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湘西  直飛張家界六天  

【南方航空直飛＋三排椅＋升等 5 ★皇冠假日大酒店一晚】 

 

 



 

 



 

 
 



 

 

升等一晚全新開幕國際連鎖五星級大酒店│ 

 

 



 

 

 

 

 

第一天 桃園／張家界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中國湖南省－【張家界】。位於武陵源區南，於 1982 年成
為中國大陸的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集『泰山之雄、華山之險、黃山之奇、桂林之秀』，可深入大自然
的腹地，呼吸純淨的氧氣，給遊人留下清、香、綠、鮮、幽的印象。199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躋身於世界著名風景區的行列。 

住宿：準★★★★★大成山水國際酒店 或同級 http://www.zjjdc.com/ 
餐食：早：X    ／午：家中饗宴  ／晚：黑竹溝野磨菇宴(50RMB) 

 
第二天 張家界【天門山森林公園、天門山高空纜車、鬼谷棧道、天空步道+盤龍崖玻璃棧道（含鞋套） 
    、天門洞（含單程手扶梯）】－芙蓉鎮【含電瓶車、溪州桐柱、王村瀑布、土司夏宮、石板街、 
    贈送品嘗米豆腐】 
【天門山森林公園】占地面積 96 平方公里，為四面絕壁的台形孤山，屬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天門
山海拔 1518 公尺，是張家界的文化聖地，被稱為《張家界之魂》，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譽，是張家
界地區最早載入史冊的名山，也是張家界地區海拔最高的山是張家界第二個國家森林公園。西元 263 年，
因山壁崩塌而使山體上部洞開一門，南北相通；三國時吳王孫休以為吉祥，賜名《天門山》。 
【天門山高空纜車】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單線循環式高山客運索道，長 7454 米，高差 1277 米；天門洞
氣勢臨空獨尊，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門高 131 公尺、寬 57 公尺、深 60 公尺；1999 年世界
特技飛行大師曾架機穿越天門洞，引起世人關注。 
公告：天門山 4 月 25 日起更為環線遊覽，開通穿山扶梯（天門洞後至山頂）；天門山索道中站，將不再
上下客人； 
【A 線】索道上山後乘穿山扶梯至天門洞乘環保車下山 
【B 線】環保車至天門洞乘穿山扶梯上山後乘索道下山 
【天門洞】高 131.5 米，寬 50 余米，南北對開於千尋素壁之上，氣勢磅礡，巍峨高絕，是罕見的高海拔
穿山溶洞，更是盡顯造化神奇的冠世奇觀，天門洞終年氤氳蒸滕，景象變幻莫測，時有團團雲霧自洞中
吐納翻湧，時有道道霞光透洞而出，瑰麗神奇，宛如幻境，似蘊藏天地無窮玄機。天門洞 千百年承接
天地萬物的靈氣，成為人們祈福許願的靈地，天門洞被視為《天界之門》、《天界聖境》，已成為美好幸



福的象徵。 
註：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山上環保車停駛，則天門洞僅能安排在搭乘天門山纜車時遠觀，敬請見諒。 
【鬼谷棧道】叫人心驚膽顫的鬼谷棧道，位於西線覓仙奇境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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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棧道上，挺著發麻的雙腿，
帶著急促的心跳，閉上眼，伸開雙臂，你就能得到一次最完美、最刺激、最貼近自然的 SPA。據施工人
員介紹，此棧道是他們所修棧道中施工最難，最險峻的一條。棧道中還有一個凌空伸出的長約 5 米的玻
璃站台，這裡，沒有鋼筋水泥的阻礙，只有赤裸裸的透明迎接著每個人的尖叫!鬼斧神工的倚垂直峭壁而
建,幾十公分寬的棧道下是萬丈深淵，不是說笑，膽量少點都會被嚇至腳軟，非常刺激。 
【天門山天空步道】懸於山頂西線，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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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從玻璃臺可以看見下面。玻璃臺伸出棧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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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龍崖玻璃棧道】盤龍崖玻璃棧道開通迎客，該棧道全長 100 米、寬 1.6 米，因站在玻璃棧道上能俯
瞰天門山 99 道彎盤山公路而得名「盤龍崖玻璃棧道」。絕壁凌空，氣勢恢弘，令人頭暈目眩。 
註：若遇天候(下雪.下雨.風大)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天空步道關閉時，則此景點取消不走，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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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邊城故事酒店（當地最好） 或同級 
餐食：早：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景豪餐廳（50RMB）  ／晚：酒店合菜（60RMB） 

 
第三天 古丈紅石林景區－世界文化遺產—老司城【含環保車、古渡遊船、文化遺產博物館、古城遺址、 
    彭氏宗祠、土家擺手堂】－張家界晚觀魅力湘西 SHOW 
【古丈紅石林景區】古丈紅石林國家地質公園包括紅石林景區，坐龍峽景區，棲鳳湖景區和“金釘子”
保護區四個景區，以紅石林景區為主。公園內的紅石林以其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質環境條件，形成世所
罕見的地質遺跡。其形成過程各個發育階段的景觀在公園表現齊全，系統完整性好，全面展示了紅石林
形態類型與組合，並保留有完整的發育演化遺跡，被稱為“紅石林博物館”。 
【世界文化遺產—老司城】老司城遺址：位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城東 20 餘公里處的靈溪鎮
老司城村是土司王朝八百年統治的古都，被稱為司城，老司城是南宋紹興五年（1135 年）至清雍正六年
（1724 年）永順彭氏土司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老司城分內羅城，外羅城，有縱橫交錯的八
街十巷，人戶稠密，市店興隆，史書有“城內三千戶，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鎮，萬里之邊城”的
記載。老司城是土司制度的物化載體，是中國古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發展的活標本。 
老司城博物館：主要展示五個方面內容，包括彭氏土司形成，彭氏土司文化傳衍，民俗文化和建築綜合
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以及文物保護管理展示“土司文化研究起步晚，老司城遺址考古走過了 20
多年艱難歲月，開創了我國土司考古的先河。  
【魅力湘西 SHOW】湘西文化的縮影；她是土家風俗的靈魂；她集力量與柔美於一身，展現了生命與自
然的完美融合。她，就是《魅力湘西》，一場來張家界必看的民俗表演，一場演員與觀眾激情互動的本
色演出。《魅力湘西》大型綜藝篝舞晚會，在中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民族歌舞劇院——魅力湘西大劇院—
每晚 8 點準時上演。精心的舞美設計、古老的音樂旋律、絢爛的燈光效果、華麗的民族服飾和強大的演
出陣容，為您精心奉獻一出高品味的湘西民族文化盛宴！走進《魅力湘西》，就走進了湘西古老神秘文



化的最深處。 

住宿：準★★★★★聖多明哥酒店 或同級 
餐食：早：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天下第一螺（50RMB）  ／晚：酒店合菜（78RMB） 

 
第四天 張家界【金鞭溪、水繞四門、十里畫廊(含單程小火車)、寶峰湖(含景區環保車+遊船)、張家界 
    後花園-大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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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單程小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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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峰湖(含遊船+環保車)】位於索溪峪鎮正南 2 公里。數年前，這裡還是幽深峽穀，後來當地人在谷口
石隙間修建了深達 72 米的水庫，蓄水灌田，無意中造就了一處絕世美景。清澈無比的湖泊倒映群山，
水因山而綠，山得水更青。遊船上有土家山歌表演，值得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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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準★★★★★聖多明哥酒店 或同級 
餐食：早：飯店內    /午：土家阿妹餐廳（50RMB）  晚：金鳳凰酒樓（60RMB） 

 
第五天 張家界【百龍觀光電梯上下 VIP 通道、袁家界風景區、天下第一橋、迷魂臺、後花園、賀龍公 
    園、天子山】-溪布老街、軍聲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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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項桂冠，獨步世界。可謂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建築奇觀，當領略過張家界的絕世美景，又怎能不坐上這獨步世界的天梯，天梯快速穩步上升，
成為巨大的掃描器，以我們的眼睛為探頭掃描著周圍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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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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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杉刀溝上袁家
界，沿絕壁頂部邊緣遨遊，至於中坪“觀橋臺”遙望千米之外，只見石橋淩空飛架兩峰之巔，氣勢磅薄，
奇偉絕倫，石橋寬僅 3 米，厚 5 米，跨度約 50 米，相對高度近 400 米。天下第一橋與夫妻岩並稱《張
家界雙絕》。 
【迷魂台】分兩級， 第一級比第二級高 2 米， 面積約 100 平方米。第二級懸空橫伸， 可坐十幾個人。
在這裡眺望， 高低錯落的石峰若斷若連；團團薄霧飄渺如煙， 群峰時隱時現，令人難辨天上人間。迷
魂台是取這里風光奇絕，令人意亂神迷馳魂奪魄之意。站在石台上遠望，黃石寨和腰子寨連成了一幅半
弧形的山水畫；金鞭溪和畬刀溝若隱若現；腳下山谷中，成團成簇的岩峰間，雲繚霧繞，有時瀰漫成壯
闊的江流，現出江上數峰青的奇異圖畫。這時，就自然而然想起古人的句子：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



上使人愁。愁的是魂靈迷失在這片奇山異水之間，找不到歸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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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霧彌漫，猶如古
時皇宮內的後花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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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山】位於于武陵源的東北部，此景區東自深圳閣起，西至將軍巖止，延盤繞近 40 公里，總面積
近百平方公里。天子山名稱的由來是因宋代土家族領袖向大坤在此率眾起義，自稱天王，後亦殉難於此；
安排貴賓搭乘纜車下覽西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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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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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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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納百利皇冠假日大酒店 或同級 
餐食：早：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阿凡達餐廳（50RMB） ／晚：烏龍山寨風味餐（60RMB） 

 
第六天 張家界【張家界博物館（周一閉館）】／桃園 
【張家界博物館（周一閉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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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懷著滿滿的滿足和飽飽的回憶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可愛的家園。   

住宿：★★★★★ 溫暖的家園 
餐食：早：酒店內活力早餐  /午：機上簡餐  /晚：家中饗宴 

 
■【張家界旅遊注意事項】 
1.於張家界景區搭乘環保車時會有與其它團體合車狀況。 
2.張家界住宿飯店至景區間往返視當地調派車輛狀況安排，非一車到底，敬請見諒。 
3.從 2010 年 1 月 1 號開始，湖南省的所有酒店就正式取消了一次性用品免費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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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醒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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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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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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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