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典 5星江西鉑爾曼廬山 3大名山婺源風光 8天 

 
 

＜＜ 5星住宿、全程保證無購物、無攝影、無自費  讓您輕鬆暢遊江西＞＞ 

行程景點豐富；絕不偷工減料；不走馬看花 
一次暢遊 3大世界遺產~『三清山、龍虎山、廬山』 

國際★★★★★ 南昌萬達鉑爾曼大酒店(保證入住) 

準★★★★★ 錦都金源大酒店 

◆行程特色  感動新體驗 ◆ 
保證登上廬山欣賞廬山美景。【價值台幣 1500 元】 

特別加贈溫泉泡湯泡養生溫泉。【價值台幣 800 元】 

三清山纜車上下，暢遊三清山 3 大景區，讓你輕鬆飽覽行程精華。【價值台幣 1500 元】 

乘船遊仙水岩觀看千年之謎-『懸棺表演』。【價值台幣 1300 元】 

婺源保證含大門票，絕不偷工減料。【價值台幣 1000 元】 

特別安排乘滕王閣遊輪夜遊贛江。【價值台幣 600 元】 

此行程為遊覽江西最完整的行程，讓您有一趟難忘的江西行程。 

絕對安排服務熱忱優秀合格的領隊及導遊。 

保證獨立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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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安排◆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每天提供一瓶礦泉水。 
 
◆新體驗◆ 

船遊仙水岩    思溪延村電瓶車    龍虎山環保車      乘滕王閣遊輪夜遊贛江    溫泉渡假村泡湯 

三清山手杖    三清山纜車上下    升官發財表演      廬山環保車                    

◆經典安排精華景點 ◆  ※※ 絕非走無門票之景點；而錯過更多值得一看之景點 

【南昌】是江西省省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南昌風景秀麗，名勝古蹟眾多，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稱。 

【滕王閣】自古與黃鶴樓、嶽陽樓和蓬萊閣並稱為四大名樓。 

【廬山】自古即是中國重要的旅遊勝地，壯麗的山嶽風景，具有雄、奇、險、秀的特色，是一座集風光、文化、 

   教育、政治、宗教於一體的世界名山。 

【廬山植物園】中國最早的一座亞洲高山植物園，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中國第一座起正規的植物園。 

【花徑公園】花徑相傳是唐代詩人白居易詠詩《大林寺桃花》的地方。 

【美廬別墅】『蔣介石』先生與『宋美齡』夫人夏天度假的聖地。 

【景德鎮】景德鎮歷史悠久，千年窯火不斷。又名為中國瓷都。 

【婺源】中國最美的鄉村。有保持完美的明清古建築，有田園牧歌式的氛圍和景。 

【彩虹橋景區】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廊橋，建於南宋（1137 年）規模最大。 

【江灣風景區】千年古鎮，偉人故里，國家 AAAA 級旅遊區，為中國最美鄉村——婺源的一顆璀璨明珠。 

【陽光海岸景區】從沖霄穀開始，有著雲在身邊過，霧在眼前飄的迷人景致。 
【龍虎山】據說東漢中葉時張天師在此煉丹，“丹成而龍虎現， 山因得名”，因而也成為中國道教發祥地。 

【乘船遊仙水岩】可欣賞兩岸秀麗的山峰，可看到祖天師張道陵肇基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的龍虎山。

【三清山】古有“天下無雙福地”、“江南第一仙峰”之稱。與黃山並稱姐妹山。 

【萬達茂青花瓷廣場】以 8 種不同圖案構成「青花瓷韻」的整體建築，是世界最大的青花瓷建築。 

【思溪延村】明清商宅聚集地—整個村落以明清古建築為主，整體色彩效果是黑白相間，給人樸素淡雅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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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臺北／南昌                                        參考航班 CI545  1430/1730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華航直飛班機前往【南昌】，江西省省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南昌風景秀麗，

名勝古蹟眾多，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稱。南昌市內江河縱橫湖泊星羅棋佈，市區錯落著東湖、西湖、 

南湖、北湖四個人工湖，象四面明鏡鑲嵌在市中心，構成了美麗的城市風光。 

                                                宿：國際品牌★★★★★ 萬達鉑爾曼大酒店(保證入住)  

 
早餐：家中美食 中餐：家中美食 晚餐：合菜饗宴 (50RMB) 

 

第二天 
南昌－1.5H廬山（廬山含環保車、含鄱口、高山植物園、花徑公園、錦繡谷、險峰、天橋、

仙人洞、美廬別墅）－1H淵明（溫泉泡湯(請自備泳衣)） 

早餐後，前往【廬山】在中國大陸，很少有名山能像廬山，集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地質景觀公園、歷史掌故、政

治事件和騷人墨客詩賦於一身。夏天氣候涼爽宜人，是中國著名的旅遊風景區和避暑療養勝地。【含鄱口】西側

是著名的冰川角鋒“犁頭尖”，對面為廬山最高峰“漢陽峰”，北面是廬山第二高峰“大月山”，南面為廬山第

三高峰“五老峰”，山腳下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湖光山色，景色宜人。含鄱嶺上有一座方型樓台，

它就是廬山觀日出的勝地“望鄱亭”。隨後參觀中國最早的一座亞洲【高山植物園】—中國植物學奠基人之一的

胡先嘯，曾詳細考察“廬山之植物社會”，首在廬山建立了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中國第一座起正規的植物園—廬

山植物園。從含鄱口沿石階而下走數百米即抵植物園大門。是我國著名的亞熱帶高山植物園，創建於 1934 年，

面積 3 平方公里。是中國最早的植物園之一，長江中下游地區植物物種遷地保存的重要基地。已收集國內外植物

標本 10 萬餘種，引種馴化 3400 多種。稱為“活化石”的我國水杉，繁殖萬株。植物園不僅是科研基地，且為

風景勝地，按照植物自然群落，不同生態，分成 11 個展區，供遊客鑒賞。園中有休息廳，林蔭下設石凳石桌，

供遊人休憩。【花徑公園】，花徑相傳是唐代詩人白居易詠詩《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白居易被貶任江州（九江）

司馬時，曾來廬山遊覽，當時正值暮春，白居易有感於山下桃花已落而此處桃花仍盛開，吟道：“人間四月芳菲盡，

山寺桃花始盛開”。現園中還建有“白居易草堂陳列室”，白居易石像立於湖畔。花徑亭中一橫石上刻有“花徑”二字，

傳說系白居易手書。【錦繡谷】是從天橋左側石階至仙人洞的一段秀麗山谷，長約 1.5 公里。它由大林峰與天池

山交匯而成，因第四紀冰川的反複刻切形成了平底陡壁的景觀。谷中奇石林立，險峻而秀美，若是遇到氣溫驟降，

這裡還是看廬山雲霧的最佳位置之一。後前往廬山最有巧思的景點─【天橋】，這塊平臺和遠方的險峰巧妙地搭

成一條斷橋。【仙人洞】中有清泉下滴，純陽殿內供奉有石像，傳說中呂洞賓即在此修道成仙，傍晚時分立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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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花園，入夜遠眺九江萬家燈火，另有一番情趣。隨後參觀『蔣介石』先生與『宋美齡』夫人夏天度假的【美廬

別墅】，美廬在現代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當年周恩來就是在這裡同蔣介石進行國共合作的談判。20 世紀 50 年

代的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也曾住過這裡。所以，“美廬”是我國唯一一棟國共兩黨最高領袖都住過的別墅。晚上

帶您特別享受溫泉泡湯。                               宿：★★★★★ 廬山醉石溫泉度假酒店 或 同級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廬山三石宴(40RMB) 晚餐：合菜饗宴(50RMB) 

 

第三天 淵明－3H景德鎮（古窯+陶瓷民俗博物館、瓷器一條街）－2H婺源（彩虹橋景區） 

早餐後，前往四大名鎮之一的【景德鎮】，它是唐宋時期興起，至明清時鼎盛的瓷器藝術之城，建城已有 1700

餘年，因北宋景德年間開始燒制御用瓷器而得名，素有「瓷都」之稱。後前往【古窯+陶瓷民俗博物館】，是以古

建築為中心的園林式博物館。館內有歷代陶瓷展、古窯群、瓷碑長廊、天後宮、瓷器街、大夫第等景觀。館內環

境幽雅、林木蔥鬱、湖水蕩漾，人文景觀和自然風光完美結合，館內設有世界獨有的瓷樂表演。【瓷器一條街】

景德鎮出產的瓷器行銷海外 40 多個國家，以其「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磬」的品質名揚天下，城裡的

陶瓷一條街是陶瓷工藝品的集散之地。後前往中國最美的鄉村【婺源】這裡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春季觀油菜花

海、品春茶，秋季賞紅葉、看曬秋、逛逛古村，欣賞徽派民居建築。四季景色各呈千秋，尤其是春秋兩季，漫山

遍野的映山紅和滿山的紅楓葉猶如一簇簇火苗爭奇鬥豔。置身於這樣的景色之中，讓你感覺到心曠神怡和留連忘

返。抵達後前往中國歷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設計最科學的一座廊橋，被眾多媒體譽為中國最美的廊橋【彩虹

橋景區】。婺源的任何村落，山水、田園難以代表自己的特點，而彩虹橋在整個徽州，乃至中國僅此一橋，她是

徽州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成為婺源的象徵，是婺源標誌性的建築。    

                                                   宿：★★★★ 清華婺大酒店 或 江彎大酒店(商務房)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景德鎮瓷宴(65RMB) 晚餐：合菜饗宴(50RMB) 

 

第四天 婺源（李坑、曉起村、汪口俞氏宗祠、江灣風景區、思溪延村+電瓶車） 

早餐後，前往【李坑】為南宋幹道三年武狀元李知誠故里。村內的 260 多戶人家大多居住在溪的兩岸，故形成小

橋流水人家的畫卷。村內有明清古民居、古橋、古亭、古樹等景觀。前往【生態村曉起村】，曉起是清代兩淮鹽

務使江人鏡故里，村屋多為清代建築，風格各具特色，村中小巷均鋪青石，曲曲折折，回環如棋局。主要景觀有

雙亭聳峙、楓樟流蔭、進士第、大夫第、榮祿第、江氏祠堂、磚雕門罩、養生河與古濯臺等。“古樹高低屋，斜陽

遠近山，林梢煙似帶，村外水如環。”這首古詩極為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曉起村落的美麗山光水色，竟有“絕妙何圖

誠若是”之感。【俞氏宗祠】是汪口最出名的漢族祠堂建築，始建於清代，以木雕聞名。祠堂已有上百年歷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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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築凡是木質構建都精雕細琢，非常華美，被譽為“木雕寶庫”。遊人來此無不仰著脖子細細觀賞那些繁複的

花紋，感慨不已。 俞氏宗祠坐落于汪口的尾端，從汪口景區大門進去一路沿著左邊走就到了。【江灣風景區】千

年古鎮江灣，鐘靈毓秀，文風熾盛。江灣的美，更多體現在江灣眾多的徽派古建築上，這裡的徽派建築三雕(木雕、

磚雕、石雕)與歙硯製作技藝已經入選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婺源(江灣)豆腐架」入選江西省第三批非物質

文化遺產。蕭江宗祠最為知名，被稱為江南祠堂中「最好的一座」，也是婺源四大古建築之首。【思溪延村】游明

清商宅聚集地——整個村落以明清古建築為主，村落內以青石板鋪地，古建群 背靠青山，面臨清溪和稻田，四

周都是綠地，村莊與秀水青山的 優雅自然風光融為一體。整體色彩效果是黑白相間，給人樸素 淡雅的美感。                                                         

                                                   宿：★★★★ 清華婺大酒店 或 江彎大酒店(商務房)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婺源粉蒸宴(40RMB) 晚餐：合菜饗宴(50RMB) 

 

第五天 婺源－2H三清山（纜車上下、南清園景區、西海岸景區、陽光海岸景區） 

早餐後，驅車前往黃山姐妹山【三清山】有“小黃山”之稱，是著名的道教名山。這裡的景色也有幾分仙氣，能

看漂亮的雲海日出，欣賞山間惟妙惟肖的奇石，還能走上高空棧道賞景。五六月杜鵑花開的時候更是好看。抵達

後前往搭乘纜車上【三清山風景區】古有“天下無雙福地”、“江南第一仙峰”之稱。據《江西通志》載：“三清山，

主峰玉京峰海拔 1817 米，雄踞於懷玉山脈群峰之上。遊覽【南清園景區】，大自然的神斧鬼工，巨蟒出山、神

女峰、玉女開懷…….讓人目不暇接，道教遺蹤首皆拾，玉京峰，蓬萊三仙，思道法自然之精髓。後安排遊覽【西

海岸景區】沿危壁上人工修築之平坦棧道而行，共有 3600 餘米，無拾級之虞，其狀如覆平川，腳底雲海翻騰，

遠眺群峰皆伏趾下，霞光萬道，實乃人間仙境，震顫您的心靈。山頂自由活動(深度感受，享受無限)，重溫三清

山曠世美景的瞬間，你可在絕壁之間去抓拍三清美景的瞬間，看盡三清雲海的壯美，如夢如初，唯清山雲海與我。

【陽光海岸景區】從沖霄穀開始，有著雲在身邊過，霧在眼前飄的迷人景致。平坦的高空棧道，從遠方看，就像

只白色巨龍通往天際似的，隨著階梯到達高處，視線豁然開朗。山谷中，一片片仙氣降臨，一座座的奇峰怪石，

籠罩在迷離的雲霧裏，在柔美的白色雲霧妝點下，山峰也不再冰冷，展現出靈氣。 

                                        宿：準★★★★★ 三清山雅柏遠洲度假酒店 或 錦琛山莊酒店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三清風味(40RMB) 晚餐：合菜饗宴(50RMB) 

 

第六天 三清山－3H龍虎山（天師府+上清古鎮、象鼻山景區） 

早餐後，前往【龍虎山】的美妙在其山水，是中國道教發祥地，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淵源流長的道教文化，獨

具特色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謎構成了龍虎山風景名勝區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三絕”。【天師府】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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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鎮，是歷代張天師的起居之所，原建於龍虎山下，後遷於上清。張天師的名號已傳到 63 代，是我國最長的

受皇帝冊封的一姓嗣教，民間有“北有孔夫子，南有張天師”之說。【上清古鎮】上清古鎮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古

鎮依水而建，周圍群山環繞，自然環境優美。古鎮上名勝古跡很多，長約 2 公里的上清古街上有長慶坊、留候家

廟、天師府、留候第、天源德藥棧、天主教堂等景點。【象鼻山景區】位於瀘溪河東側，與清澈見底的河水並駕

齊驅，形成龍虎山水陸聯遊的最佳線路。這裡一座形象逼真、巨大無比的天然石象立於山中，碩大的象鼻似乎從

天而降，又深深紮入大地之中，惟妙惟肖、靈性暗蘊，被世人稱為“天下第一神象”。       

                                                        宿：準★★★★★ 錦都金源大酒店 (保證入住)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合菜饗宴(40RMB) 晚餐：合菜饗宴 (50RMB) 

 

第七天 
龍虎山（道教博物館、地質博物館、觀十不得美景、乘船遊仙水岩、觀懸棺表演）－3H南

昌（搭乘滕王閣遊輪夜遊贛江） 

早餐後，前往【道教博物館】道教博物館文字介紹較多，實務較少。首先步大廳參觀，大廳內映入眼簾的是一幅

碩大壁畫，仔細觀望該壁畫突顯《老子》的《道德經》。入道教博物館分四部曲，第一部曲是道教淵源，第二部

曲是張道陵創道教立道教，第三部曲道教發展史，第四部曲是道教的信念、道教所做的貢獻及其深遠的影響。【地

質博物館】收集了大量的標本及產品，通過圖片，文字，三維圖像，立體模型，實務標本等多種形式，全面展示了龍

虎山的丹霞地質地貌，景觀類型，地質成因及演化過程。地質博物館內，展示著龍虎山地質演變過程中大量的各種岩石、礦

石標本，還有眾多的文字解說。前往【乘船遊仙水岩】，您可欣賞兩岸秀麗的山峰、鬱鬱蔥蔥的竹林，可看到祖天師

張道陵肇基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的龍虎山，更可觀溪中引吭高歌的鴨群、溪岸揮著棒槌洗衣浣沙的村姑。

當竹筏行至仙水岩時，您便進入了瀘溪河的精華景區，天造地設的【十不得美景】（尼姑背和尚走不得、仙女配

不得、蓮花戴不得、仙桃吃不得、丹勺用不得、道堂坐不得、雲錦披不得、石鼓敲不得、劍石試不得、玉梳梳不

得）讓您不得不驚歎。後觀千年之謎【懸棺表演】，崖墓葬（懸棺葬）是古越、僚人特有的一種喪葬形式，也是

我國多種葬法中最古老、最特別的一種喪葬形式。這種葬法將棺槨置於溪流邊陡峭的絕壁上，崖壁與水面幾成垂

直的角度，且崖壁上有自然的岩洞，便於安放棺槨。【滕王閣號遊輪遊贛江】輪起航為贛江注入新內涵，也為歷

史文化編寫新樂章。中外遊客領略南昌‘名城、名江、名閣、名景’ 的新平臺，成為新南昌、新贛江的‘新名

片’，填補了南昌‘白天有景點、晚上無亮點點，水上無看點’的缺憾。” 滕王閣號”遊輪可看到，夜色下，

贛江兩岸建築鱗次櫛比，高樓牆面放映著滕王夜宴、王勃作序等 20 多個小故事組成的燈光微電影，展現了江西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歷史文化；贛江上，遠處燈光“群鳥”齊飛，豪華遊艇泛游江面，王勃眼中的“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景穿越千年，以另一種視覺效果再次呈現在眾人眼前。 

                                                 宿：國際品牌★★★★★ 萬達鉑爾曼大酒店(保證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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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天師八卦宴(40RMB) 晚餐：粗糧餐廳(50RMB) 

 

第八天 
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梅湖、繩金塔、滕王閣、萬達茂青花瓷萬達廣場）／臺北                                          
                                                  參考航班 CI546  1830/2115                                                                                               

早餐後，前往【八大山人紀念館+梅湖】為紀念明代畫家朱耷（號八大山人）而建，為中國第一家古代畫家紀念

館，同時在紀念館院內塑立八大山人銅像一尊，以示紀念。八大山人紀念館是一紀念性博物館，集收藏、陳列、

研究、宣傳為一體，藏品豐富。原殿堂闢為展廳，有系統地陳列八大山人書畫作品及生平史料，並經常展示當今

畫壇高手佳作。【繩金塔】繩金塔歷經滄桑，屢毀屢興，現存塔體為清康熙 52 年(1713 年)重建。1985 年，國家文

物局、當地人民政府撥款修復繩金塔，1989 年 10 月竣工。如今，繩金塔已經建設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宗教、

文化、旅遊、美食為一體的繩金塔公園。【滕王閣】江南三大名樓之首，它是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李元嬰被封為滕

王時所建，因王勃寫下一首千古膾炙人口的「滕王閣序」而名揚天下。登上滕王閣主樓遠眺四方，贛江撫河，水

光瀲艷，煙波浩渺；極目之處，水天一色，氣象萬千。後前往【萬達茂青花瓷萬達廣場】由 26 個不同的青花瓷造

型組成，4 萬 5 千塊真正燒制的陶瓷瓷板以 8 種不同圖案構成「青花瓷韻」的整體建築，瓷板的規格多達上千種。

是由英國著名設計公司 Stufish 負責造型設計、景德鎮陶瓷學院陶瓷美術學院院長何炳欽先生負責青花瓷紋飾設

計，彰顯了中國悠久的瓷文化，是世界最大的青花瓷建築。遊畢帶著滿滿的回憶驅車前往機場，飛返臺北溫暖的

家。                                                                     宿：★★★★★ 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豫章家宴(40RMB) 晚餐：機上簡餐 
 

出發日期:  11 月 30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46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39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日期:  12 月 11.25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35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29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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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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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