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江三峽：萬裡長江、孕育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長江三峽，是世界內河峽穀風光的精

華、東方山水神韻的瑰寶，自三峽大壩完成蓄水後，長江不受以往枯水期的影響，巨型

遊輪皆可全年度航行，讓人充分感受長江兩岸四季不同的迷人景觀。其中最著名的瞿塘

峽、巫峽與西陵峽區段，大壩完全蓄水所淹沒的高度僅佔原先峽穀高度的 10%~25%，長江

三峽雄偉的氣勢依然如昔，更增添舒適與遊覽的多樣性。  

品長江黃金郵輪，賞三峽詩畫風光，享典雅尊貴人生！  

http://www.yangtzegoldcruises.com/indexnew1.asp  

作為長江第五代五星級游輪的旗艦，長江黃金系列郵輪不僅面對歐美高端客戶開放，而

且也滿足國內高端客戶的需求。每艘郵輪都是一條流動的水上風景線，也是一座移動的

水上宮殿，更是一座美麗的旅行城市！  

長江黃金系列郵輪將帶領著中外嘉賓穿越世界上最壯美的大峽谷，去觸摸大自然絢麗的

風光和多姿的風情！將今日長江旅游和三峽旅游帶入一個奇麗的境界！續寫新的歷史與

神話！  

http://www.yangtzegoldcruises.com/indexnew1.asp


船上設施：  

長江黃金號遊船就是漂浮在江面上的一座五星級酒店，擁有超大江景露臺客房、行政客

房、總統套房、商業步行街、名小吃店、雪茄吧、網路會所、圖書吧、兒童樂園、桑拿

中心、中西醫療館、水療會館 (SPA)、旋轉大廳、多功能大廳、直升機停機坪、露天游泳

池、模擬高爾夫、大型影劇院兼同聲傳譯會議廳等各種商務娛樂休閒設施，並配有 4 部

觀光電梯。  

 中國山水景王長江三峽，一次看盡充份表現山的美麗與水的感動。  

 船遊長江三峽奇壯秀麗巫峽、雄峻瞿塘峽、巫山小三峽。  

 三峽大壩世界上最浩大的水利工程，雄偉壯觀工程規模可比擬中國古代的萬裡長城。 



※【購物安排】  

確保充足的旅遊時間，本行程不安排購物站。註：不含景中站。  

 

※【自費項目】  

石寶寨 RMB220 元 /人、白帝城 RMB290 元 /人、小小三峽 RMB150 元 /人。  

註：此自費為船公司銷售，不強迫參加。  

欲參加者可於現場報名，但參加人數需超過船上人數 1/2 以上方可成行。  

 

※【特別安排】  

(1)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2) 全程指派熱心、負責的專業領隊及大陸導遊，隨團服務。  

(3) 此行程為【下水行程】，不走回頭路，雖然去程航班仍要於寧波轉機，但依

然比直航重慶早到，也可以用個晚餐，再邊洗個香香於五星飯店房裡欣賞重慶

世界有名的百萬夜景後慢慢休息，舒適又超值。  

「不夜景，不重慶」重慶夜景自古美譽為「字水宵燈」，每當夜幕初至，縱觀

城市夜景，城市的燈光如倒影於地面的繁星，讓人仿佛沉醉在銀河群星之中。 

(4) 每天陸地住宿按【五星標準】讓您入住休息  

(5) 天生三橋、龍水峽地縫景區皆【加贈】環保車  

(6) 報價【已含】重慶、宜昌【兩地碼頭行李搬運費】，讓您上船下船都輕鬆  

(7) 為使各位貴賓的行程更加精彩，本公司加贈《印象武隆秀》  



再唱一曲川江號子  《印象武隆》  

【印象·武隆】是著名導演張藝謀領銜的北京印象創新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實景

歌會，該演出充分結合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資源和地方特色文化，以自然山水為舞

臺背景，以群眾生產生活、民風民俗、歷史人文和美麗傳說為藝術素材，演出場地範圍

大約上千畝，演出場地設置座位 2800 餘個，是一個呈“U”形的高山峽谷地帶，四周為

陡峭的山峰。印象·武隆”在夜間演出，採用各種色彩的高科技光源從選定的角度照射到

山體上，達到聲、光、電與實景交相輝映的效果，與演出情景相互融合，產生巨大的夢

幻般的吸引力。  

※【航班參考】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MU-2010 桃園 寧波 11：15 12：20 

MU-2395 寧波 重慶 15：40 18：50 

MU-2087 武漢 桃園 14：45 16：50 

 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一天   桃園  寧波  重慶  

今日請記得於班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機場，並以電

話聯絡我們領隊或機場服務人員報到，由我們為您準

備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寧波】。爾後搭乘

客機飛往【重慶】。【重慶市】為中國四個直轄市之

一，城市依山傍水，自古以來有著霧都、山城的別稱，

瀕臨長江的地理位置使重慶成為政治經濟及交通的

重要都市。並以麻辣鮮香的山城美食、靚麗時尚的個

性美女以及數不完看不盡的名勝古跡著名。 

早:  X                    午:  機上套餐          晚:  川菜風味 50RMB 

住宿：重慶 ★★★★★ 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重慶 / 武隆【天生三橋(含環保車)、龍水峽地縫景區(含環保車)、印象武隆秀】 

【天生三橋～含環保車】武隆天生三橋為世界上最大

的天然石拱橋群，磅礡的自然景觀，天生三橋屬於喀

斯特地形的大自然傑作，3 橋 2 天坑交織出橋中有

洞，洞中有橋的山、水、瀑、峽、橋奇觀，是世界上

最大的天然石拱橋群。不僅榮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自然遺產名錄，還被導演張藝謀相中為由周潤發、

鞏俐、周傑倫、劉燁所主演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之

唯一外景拍攝地，劇中刺客在山坳中施展飛簷走壁功

夫的場景，就以天生三橋為背景，多重加持使武隆揚名四海。【龍水峽地縫景區～含環保車】景區玲瓏

剔透，精雕細琢，全長 2 公里，最窄處僅 1 公尺，從谷頂到谷底高差可達 200—400 公尺。景區內遊覽

線路全棧道設計，科學合理；谷頂穀底之間設有國內第一部 80 米室外景區觀光電梯接送，觀之外面秀

色盡收眼底；天然洞內碧潭中噴泉流水，棧道穿 30 公尺瀑布水簾，奇哉妙哉。地縫中老樹藤蘿盤繞，

泉水流瀑掛壁，險峻幽深，怪石崢嶸，明澗湍急。抬眼望，壁立千仞，天光曦微，讓人昏昏然不知。【印

象‧武隆秀】是張藝謀等人共同打造的實景歌會，不是一般的歌舞類演出，而是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川江號子」為主題，囊括武隆巴人遺風、山水遺情、歷史演進的獨特文化資源，將「號子」、「哭嫁」

等傳承千年卻即將消失的民俗形式及重慶特色的人文元素像是「滑竿」、「麻辣火鍋」融合進去，以真

山、真水結合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資源和地方特色文化、自然山水為舞台背景，以及當地的老百性

生活、歷史人文、風俗和美麗傳說為作為素材而上演的一段大型實景秀。演出場地範圍大約上千畝，演

出場地設置座位約 2800 餘個，是一個呈“U”形的高山峽谷地帶，四周為陡峭的山峰。印象•武隆”在

夜間演出，採用各種色彩的高科技光源從選定的角度照射到山體上，達到聲、光、電與實景交相輝映的

效果，與演出情景相互融合，產生巨大的夢幻般的吸引力。透過這場大型實景演出，將巴渝地區獨特的

「號子文化」再現。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中式合菜 50RMB          晚: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武隆 準 ★★★★★ 依雲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武隆 / 重慶【芙蓉洞(含電子講解)、瓷器口古鎮、外觀重慶人民大禮堂、重

慶人民廣場】 / 長江三峽 

【芙蓉洞～含電子講解】參觀世界文化遺產，

芙蓉洞於 1993 被發現，1994 年對遊人開放。

2007 年 6 月被列入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是中

國首例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的溶洞。芙蓉洞全

長 2846 米，以眾多豎井、洞穴沉積物類型齊全

著稱。【瓷器口古鎮】昔日這裏是一個熱鬧非

凡的水陸碼頭，以出產瓷器聞名，現在仍保留

了濃鬱純樸的古風，成爲了重慶江州古城的縮

影和象徵。古街道鋪著青石板、明清風格的建

築林立，悠閒的茶館更是一道著名的風景，可以回味古鎮情致。【外觀重慶人民大禮堂】20 世紀亞洲

十大經典建築。1950 年動工興建，1953 年竣工。富麗堂皇的大禮堂正以它美麗的英姿吸引著眾多的中

外遊客。大禮堂採用了明清兩代的建築特色，其主要特點就是採用中軸線對稱的傳統辦法，配以柱廊式

的雙翼，並以塔樓收尾，立面比例勻稱。【重慶人民廣場】重慶人民廣場位於重慶市渝中區上清寺附近

的學田灣，於 1997 年 5 月 25 日建成，廣場面積 2.5 萬平方米，綠化面積 1.18 萬平方米。 

 遊覽完後，前往使用晚餐，餐後專車前往碼頭，辦理登船手續後，三峽之旅正式展開。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中式合菜 50RMB          晚:  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超 ★★★★★ 黃金號郵輪 或同級 

 

◆第四天   長江三峽【石寶寨】 

【石寶寨】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石寶寨位於重慶忠縣境內長江北岸邊，距忠

縣城 45 千米。此處臨江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孤峰拔起的巨石，相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

故稱“石寶”。此石形如玉印，又名“玉印山”。明末譚宏起義，據此為寨，石寶寨名由此而來。石寶

寨塔樓倚玉印山修建，依山聳勢，飛簷展翼，造型十分奇異。 

 註：上岸參觀，途中有登山臺階，請穿輕便的鞋子。 

 船上代購：石寶寨景點自費 RMB$220/人客人可自願選擇參加。 

早:  郵輪內使用          午:  郵輪內使用          晚:  郵輪內使用 

住宿：超 ★★★★★ 黃金號郵輪 或同級 

 

◆第五天   長江三峽【巫山小三峽】 

【巫山小三峽】是長江三峽的第一大支流—大寧河下游在巫山縣境內的龍門峽、巴霧峽、滴翠峽的總稱，

全長 50 公里。峽中碧水奔流，奇峰聳立樹木蔥蘢，猿聲陣陣，野趣橫生。有山皆翠，有峰皆奇，有泉

皆飛，雲霧繚繞，河險灘絕，群鳥翻飛，鴛鴦戲水，構成一條美妙動人的自然山水畫廊。 

註：換乘觀光船遊覽。 

（船上代售景點白帝城參考價 290RMB/人，遊船代售小小三峽景點，售價約 120RMB/人，客人可自願

選擇參加。） 

早:  郵輪內使用          午:  郵輪內使用          晚:  郵輪內使用 

住宿：超 ★★★★★ 黃金號郵輪 或同級 



◆第六天   長江三峽【三峽大壩】 / 宜昌 / 武漢【荊州博物館、車觀荊州古城牆】 

【三峽大壩】位於宜昌市三鬥坪，距下游葛洲壩水利樞

紐工程 38 千米，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

也是全國首批 5A 級景區之一。大壩擁有三峽展覽館、

罎子嶺園區、185 園區、近壩園區及截流紀念園 5 個園

區，總占地面積共 15.28 平方公里。旅遊區以世界上最

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三峽工程為依託，全方位展示工

程文化和水利文化。在罎子嶺可以遠眺大壩，俯瞰長江。

而在 185 米水位線觀景區，大壩上游的高峽平湖與下游滔滔江水所形成鮮明的反差。 

註：上岸參觀，可自行準備飲用水。 

【荊州博物館】占地 4.8 萬平方公尺。該館以其優美的環境、豐富的館藏文物和獨具地域特色的文物珍

品陳列，以及考古研究的豐碩成果而享譽海內外。西元 1994 年經國家文物局專家評選，該館榮獲全國

地市級『十佳博物館之首』的美譽。【車觀荊州古城牆】歷史追溯到三國時代，現存的磚城是清代重建

而成。 

早:  郵輪內使用          午:  鄂菜風味 50RMB          晚:  魚宴風味 50RMB 

住宿：武漢 準 ★★★★★ 帝盛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武漢【歸元寺】 桃園  

【歸元寺】武漢的佛教名寺歸元禪寺，為清順治 15 年

（1658 年）由白光法師興建，取“歸元性不二，方便有

多門”的佛偈而命名，其與寶通寺、蓮溪寺、正覺寺合

稱武漢四大叢林（叢林意為“眾僧聚居一處有如眾木相

依為林”）。 

享用午餐後，專車前往武漢天河國際機場，由領隊辦理

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回溫暖的家，結束著令人難

以忘懷的三峽之遊。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中式合菜 50RMB          晚:  X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