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門狐仙 新劉海砍樵 

  

「天門仙境，曠世奇緣 

千年玄狐，跨越人間仙界的愛情天塹 

萬年守望，感召天門絕境的生死戀歌」 

該幕劇由中國山水實景演出創始人、《印象·劉三姐》的總製作人梅帥元擔任總導演，獲得
奧斯卡音樂大獎的華人作曲家譚盾擔當音樂藝術總監，著名舞蹈家楊麗萍舞擔任蹈總
監。它是世界上第一台以高山奇峰為舞臺背景、以山澗峽穀為表演舞臺、有完整故事情
節的音樂歌舞劇，該劇最大的特色是把山水樹木情感化，做到人與自然合一，全劇共分
為四幕， 

通過音樂、歌舞、魔術、雜技、影像等表演形式，融入湘西民族特色，演繹一出古老的
傳奇愛情故事和奉獻魔幻視覺盛宴。 

 

  
 
 
 



宋城——千古情演繹秀 

 

 

 

 

 

 

 

 

                             「方寸之間，萬箭齊發 

                            煙雨朦朧，衣衫浸濕 

                            山崩地裂，近在咫尺。」 

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是杭州宋城景區的靈魂，用先進的聲、光、電科技手段和舞台
機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現方式演繹了良渚古人的艱辛、宋皇宮的輝煌、岳家軍的慘烈、
梁祝和白蛇許仙的千古絕唱表現的淋漓盡致，帶給觀眾視覺體驗和心靈震撼。 

《宋城千古情》以杭州的歷史為主題，分為良渚之光、宋宮宴舞、金戈鐵馬、西子傳說、
魅力杭州等五個部分。第一幕良渚之光，追朔到八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先民生活；接下來
的宋宮宴舞，演員從四面八方穿過觀眾席，描述宋朝歌舞昇平，外邦來華朝貢，江南水
鄉在人文方面欣欣向榮的景象。第三幕金戈鐵馬走入殘酷的戰場，以岳飛抗金的故事為
背景，其中，演員從兩層樓高的城牆上一躍而下，令現場觀眾一片驚呼。西子傳說帶入
西湖畔淒美動人的愛情故事，白蛇傳中水淹金山寺的場景，舞台瞬間變成水鄉澤國，令
觀眾嘖嘖稱奇；梁祝的愛情故事運用最新的全息投影技術，如夢似幻。最後一幕魅力杭
州以煙雨江南為主軸，觀眾席灑下的水霧，令遊客感受到江南的浪漫情懷。 

 

 

 

 

 

 

 



※【購物安排】 

全程不進購物站，旅遊品質有保障、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導遊會在車上販售土特產，例如：酒鬼酒、薑糖、銀飾、黑茶、 

花生，敬請參考選購，謝謝。 

※【自費項目】 

無自費 

※【特別贈送】 

(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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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3026 桃園 張家界 15：45 18：25 

CZ-3025 張家界 桃園 12：10 14：45 

 

 

◆第一天   桃園  張家界              

今日搭乘飛機飛往【張家界】，張家界 張家界是中國湖南省的省轄地級市，位於湖南西北部，澧水中

上游，屬武陵山脈腹地，為中國最重要的旅遊城市之一。1982 年 9 月，張家界成為中國第一個國家森

林公園，1988 年 8 月，武陵源被列入國家第二批 40 處重點風景名勝區之內；1992 年，由張家界國家

森林公園、索溪峪風景區、天子山風景區三大景區構成的武陵源自然風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自然遺產名錄》。 

早:  X 敬請自理       午: 機上套餐           晚: 鱘龍魚風味 VIP 包廂 50 RMB 

住宿：張家界市區 ★★★★★ 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張家界 / 鳳凰【鳳凰古城、沱江泛舟、萬名塔、吊腳樓、古城夜景】                   

【鳳凰古城】，這裡也是知名作家沈從文的故鄉，在這座沈積千年厚重文化的小城裡曾孕育了文學巨匠—

沈從文；畫壇鬼才—黃永玉；貴州提督—田興恕；孫中山時期民國第一內閣總理—熊希齡先生等等名人；

既不是純粹的邊疆民族色彩，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中華古跡風情，而是兼具苗族小鎮的細緻溫柔與古老歷

史累積的厚蘊文化，是文人墨客最愛駐足的地方，也是最適合悠哉踱步、沉澱心靈的小鎮，沿途欣賞土

風苗韻，感受獨特的三苗文化及古樸典雅的苗家風情。【沱江泛舟】沱江河是古城鳳凰的母親河，她依

著城牆緩緩流淌，世世代代哺育著古城兒女。坐上烏蓬船，聽著艄公的號子，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歷史的

土家吊腳樓，別有一番韻味。【萬名塔】，位於鳳凰古鎮城東青龍山麓沙灣黃土坎的沱江之濱，東靠雕

樑畫棟的遐昌閣，西望氣勢若虹的風雨橋，是建立在原字紙爐的遺址上。由著名畫家黃永玉於是 1985

年倡義同，群眾集資，政府扶助於 1988 年建成，故名“萬名塔”。【吊腳樓】屬於一種半干欄式木質

建築。一般分上下兩層，上層通風、乾燥、防潮作為居室；下層是豬牛欄圈或用來堆放雜物。【夜遊鳳

凰古城】夜晚不僅僅是浪漫迷人，那種遊人如織的氣氛中、委身於琳瑯滿目的藝品店裡，神遊於藝海中，

其樂無窮。同樣是逛街，夜晚的遊客就是多了那麼一份輕鬆與自在、愉悅與欣喜！沱江的夜晚，也相當

浪漫迷人！漫步江岸的步道，只見兩岸吊腳樓餐館、咖啡座燈火輝煌，大紅燈籠高掛，輕柔的音樂飛灑

而出，飄向江面上的月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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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吉首 準 ★★★★★ 陽光酒店 或 吉首皇冠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鳳凰 / 張家界【天門山景區、天空步道(含鞋套)、天門洞、單程穿山手扶梯、

含景區環保車（備註：冬季 12 月-來年 3 月初，天門洞關閉，環保車停運，只開放索道

往返）、天門狐仙秀】         

【天門山森林公園】。我們將會體驗搭乘

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單線循環式高山客運索

道【天門山高空纜車】，長 7454 米，高差

1277 米。天門山不僅以其神奇獨特的地質

外貌、豐富寶貴的自然資源令人矚目，更

因其深遠博大的文化內涵、異彩紛呈的人

文勝跡聞名遐邇。三國時吳王孫休以為吉

祥，賜名“天門山”。【天空步道】玻璃

棧道，長約 60 公尺的透明步道，設於海拔

1430 公尺高的山壁，腳下就是懸崖峭壁，

既可飽覽美景又充滿刺激震撼，此步道可與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相媲美，被譽為東方的“天空之

路”。【天門洞】，天門洞頂，又有水無塘，只見一眼水出，長流不絕，遊人從洞中經過，仰視洞頂，

便只見水從眼出，初如柱，旋排散如花，形似梅花，故民間稱爲“梅花水”，並說：“誰人接得四十八

滴梅花水，便可升官發財中狀元”。於是遊人到此，都張口去接這象徵吉祥的“梅花水”。上天門山觀

光遊覽，不可不去天門山頂一觀。天門山頂古稱“雲夢絕頂”，是天門山的制高點。站在頂上，居高臨

下，視野開闊，環顧四周，晨觀日出紅山，夕觀日落熔金，大小景點，盡收眼底。我們將搭乘亞洲最長

的天門山客運索道上下山，並沿途參觀天門洞、天門書院、上天梯、天門山寺等絕美景點。【穿山隧道

(手扶梯)】湖南張家界的天門山日前開通全球首條在山中隧道內安裝的手扶梯，總長為 897 公尺，共 12

段，可以提升 340 公尺的高度，總共跨越的長度達 692 公尺，從天門山洞底直達山頂，單向一小時可

輸送 3600 人，不僅能縮減遊客排隊時間，從山頂到天門洞之間往返也更加快捷。【天門狐仙秀】是一

部超震撼的山水實景演出、魔幻音樂劇。故事改編自神話傳說《劉海砍樵》，講述了一段感天動地的人

狐之戀。劇中真實展現了東方玄幻風格的場景：近 1 萬平米劇場的漫天飛雪、狐狸精在舞台上直接變幻

成人型、超大可移動人造月亮、瞬間被流水包裹的 5000 平米玻璃鋼炫彩舞台、60 米長高空飛橋、主人

公飛升至上百米高空變換成星星消失…劇中使用了大量機械、魔術及特效，營造出一幕幕令人驚異的奇

幻場景，讓觀眾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由於劇情感人，坐在觀眾席甚至能看到旁邊觀眾在抽泣…達到視

覺聽覺心靈的三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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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張家界市區 ★★★★★ 戴斯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張家界【袁家界風景區(電梯上)、天下第一橋、迷魂臺、乾坤柱、天子山、賀

龍公園（百龍電梯上，天子山索道下）、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往返 C 線）、宋城——千

古情演繹秀】          

【袁家界風景區(電梯上)】位於森林公園北面，是一方山台地。面臨幽谷，後依群峰，自東向西延伸。

主要遊覽景點。袁家界名稱相傳來源於後唐時期，黃巢起義失敗後，朝庭為徹底肅清亂黨，四處張榜，

捉拿義軍。當時黃巢手下有一名將士，姓袁，為躲避追捕，便來到了這遠離人世的深山野嶺——青岩山

隱居，他在這裡結廬為舍，墾荒種糧，並以自己的姓氏為這裡命名，起名“袁家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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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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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魂臺】自天下第一橋東行

200 多米處，再南行 50 米即至。立台鳥瞰遠近寬廣的盆地裡，高低粗落的翠峰，如樓如閣，如台如榭、

如凳如椅、如人如獸、千姿百態、景象萬千。【天子山】山頂，此處居峰林如海、谷壑幽深、氣勢雄偉、

視野開闊、層次分明。連心橋上即可看到張家界奇峰三千之一的【乾坤柱】，高約 150 公尺，下小上大，

頂端植被茂盛，峰體造型奇特，有頂天立地之勢，故名之為「乾坤柱」。【賀龍公園】此處融合自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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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山索道】的建成開通，極大地

改善了武陵源風景區的旅遊交通環境，使遊人花半日功夫上得天子山來隻看一眼的遺憾，變成了間歇飛

渡上山便可盡覽天子山這“擴大的盆景，縮小的仙境”的迷人景色之享受。乘坐天子山索道。【張家界

大峽谷】位於湖南省張家界市，是張家界地貌的極品景區之一。張家界大峽谷集山、水、洞於一身，是

張家界地貌的博物館，可觀賞到北溫帶喀斯特地形的全部風景！谷中猴群歡躍，百鳥爭鳴，湖水清澈、

群山倒蘸，鴛鴦戲水、空氣清新、絕無僅有。【宋城—千古情演繹秀】杭州宋城景區的靈魂，與拉斯維

加斯的"O"秀、巴黎紅磨坊並稱"世界三大名秀"。用先進的聲、光、電科技手段和舞台機械，以出其不

意的呈現方式演繹了良渚古人的艱辛、宋皇宮的輝煌、岳家軍的慘烈、梁祝和白蛇許仙的千古絕唱，把

絲綢、茶葉和煙雨江南表現的淋漓盡致，極具視覺體驗和心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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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張家界景區 ★★★★★ 青禾錦江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張家界【金鞭溪景區、十裡畫廊（小火車往返）、溪布街、軍聲畫院、寶峰湖

景區（VIP 通道+遊船）】 

【金鞭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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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久旱，也

不會斷流。【十里畫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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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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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爲著名。【軍聲畫院】參觀，

館裡展示著各種砂石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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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布街】專案總建築面積 7 萬㎡，整體規劃依託

索溪河親水資源，建築風格以湘西土風苗韻為基調，以傳統土家民居為藍本，營造房中有院、院中有街、

韻味十足的集市盛景，並融國際時尚體驗於一體，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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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體驗坊等為一體的大型複合商業街區。【寶峰湖】是世界自然遺產、

世界地質公園、首批國家 5A 級旅遊區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的組成部分。屬張家界地貌內自然山水

與人文民俗相結合的湖泊型自然風景區。被稱為“世界湖泊經典”,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盛世武陵風味 50 RMB              晚: 酒店合菜 88 RMB 

住宿：張家界景區 ★★★★★ 青禾錦江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張家界  桃園 

早餐後送機，返回溫馨家園。 

早:   酒店內使用              午: 機上套餐           晚: 敬請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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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全程飯店皆為二人一室，大陸沒有自然單間。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旅客，需補單人房差，

敬請見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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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程機票為團體機票，不能更改日期及延回及退票，一但開票後取消敬請補足機票款。 

 使用全素客人，因大陸一般餐聽的素食餐，菜色變化少及質量也較差。敬請見諒。飛機上若有特殊

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五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此行程價格已經分攤老人優惠票價差，旅途期間景區如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

檢查，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  

 

~~祝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