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武隆.金佛山五日遊  
★直航＆無購物站＆無自費★   

★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    段 航班編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中華航空 桃園重慶 CI 553 15：30 19：00 

回程 中華航空 重慶桃園 CI 554 20：00 23：00 

◎出發日期：每週六出發 

【註】時間若有調整，正確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行程特色♠  
重慶   

它是一座山城，因建立在重重山巒之上，起伏的山勢和依山而建的樓房讓地圖在這裡顯得用處
不大，因為地圖是平面的，而重慶則是立體的。重慶也被人叫做「霧都」，需要撥開層層迷霧才
能見到它的真身，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雲天與高樓相接，薄霧彌散，宛如仙境一般。它還
有一個名字叫「火爐」，和這裡的人這裡的美食一樣，火辣辣的直接抵達人心，直來直去從不繞
彎子,端的是豪爽二字。小吃、美女、火鍋、通通都是重慶的標籤，但都不能單獨拿出來代表它，
重慶的魅力是需要自己去慢慢探索的。每當暮色降臨，萬家燈火璀璨，流光溢彩，難怪重慶素
有「小香港」之稱。它的夜景可是公認比上海和香港的還要漂亮。 
 
中華航空桃園直飛重慶，舒適直抵黃金路段，是您旅遊的最佳選擇!! 
 
全程無購物站及無自費，少了心理壓力，擔心購物點安排造成旅遊的負擔與壓力，省下更多 
  時間細逛景點，讓您玩得更盡興。 
 
精心安排：觀壯觀地貌、高山草原、恬淡田園、游千年古鎮、走進風情土寨觸手可及。 
 
精選景點： 
  (01)金佛山～世界自然遺產及國家 5A 級旅遊風景區，同時被譽為“東方的阿爾卑斯山”。 
  (02)金佛山金佛寺～重慶面積最大的寺廟群，保留修復杉樹林的原八卦樹陣及設七寶池。 
  (03)金佛山絕壁棧道～有 1.5 公里幾乎垂直的 90 度崖壁上建成的，可謂淩波微步、步步驚心。 
  (04)金佛山金龜朝陽～是眺望金佛山喀斯特地形最佳的角落，因山體形似一隻探頭的神龜。 
  (05)金佛山天星小鎮～金佛山下的瞬間時空穿越到古鎮。 
  (06)武隆天生三橋～亞洲最大的天生橋群，拍過《滿城盡帶黃金甲》和《變形金剛 4》。  
  (07)武隆天福官驛～曾經是唐代的驛站，為拍攝《滿城盡帶黃金甲》耗資千萬而複建。  
  (08)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南國罕見的林海雪原，有「東方瑞士」之稱。 
  (09)蚩尤九黎城～傳承苗族文化打造世界之最，感受地道苗族風情，揭開其神秘的面紗。  
  (10)濯水古鎮～游濯水古鎮、品土家美食、看後河古戲、聽阿蓬水音。 
  (11)蒲花暗河～是一處地質探險勝地,也是領略黔江美景和民俗風情的佳地。 
  (12)三峽博物館～展示了重慶的歷史發展，館內展廳還營造出一個真實的三峽景象。 
  (13)洪崖洞～具有巴渝特色的山地吊腳樓建築群內，賞江景，品嘗當地美食。 
 
輕鬆遊： 
  (1)金佛山～索道上下+環保車+電瓶車 
  (2)武隆天生三橋～環保車+電瓶車+景觀電梯 
  (3)仙女山～環保小火車 
  (4)蒲花暗河～遊船 
 
風味餐安排：讓您除了飽覽好山好水風景外，也讓您嚐遍重慶當地美食 
 
貼心安排：每天每人 2 瓶礦泉水。 
 



酒店安排：全程安排豪華酒店，房間設備先進齊全，並有多元化豪華康樂設施，訓練有素、 
            態度熱誠有禮的服務生，舒適的住宿環境和完善的設施，讓您覺得賓至如歸。 
            升等一晚國際★★★★★  重慶雅斯特大酒店(原索菲特大酒店) 
 

♠行程安排♠ 
 
【第一天】 桃園 重慶 
【重慶】位於中國四川省東部、長江上游，地處丘陵地帶，由於多山多霧因此有『山城』、『霧都』、 
『渝都』、『橋都』的別稱，簡稱巴和渝，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世界溫泉之都，長江

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藝術、文化、教育、科技等中心，水、陸、空型綜合交通樞紐。國家
歷史文化名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達 3000 多年，是巴渝文化發祥地。 

 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  機上簡餐 

 ★★★★★ 重慶雅斯特大酒店(原索菲特) 或同級 
 

【第二天】重慶 (車程 2.5 小時)金佛山 (車程 2 小時)武隆 
●景點：世界自然遺產〜金佛山風景區(含索道上下+環保車、絕壁棧道、金龜朝陽步道、金佛寺、 

        喀斯特遺產展示博物館、天星小鎮)  
【金佛山】以其生物多樣性特點和獨特的喀斯特地貌特徵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單。融山、水、石、林 
、泉、洞為一體，集雄、奇、幽、險、秀於一身，風景秀麗、氣候宜人，以其獨特的自然風貌，品種
繁多的珍稀動植物，雄險怪奇的岩體造型，神秘而幽深的洞宮地府，變幻莫測的氣象景觀和珍貴的文
物古蹟而榮列巴蜀四大名山。金佛山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具有冬短、春早、夏長，雨熱同季、氣
候垂直變化明顯的特點。由於特殊的氣候條件，時而雲霧走、驟至，雲海波濤翻滾，時而雨過天晴，
雲、雨、霞、霧、雪、風形成了獨特美麗的奇光異彩氣象景觀，形成了許多優美的水體景觀以及飛流

直下三千尺的龍岩飛瀑、水花岩瀑、三層瀑，同時被譽為“東方的阿爾卑斯山”。 
『絕壁栈道』是金佛山最為雄奇的景觀，棧道全長其實有 3.5 公里，其中 1.5 公里幾乎是在垂直的 90
度崖壁上建成，離地面 40-50 米，行走時如凌空微步，步步驚心。這一段一般被稱為绝壁栈道。它如
一線串珠連起了金龜朝陽、箭竹海、靈官洞、生態石林等景點。其中，燕子洞是與恐龍同時代的古岩
燕栖息之地，若遇岩燕外出覓食或歸巢，游人可看到萬燕齊飛的壯觀景象。行走栈道，霧日穿雲而行，
晴天一覽眾山。是觀杜鵑、彩林、雲海、佛光的最佳位置。 
『金龜朝陽』是西坡絕壁與山上的緩坡構成的奇妙景觀。緩坡為大小兩山，大坡恰似橢圓形的龜背，極
為飽滿，小坡較為狹長，很像龜的頭部前伸，而絕壁正好構成了龜板的邊緣，體型碩大，“龜體”高約

300 米，長約 500 米。每當夕陽西下，斜日餘暉映照在綿長的絕壁上，就閃射金光，所以叫做金龜朝陽。 
『金佛寺』重慶面積最大的寺廟群，金佛山四大寺廟之一。由天王殿、大雄寶殿、萬佛殿、藏經閣及禪
院酒店等組成。寺廟提供素齋，取材嚴格，加工精細，味美且具有極高的食用醫療價值。 
『金佛山喀斯特展示中心』位於金佛山天星小鎮，布展面積 850 萬平方米。展示中心分序廳、金佛山概
況、地質背景、喀斯特地貌、完整的生態系統、歷史文化、保護管理七大版塊，對金佛山進行全面展示，
是對外傳播金佛山的重要視窗，也是對遊客深入瞭解金佛山的最佳去處。 
『天星小鎮風情商業街』巴渝風情古建築的紋理，300 米長街妖嬈的熱鬧，酒吧、茶樓、SPA、主題客
棧夾道歡迎。入夜後華燈初上，酒吧、商店、飯店等等都點起燈光，那感覺很像是時空倒轉，令人留連

忘返了。天星小鎮的商店街大多都只營業至八點左右，唯有一些唱歌吃宵夜的燒烤店開比較晚。 
 
 
 
 
 

 

 

 

 酒店內享用  金佛山素宴 40RMB  南川風味 50RMB 

 准★★★★★ 依雲渡假酒店 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AD%E5%BF%83%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A%E7%83%AD%E5%B8%A6%E6%B9%BF%E6%B6%A6%E5%AD%A3%E9%A3%8E%E6%B0%94%E5%80%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A2%E6%88%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4%E4%BD%93%E6%99%AF%E8%A7%82


【第三天】武隆 (車程 2 小時)彭水 
●景點：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含小火車)、武隆-天坑三橋(含環保車+電瓶車+景觀電梯)  
【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因山上有一峰酷似翩躚起舞的仙女而得名。遠望仙女峰，但見白雲繚繞，紫煙
籠罩，若隱若現，飄飄渺渺，好似一位身披薄紗的仙女，含羞玉立。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占地面積 100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1900 米，最高峰 2033 米，森林面積 33 萬畝，天然草原 10 餘萬畝，是重慶周邊
最大的高山草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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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
為“東方瑞士”。仙女山的林海、奇峰、草場、雪原被遊客稱為四絕。景色嫵媚多姿、氣候清涼舒爽，
茫茫林海，清風吹佛，涼爽宜人，是休閒度假、避暑納涼的絕佳勝地，因此仙女山享有“山城夏宮”之
美譽。仙女山生態自然資源十分豐富，尤其是草原風光更具特色。仙女山旖旎美豔的森林草原風光被廣

大遊客視為具有西歐牧園風情的“南國第一牧場”，成為重慶市新型的特色旅遊勝地。 
【武隆-天生三橋】天生石橋氣勢磅礴，林森木秀、飛泉流瀑，包容了山、水、霧、泉、峽、峰、溪、
瀑，是一處生態旅遊區。每一個季節都會讓你領略到無窮的魅力！春、夏、兩季，滿山清翠，綠色奪眶。
而秋季的野菊花會讓你感嘆不以，冬季在白雪中遊覽三橋又是另一種風味。屬於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罕
見的地質奇觀旅遊，也是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和《變形金剛 4》的取景地。天生三橋由天龍橋、青
龍橋、黑龍橋三座天生石拱橋組成，是亞洲最大的天生橋群。三座橋橫跨在羊水河峽谷之上，石橋的跨
度和距離峽穀底部均在百米以上。三座石橋將峽穀兩岸的山體連在一起，形成了“三橋夾兩坑”的奇特

景觀。石橋之間所夾的坑，也稱為“天坑”。即便是從全世界來看，在距離幾百米之內就有如此宏大的
三座天生石拱橋和兩個巨型的由塌陷形成的天坑也是世間罕見的，因此天生三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天
生橋群之最」。乘坐觀光電梯下到穀底的天坑中，再沿著坑底幽靜的小道步行遊覽。此時環顧四周，滿
目蒼翠，有溪水流淌；抬頭仰望，四處是懸崖萬丈，有山泉從上飛瀉而下。『天福官驛』是一座青瓦灰
牆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是張藝謀拍攝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時耗資千萬複建的。《滿城盡帶黃金甲
中》，那場在天福官驛的追殺戲份，就是在這裡拍攝的，影片中刺客從周圍的絕壁上直落而下，官驛中
的人如甕中之鼈，無路可逃。驛站內有一間關於電影《黃金甲》的陳列室，室內陳列著衣服電影中的道
具盔甲。驛站內還有一間小郵局，可以購買明信片在這裡寄出。 

 
 
 
 
 
 
 

 

 酒店內享用  農家風味 40RMB  山珍宴 50RMB 

 ★★★★ 彭水兩江假日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彭水 (車程 1.5 小時)黔江 

●景點：蚩尤九黎城、濯水古鎮、蒲花暗河(含遊船) 
【蚩尤九黎城】一座集“自然生態、民族風情、歷史文化”三大特色為一體全球最大的苗族傳統建築群。

蚩尤，上古時代九黎族部落酋長，中國神話中的戰神。傳說蚩尤面如牛首，背生雙翅，是牛圖騰和鳥圖
騰氏族的首領。苗族的族源當可追尋到“九黎”和“三苗”中的人們共同體或部分先民。“蚩尤九黎”
是苗族最早的先民，蚩尤是九黎部落聯盟的首領。在五千年歷史變遷中，唯獨苗人，還將蚩尤奉為先祖，
將九黎部落聯盟視為先民。蚩尤九黎城占地 10000 畝，以苗族始祖蚩尤部落文化為載體，主要建築包
括九黎宮、九道門、九黎部落苗寨、蚩尤大殿、苗王府、禹王宮、九黎神柱、北斗七星神鼓亭、點將台
等數百處景觀。有三項苗族文化建築世界之最——九黎神柱、九道門和九黎宮。景區從湘西、湖北、貴

州、武陵山等地，收集了上千噸古老的石頭、門窗、雕梁、磚瓦等建築材料，修舊如舊。蚩尤九黎城中

最吸引人眼球的還有吊腳樓群。吊腳樓依山而建，擁有 300 多間房屋，建築群落差高達 81 米，為目前

世界最大的吊腳樓群。山下為四合院，為世界最大四合院。 
【濯水古鎮】濯水初稱「白鶴壩」，元明之際屬酉陽土司轄地。濯水自古以來便成為重要的驛站和商埠，
自清代後期起，該地便已成為川東南驛道、商道、鹽道的必經之路。與酉陽龍潭、龔灘合稱「酉陽三大
名鎮」。現存最為完整的建築，就是古鎮沿河路段的龐大土家吊腳樓群。這些吊腳樓均建在阿蓬江近 5
米高的河堤上，用條石砌建的河堤經過百年，仍然守護著小鎮上的人們。在濯水古鎮上可以看見臨江而



建的土家吊腳樓、長滿青苔的石板路、徽派風格的商會，還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小吃，這座阿蓬江邊的小
鎮，處處透露著歷史的影子與生活的可愛。濯水古鎮主街道由青石板鋪就，長約 400 多米，寬 2-3.5 米

不等。街道兩旁的商號、民居、會館、學堂均為木質結構，都是雕樑畫棟、窗欞嵌花均出自古代能工巧
匠之手，造型別致，古樸典雅。古鎮上那些火磚砌建的畫有精美壁畫的封火牆，是古鎮厚重的文化底蘊，
也是讓這個古鎮較為完整保存了下來的守護神。古鎮入口是一座有 300 多年歷史的古老戲台。 
【蒲花暗河】是一處地質探險勝地，也是領略黔江美景和民俗風情的佳地。蒲花暗河是阿蓬江支流，暗 
河內氣溫全年保持恒溫 22℃，素有“中央空調”的美稱。暗河兩岸，鐘乳石筍，鬼斧神工。出河入峽， 
潺潺流水，巨石淺灘，藤蔓野花，趣味怡然。特別是乘船體驗“三天兩夜”的時光穿越之旅，引人入勝，
獨具魅力。景區由蒲花暗河、天生橋群、大漏斗群、絕壁棧道、蒲花河大峽谷等組成，有黑龍潭、蒲花

河瀑布、土匪寨、水上天生橋、神秘“赤穴”、絕壁棧道等景點。蒲花河畔，低丘起伏，堤柳婆娑，碧
桑綠樹，鳥語花香，蟬噪蟲鳴，一派田園美景。暗河內鐘乳石筍，奇形異景，令人叫絕。暗河盡頭是蒲
花河峽谷風光，兩岸植被蔥郁，喀斯特地貌發育，山高谷深，宛若世外桃園。穿過樓亭古道，呼吸著山
野甜香，聽空山鳥鳴，賞兩岸勝景。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40RMB  黔江風味 50RMB 

 准★★★★★ 黔江華地王朝芭茅島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黔江 (車程 4 小時)重慶 桃園 

●景點：三峽博物館、洪崖洞吊腳樓 
【三峽博物館】館內收藏有巴蜀青銅器、漢代雕塑藝術品等各類文物上萬件，展示了這座山城的發展歷
史。館內的《壯麗三峽》展廳裡，還收集了大量三峽庫區的實物，真實再現了三峽原貌。博物館建築正
上方漏斗型的圓形穹頂很像一個巨大的承露盤，取“三峽之水天上來”之意。外牆以大面積的藍色玻璃
和古樸的砂岩構成，藍色玻璃象徵著水，而砂岩外牆則代表著山。三峽博物館共分四層，主要由 360 度
環幕電影、4 個基本陳列《壯麗三峽》展廳裡收集了大量三峽庫區的實物，真實再現了三峽原貌。《遠古

巴渝》展示了重慶古老的文明，追溯其 3000 年文化的根源。《重慶·城市之路》則是以大量的文物資料
展示出重慶近百年來的城市變遷。《抗戰歲月》以諸多詳實的資料，展示出重慶這座城市和重慶人民為
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與犧牲。 
【洪崖洞吊腳樓】建築風格很古樸，典型的山城建築，很有特色的地方，看看江景也不錯。以最具巴渝
傳統建築特色的「吊腳樓」風貌為主體，依山就勢，沿江而建，讓解放碑直達江濱。紙鹽河酒吧街擁有
全球連鎖海盜酒吧等知名酒吧，引領重慶新娛樂生活方式，也帶動重慶夜生活的新標向。天成巷巴渝風
情街為世人展示的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時尚潮流，展示出當時盛行於世的青磚、石瓦、紅簷綠瓦的古典民

居。盛宴美食街展現的則是一種「另類美食城」的盛景，一個集中外古今名店於一堂的美食盛景。異域
風情城市陽台作為重慶最大的一個城市交通轉換站而備受世人注目，需要遊逛解放碑或停留在洪崖洞遊
玩的遊客可乘坐扶梯或觀光電梯直上解放碑或達到洪崖洞的任何一層樓。四條大街分別融匯了當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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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享用  中式合菜 40RMB  敬請自理 

 ★★★★★ 甜蜜溫暖的家 
 

 
 
 
 
 
 



【註】  
◎本行程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一經售出後，不得轉簽、不得退票或改期，如遊客因故未搭乘或無
法成行，機票無退票價值，損失將由旅客自理。 

◎所有內陸之海空陸交通，食宿及遊覽，均由內陸公營旅遊單位負責安排，鑒於目前內陸交通，飯店系統仍有國 
  家制度上之限制，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飯店或交通工具有臨時更改，一切以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但 
  景點決不減少。儘請見諒！ 
◎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 65 歲以上老人、殘障…等）按一定比例計算於成本中， 
  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臺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查， 
  謝謝！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或酒店內 
無需求之房型，此類特殊需求須以酒店當時排房為準，無法保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吃素食(齋菜)旅客小提示：大陸地區吃素食(齋菜)的風氣畢竟沒有台灣風行，故素食方面無法像台灣做的如此 
  的精緻，且用當季時疏，菜色變化不大，如果您是到大城市去旅行，除北京、江南地區，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其他省份地區如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等，請各位參團貴賓要多多包涵(約 2-3 菜+一湯)，在此建議，可 
  自行帶些喜愛的素食罐頭，以免因飲食不佳影響旅遊心情。 
◎菜單均按 10 人一桌安排，若人數不足 10 人，菜品數量會根據實際人數酌量調整。 
◎小費： A、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5-2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件；床頭 

小費人民幣 5-10/間。 
B、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建議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請交給領隊，由領隊統籌 

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故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並記 
  得要『入境隨俗』喔!! 
◎親愛的旅客當您於大陸旅遊期間若有關於行程、餐食、飯店等各方面的任何問題，或有其他事項需要協助，都 
  歡迎您隨時與當團領隊或當地旅行社、導遊立即反應，我們希望能提供各位貴賓立即的回應與協助，提高您對 
  行程得滿意度。 
 

出發日期:  12 月 22 日(出團)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19400 含稅不含證照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18900 含稅不含證照 

出發日期:  12 月 29 日(出團)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0500 含稅不含證照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19900 含稅不含證照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10491)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8 號 6 樓之 3 

品保會員 1510 號 交觀甲字第 6779 號
 www.welcometour.tw         

(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營業部 (銀行代碼 102)  

帳號:0103000066349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 

只要有一份好心情，大陸之旅就會給你留下一個非常美好的印象。 
只要稍稍動一下畫筆，隨意按一下快門，出來的一定都是好作品、好片子。 

來這的遊客最多的遺憾就是三個不夠用：一是眼睛不夠用、二是記憶體不夠用、三時間不夠用。 
 



 

~~祝您 旅途平安 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