觀光為一體的大型休閒廣場。紅谷灘秋水廣場上音樂燈光噴泉引
人注目，是亞洲最大的音樂噴泉群，是南昌市一靚麗景觀。 
【贛江市民公園】於 2006 年元月 1 日開園。它蜿蜒於紅穀灘新區濱江沿岸，北起英雄大橋，南至生米
大橋。整個景觀帶按照功能劃分為文化長廊、運動休閒、商業中心和科技文博四大主題區，功能之間雖
各自側重的不同，但又通過綠地、水面自然融合，是市民休閒、遊玩、運動新的景區。 
【南昌之星摩天輪】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摩天輪，為南昌市標誌性建築。輪面彩燈由六七千根 LED 半
導體照明器件構成，全部亮燈後除了可以顯示一座直徑為 153 米的巨型彩色時鐘，還可根據需要設定不
同圖案，詮釋著南昌作為世界動感都會的昂首姿態，成為南昌的重要地標之一。 
專車前往機場，結束江西之旅，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豫章家宴(RMB.50/人)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溫暖的家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飯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利。 
2.為考量旅客自身旅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旅客之旅遊權益，年滿 70 歲以上或行動不便之貴賓，若



無親友陪同者，請務必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親愛的旅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年人，未與法定代理人一同報名參加旅遊行程時，須得法
定代理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旅行社所給旅
遊定型化契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理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團體旅遊需多方顧及全體旅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若有嬰幼兒同行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
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量帶嬰幼兒同行可能產生的不便，以避免造成您的不悅與困擾。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不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
中華料理餐廳外，多數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料理為主；若為飯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
多數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飯或麵食類。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諒並自行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不時之需。 
6.飯店房間均提供兩小床房型，若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飯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
三人一室加床(須另外加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不便敬請見諒。 
7.本行程設定為團體旅遊行程，故為顧及旅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旅遊行程期間，恕
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若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旅遊需求，建議您另行選購團體自由行或航空公司套裝自
由行，不便之處，尚祈鑒諒。 
8.行程於國外如遇塞車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塞車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行程或餐食的安排時，
為維護旅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益，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旅遊行程，敬請貴賓們諒解。 
9.因氣候無法預測，故若遇大風雪、火山灰、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行程安全順利為考量採緊急行
程應變措施；敬請見諒。 
10.根據中國民用航空局有關規定，旅客不得隨身攜帶或在手提行李、托運行李中運輸打火機火柴。如
您隨身攜帶或在手提行李、托運行李中有打火機火柴的，請您取出並自行處置。否則，您可能面臨公安
機關人民幣 5000 元以下罰款、拘留等行政處罰。由此造成的其他損失由您自行承擔。 
11.中國大陸受限於當地官方電信管控，導致遊客在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或網站
(如:fb.line.yahoo.google...等)無法使用。舉凡在中國大陸使用之所有 WiFi 系統皆會有受限，特此
說明! 
註:如使用漫遊則不受制大陸電信規範，但其漫遊資費與使用方式請洽詢所屬之台灣電信公司，謝謝。 
12.鑑於中國大陸運輸安全法規定，搭乘高鐵(動車)所攜帶的隨身或托運行李中不得含有各式刀具、槍
砲、彈藥等危險物品，故請勿攜帶搭乘。否則，您將可能面臨公安機關罰款、拘留或沒收等行政處罰。
如由此造成任何損失則需由您自行承擔。 
13.中華航空提醒:因受飛行考量及法規限制，CI/AE 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數量上限，報名時請先
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年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14.飯店房型為兩人一室，若無同行者一同報名參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領隊
進行分房（但無法保證）。若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
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說明公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