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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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里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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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煙三國秀 RMB290/人、白帝城 RMB290/人、小小三峽

RMB150/人、大壩升船机 RMB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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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全程指派熱心、負責的專業領隊及大陸導遊，隨團服務。  

 

※【特別安排】 

(1)每人【一天一瓶礦泉水】  

(2)每天陸地住宿按【五星標準】讓您入住休息  

(3)報價【已含】重慶、宜昌【動車二等座、兩地碼頭行李搬運費】，讓您上船

下船都輕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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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193 桃園 重慶 08：00 11：30 

B7-192 重慶 桃園 12：30 15：30 

 

 

◆第一天   桃園  重慶 / 武隆【印象武隆(普通席)】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準備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中國著名山城『重慶』。 

【重慶市】因多山多霧而有山城、霧都之稱；因夏季天氣炎熱，而為長江沿線的火爐之

一。位於重慶主城區北部的兩江新區是國家級新區、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的先行區、內陸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長江上游地區的金融中心和創新

中心和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武隆】地處重慶東南部烏江下游，東連彭水，

西鄰涪陵、南川，北接豐都，南界貴州道真。武隆經濟較貧困且多發泥石流等自然災害，

雖然縣轄區內蘊藏豐富的鋁土礦資源，但當地政府為保證烏江環境和生態，依然放棄開

發沿烏江的鋁土礦資源保證環保。現武隆將主要產業投注於旅遊與現代農業，民生經濟

較數年前有較大改善，現為渝東南地區成長最快的一個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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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車購特產】★火鍋底料、苦蕎茶、土特產、旅遊紀念品。註：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早:  X          午:  中式合菜 50          晚:  中式合菜 50 

住宿：準 ★★★★★ 仙女山明宇尚雅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武隆【天生三橋(含電瓶車+環保車)、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含小火車)】/ 重

慶【碼頭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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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眺台(玻璃橋)

位於海拔 1128 米高的懸崖上，它距離懸崖底垂直高度為 280 米，這條懸崖上的玻璃橋

是從 2014 年 3 月開始修建的，從護欄和眺台表面客運看到，都是以通透的玻璃製成的，

而且最大的看點就是，站在眺臺上可將天生三礄美景盡收眼底。【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

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位於重慶武隆縣雙河鄉，距縣城 35 公里，因山上有一峰酷似翩躚起

舞的仙女而得名。以其江南獨具魅力的高山草原、南國罕見的林海雪原、青幽秀美的叢

林碧野景觀而被譽為“東方瑞士”。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 4A 級旅遊區、國家地質

公園，中國唯一成為世界自然遺產的洞穴，《中國國家地理》評選的中國最美旅遊洞穴。 

★晚餐後登船★ 

提醒您：從 2014 年 12 月 1 號開始，長江三峽為提倡響應環保，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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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船上每日會有不同的活動，詳細內容請以船公司每晚提供之行程表為主。 

註：受氣候及航道等因素的影響，每日行程可能會有所改變，遊船公司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早:  酒店內          午:  農家風味 50          晚:  川菜風味小吃 50 

住宿：三峽 ★★★★★ 黃金號郵輪 或同級 

 

◆第三天   長江三峽【丰都鬼城】 

【豐都鬼城】位於四川盆地東南邊緣，地處長江

上游。是七裡的故鄉。它是一座依山面水的古

城，春秋時稱“巴子別都”，它是從重慶順遊長

江三峽的第一個旅遊景區。傳說這裡是人死後靈

魂歸宿的地方。“鬼城”豐都，名山上古木參

天，寺廟林立，在龐大的陰曹地府裡仙道釋儒，

諸神眾鬼盤踞各廟，等級森嚴，各司其職並以苛

刑峻法統治著傳說中的幽靈世界。 

※推荐自费【烽烟三国秀 290RMB/人、白帝城 290RMB/人】 

《烽煙三國》是重慶忠縣的大型山水實景演出。以三峽港灣為舞臺，以三國文化為主題，

以忠義精神為靈魂的文化盛宴；是長江三峽旅遊帶上以三國歷史為劇本的實景大戲，是

豐富長江三峽旅遊的人文钜片。《烽煙三國》由《長恨歌》導演李捍忠領銜擔綱，將成



為一部具有國際水準、極富衝擊力和震撼力的演藝精品。 

註：船上每日會有不同的活動，詳細內容請以船公司每晚提供之行程表為主。 

註：受氣候及航道等因素的影響，每日行程可能會有所改變，遊船公司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早:  遊輪上          午:  遊輪上          晚:  遊輪上 

住宿：三峽 ★★★★★ 黃金號郵輪 或同級 

 

◆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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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自费【小小三峡 150RMB/人】船上代售景點，遊船代售，客人可自願選擇參加。 

早:  遊輪上          午:  遊輪上          晚:  遊輪上 

住宿：三峽 ★★★★★ 黃金號郵輪 或同級 

 

◆第五天   長江三峽【宜昌茅坪碼頭、三峽風光三峽大壩(含電瓶車)】/ 宜昌（動車約

2H） / 恩施【女兒城】 

【三峽大壩】(上岸遊覽)前往遊覽大壩的主體工

程，是中國歷代最浩大的工程。採用”一級開發，

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的方案陸續建

成，三峽大壩峻工後，其雄偉壯觀的土木工程規

模可比擬中國古代的萬裏長城。大壩由 1994 年

開始動工，2009 年三期工程執行完畢，是全世界

施工難度最高的水利工程。區內有三峽展覽館、

壇子嶺園區、185 園區、近壩園區及截流紀念園 5

個園區，可瞭解大壩的工程文化和水利文化，有機會還可以看到洩洪閘的運作，感受浩

瀚江水飽滿的爆發力。 

※推荐自费【大坝升船机 290RMB/人】船上代售景點，遊船代售，客人可自願選擇參加。 

※遊船因受水位、氣象等自然因素影響，以上時間安排僅供參考，以船上實際安排為准！ 

【女兒城】作為全國第八個人造古鎮，土家女兒城合理且精心的謀劃了整體建築風格，

仿古與土家吊腳樓相結合，完美的體現了土家族的民風民俗。雖為人造古鎮，但它充分

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土家女兒城囊括了恩施州八縣市土家民風民俗，是全國土家

文化的雛形。 

註：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國官方規定三峽豪華客(遊)輪取消享有優先通過大壩五級船

閘權，為確保後續行程不被延誤，遊船將取消通過五級船閘之行程，改為由巴士接駁。 

註：大陸動車(高鐵)票採實名制，依官方規定開立車票時所需之資料為「旅客中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台胞卡的號碼及有效期限」，請旅客務必依時限提供前揭資訊。如資訊提

供有誤者或未能依限提供，而導致須重新開立車票或無法開立車票者，此所衍生之費用

則需由旅客自行於現場支付，敬請見諒。 



註：搭乘火車時禁止攜帶在包裝上註記有易燃標誌的任何物品，如刮鬍膏、體香劑等等。

並管制刀具或一般刀類，請貴賓勿攜帶如剪刀、指甲刀、瑞士刀、水果刀等尖銳物，上

車前行李必須經過安全檢查，若發現攜帶危險物品必定全部沒收，請貴賓注意！ 

早:  遊輪上          午:  宜昌風味 50          晚:  特色摔碗酒 50 

住宿：準 ★★★★★ 恩施女兒寨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恩施【恩施大峽谷(含索道+環保車+上行纜車+下行扶梯)】/ （動車約 4H） 

重慶  

【恩施大峽谷(含索道環保車+上行纜車+下行扶梯)】位於世界硒都——湖北省恩施市境

內，被專家讚譽可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媲美，是清江大峽谷一段，峽谷全長 108 公里，

面積達 300 平方公里,峽谷中的百里絕壁、千丈瀑布、傲嘯獨峰、原始森林、遠古村寨等

景點美不勝收。自然景區主要由大河碥風光、前山絕壁、大中小龍門峰林、板橋洞群、

龍橋暗河、雲龍河地縫、後山獨峰、雨龍山絕壁、朝東岩絕壁、銅盆水森林公園、屯堡

清江河畫廊等組成。其中兩座位於一炷香石柱旁的的山峰於 2012 年 4 月 22 日命名為迪

恩波特雙子峰。除了大峽谷外，最大的景觀特色是兩岸典型而豐富的喀斯特地貌：有天

坑，有地縫，有天生橋，有溶洞(200 多個)，有層層疊疊的峰叢，還有近乎垂直於大峽谷

的大斷崖。峽谷內有近 10 公里長的地縫幽深奇絕，世所罕見奇山、異水、怪洞、珍禽數

不勝數。曾遊歷歐美的張良皋教授將清江大峽谷與美洲的科羅拉多大峽谷相比。 

註：恩施大峽區由四座山山峰相連，只有一條步道不走回頭路，纜車上山（遊覽時間約 3

小時），之後前往電扶梯（約 20 分鐘），後換乘景交車到地逢（車程約 15 分鐘，遊覽

時間約 1 小時）整體遊覽時間約 5 小時，最終安排需以導遊實際安排為主。 

早:  酒店內          午:  峽谷軒風味 50          晚:  新渝派川菜風味 50 

住宿：★★★★★ 重慶富力艾美酒店 或 重慶南坪萬豪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重慶【瓷器口古鎮、人民大禮堂(外觀)、洪崖洞吊腳樓風貌、遠觀李子壩輕軌

穿樓、民國風街道中山四路(贈送奧布朗咖啡下午茶一份)】 

【瓷器口古鎮】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間(西元 998

年)。清朝初年，因盛產和轉運瓷器，而得名瓷器口，

作為嘉陵江邊重要的水陸碼頭，那經歷千年不變的濃

鬱純樸的古風，令其成為重慶江州古城的縮影和象

徵，“白日裡千人拱手，入夜後萬盞明燈”，繁盛一

時的瓷器口，被美譽為“小重慶”。【人民大禮堂(外

觀)】占地 6.6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5 萬平方米，取

中西合璧之建築風格，主體部分仿北京天壇祈年殿及

天安門形式，配以廊柱式的南樓、北樓。一色綠色琉璃瓦頂，大紅廊柱，淤塞欄杆。大

門為一大牌坊。整個建築佈局合諧，雄偉壯觀，雕樑畫棟，金碧輝煌。1987 年，被英國

皇家建築師學會和倫敦大學著名專家教授共同主編增訂出版的經典著作<<比較建築史

>>列為新中國著名建築，排名第二。【洪崖洞古建築群】風情一條街是新興的集娛樂、

休閒、觀光、餐飲於一體的大型功能區域，也是時下重慶最火爆、最時尚、最具風情的

都市休閒區。以最具巴渝傳統建築特色的“吊腳樓”風貌爲主體，依山就勢，沿江而建，

讓解放碑直達江濱。外來遊客可在這裏遊吊腳群樓、觀洪崖滴翠，逛山城老街、賞巴渝

文化，品山城火鍋、看兩江匯流、玩不夜風情。洪崖洞由紙鹽河酒吧街、天成巷巴渝風

情街、盛宴美食街及異域風情城市陽臺四條大街組成。四條大街分別融彙了當下所有時

尚元素，主題迥異、特色鮮明，絕對是今天來重慶不可不去的地方。遠觀【李子壩站】

為高架車站，位於一幢 19 層建築物的六樓至八樓，以下樓層是商鋪，以上則是住宅，列

車穿越的長度有 132 米。站台為側式站台，車站共設有 2 個出入口。根據 1998 年設計

的結構圖顯示，車站雖然將單軌與樓房融為一體，但事實上互不干擾。該站的「穿越」

設計在中國大陸範圍內更是首例。重慶最美街道的【中山四路】街道兩旁有沉靜的歷史

建築，也有濃密樹蔭、蟬的嘶鳴，時光似乎在這裡靜止。而這條路上，也同樣聚集著像

這條安靜的街道一樣低調，卻又絕不平凡的地道美食。 

早:  酒店內          午:  重慶私房菜 50          晚:  百味江湖 50 

住宿：★★★★★ 重慶富力艾美酒店 或 重慶南坪萬豪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重慶【解放碑步行街、三峽博物館】 桃園  

【解放碑步行街以解放碑 (抗戰勝利記功

碑)】為中心將解放碑大十字地區改造成中國

第一條商業步行街—解放碑中心購物廣

場。【三峽博物館】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紀 50 年代初西南博物院時期。從 1951

年 3月 8日西南博物院籌備委員會成立之日

起，至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之今日，已有近

60 年的歷史。在這近一甲子年的歷史河流

里，我館有着三個時代特征明顯的成長階



段，即：西南博物院時期、重慶市博物館時期、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時

期。今日三峽博物館，是經過以徐中舒、馮漢驥、鄧少琴、董其祥…等爲代表的幾代博物

館人嘔心瀝血和孜孜奉獻所積澱、發展而盛開的一枝嬌豔的文化奇葩。 

註:如遇到週一閉館，則更改為鵝嶺公園。 

專車接往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這愉快之旅。 

早:  酒店內          午:  機上簡餐          晚:  X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