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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龍缸風景區】景區地貌奇特，溶洞密布，奇峰怪石、石筍摩天、雄險俊秀、千姿百

態、多姿多彩、景緻幽美，是自然科學的博物館、地質景觀的大觀園。 
2.【世界自然遺產 - 天生三橋】奇雄、奇險、秀、幽、絕…等景觀稱奇於世，世界最大

天生橋群與世界第二天坑群相映生輝，坑與坑之間以橋洞相望，橋與橋之間以坑相連；

規模宏大氣勢礡瑰麗壯觀，令人驚嘆不已。 
3.【騰龍洞風景區】由水洞、旱洞、鯰魚洞、涼風洞、獨家寨以及三個龍門、化仙坑等

景區組成，洞中有山，山中有洞，水洞與旱洞相連，主洞與支洞互通，集山、水、洞、

林於一體，以雄、險、奇、幽、秀的神奇風光和獨特魅力而馳名中外。 
4.【龍水峽地縫景區】世界地質奇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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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恩施大峽谷】又名沐撫大峽谷，位於湖北西部恩施市境內的清江流域，毗鄰重慶天

坑地縫，全長約 35 公里，地形非常複雜，在這裡幾乎能找到喀斯特地貌的各種形態，包

括絕壁、峰柱、天坑、地縫、溶洞、天生橋、暗河、豎井、石林、峰叢、懸谷…等。 
【特色餐食安排】：鄂、川、渝三地風味一次品嚐 
∮小南海本幫菜∮摔碗酒風味.∮重慶麻辣火鍋. 
【優質住宿】：嚴選各地最佳酒點 
∮重慶【5★南方君臨大酒店】、【5★萬豪酒店】 
∮武隆【准 5★依雲渡假大酒店】∮黔江【准 5★玫瑰月光大酒店】 
∮恩施【4★朗曼國際大酒店】∮利川【准 5★藍波灣大酒店】 
【貼心好禮】：∮贈送恩施大峽谷內『上行索道+下行手扶梯』價值 NTD.700 元.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 
【參考自費】：足浴一小時 150.-RMB. / 人（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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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593 高雄  重慶  16:00 19:05 
中華航空  CI-594 重慶  高雄  20:05 22:50 

  

  
第 1 天高雄   重慶                                                                
今日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重慶】位於四川盆地

東部，地處丘陵地帶，多山多霧，故有「山城」、「霧都」的別稱。重慶市人口約三千多

萬人，為中國西南區第一大都市，是一座有著歷史文化的名城，是中國西南水、陸交通

樞紐，工商業重鎮，亦是一座充滿現代感的新型城市。然而最具特色的，還要數山城的

夜色。憑高眺遠，萬家燈火起伏錯落，銀霞明滅，與兩江粼粼的波光、滿天閃爍的星斗

交相輝映，其景奇麗醉人。 
早餐:家中饗宴             午餐:家中饗宴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南方君臨國際酒店 或 同級                                            
第 2 天重慶  武隆【天生三橋（電瓶車+環保車）、仙女山（含小火車）】                
【武隆】位於重慶東南 130 公里的烏江下游，重慶唯一的世界自然遺產地。同時囊括中

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地質公園、國家 AAAA 級旅遊區等稱號。武隆擁有罕見的

喀斯特自然景觀，包括溶洞、天坑、地縫、峽谷、峰欉、高山草原…等，型態全面，是

中國西南地區極具特色的旅遊目的地。 
【世界自然遺產 - 天生三橋】張藝謀影片《滿城盡帶黃金甲》唯一外景地、國家 AAAA
級景區、世界自然遺產地、世界上最大天生橋群、世界第二大天坑群。地勢的險要在別

處是體會不到的，必須要到離它不遠的天坑和地縫。天坑並不在天上，而在地下 300 米

處。【天龍橋】即天坑一橋，橋高 200 米，跨度 300 米，因其位居第一，頂天立地之勢而

得名。一橋橋中有洞，洞中生洞，洞如迷宮，即壯觀又神奇。 
【青龍橋】即天坑二橋，是垂直高差最大一座天生橋。橋高 350 米，寬 150 米，跨度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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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夕陽西下，霞光萬道，忽明忽暗，似一條真龍直上青天，故名青龍橋。 
【黑龍橋】即天坑三橋，橋孔深黑暗，橋洞頂部岩石如一條黑龍藏身於此，令人膽戰心

驚。黑龍橋景色以其流態各異的「三迭泉」、 「一線泉」、「珍珠泉」、「霧泉」四眼寶泉

而獨具特色。 
【仙女山】仙女山位於重慶市武隆縣境烏江北岸，地屬武陵山脈，距重慶市主城區 180
公里，海拔 2033 米，擁有森林 33 萬畝，天然草原 10 萬畝，夏季平均氣溫 24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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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南

國第一牧原」和「東方瑞士」，其旖旎美豔的森林草原風光在重慶獨樹一幟。仙女山國家

森林公園總面積 8910 公頃，平均海拔 1900 米，最高峰 2033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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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與神奇

的芙蓉洞、秀美的芙蓉江、世界最大的天生三礄群地質奇觀組合為重慶最佳旅遊觀光度

假勝地。冬季的仙女山白雪皚皚，銀妝紗裹，霧松、冰瀑令人情潮湧動，此時成為重慶

周邊觀賞雪景、開展雪上運動的絕佳旅遊勝地；夏季茫茫林海，清風吹拂，涼爽宜人，

仙女山平均氣溫比重慶主城區低 15 度，由此又享有「山城夏宮」之美譽。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農家風味 40RMB     晚餐：武隆風味 50RMB            
住宿：准★★★★★ 依雲渡假酒店 或 同級                                            
第 3 天武隆【龍水峽地縫景區（環保車）】    黔江【濯水古鎮】                         
【龍水峽地縫景區】景區玲瓏剔透，精雕細琢，全長 2 公里，最窄處僅 1 米，從谷頂到

谷底高差可達 200—40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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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瀑布水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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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濯水古鎮】濯水古鎮興起於唐代，興盛於宋朝，明清以後逐漸衰落，是渝東南地區最

富盛名的古鎮之一。作為重慶舊城老街的典型，濯水古鎮街巷格局保留較為完整，具有

濃郁的渝東南古鎮格局，它既體現了與其他城市歷史街區的差異，也承載著巴文化、土 
家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傳承與創新，同時碼頭文化、商賈文化、場鎮文化相互交織。 
 
 
 
 
 
 
 

http://baike.baidu.com/view/696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08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9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11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604/50951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5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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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水初稱「白鶴壩」，元明之際屬酉陽土司轄地。重要的商業地理位置，使濯水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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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四年，人稱濯水為「濯河壩」。此時，此地已商賈雲集、店鋪鱗次櫛比。

商貿的日益發達，迅速促進了當地與外界的物資交流，創造了最為繁榮昌盛的歷史，甚

至已居於同時期的黔江縣城之上，與酉陽龍潭古鎮、龔灘古鎮合稱「酉陽三大名鎮」。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武隆風味 40RMB. 晚餐：黔江風味 50RMB      
住宿：准★★★★★ 黔江玫瑰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黔江【小南海（遊船）】  恩施【土司城】                                  
【黔江小南海】黔江小南海，原名小瀛海，一個美麗的高山湖泊，位於重慶與湖北交界

處，距黔江城北部 20 餘公里。是一個融山、海、島、峽諸風光於一體的高山淡水湮塞湖

泊，也是國內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一處古地震遺址，是重慶十佳避暑休閒目的地之一。小

南海水面海拔 370．5 米，面積 2．87 平方公里。黔江小南海位於重慶市黔江區城北約 60
華里處，是一個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距今已有 157 年的歷史了。小南海水域面積近 3
平方公里，景區山水相依、秀峰環列，水面汊港縱橫、波光粼粼，海口奇石林立、溪水

縈迴。是渝東南武陵山區難得一見的湖濱美景。這裡的氣候常年溫和濕潤，尤其在夏季

真是涼爽至極，最高溫度不會超過 30℃，避暑之行選這個地方那是絕對錯不了的。 
【恩施】恩施位於神秘的北緯 30 度，絢麗的八百里清江畫廊把這片綠色的土地裝點得分

外妖嬈，億萬年發育良好的喀斯特地貌更是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風情。70%的森林覆蓋率讓

她擁有「潔淨能源墓地」、「綠色食品王國」桂冠，並享有「鄂西林海」、「華中藥庫」、「世

界硒都」美譽。 
【恩施土司城】占地面積 300 餘畝，主要分民族文化展示區、宗教展示區、休閒娛樂區

三個主要區。這裏建有我州土家族、苗族、侗族三個主要少數民族的傳統建築，以展示

各具特色的建築、雕刻藝術。它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土家土司王城，是土家文化的

重要標誌，有“中華土家第一城”的美譽。土司城由墨沖樓、素素卡斜車、土司王府、土司

簡介碑、撈此羅又、爽心園、鐘鼓樓等景點構成。雖歷經滄桑，飽經風雨，整個土司王

城依然氣勢恢宏，極具土家特色和藝術價值。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小南海本幫菜 40RMB   晚餐：摔碗酒風味 50RMB           
住宿：★★★★ 恩施朗曼國際或同級                                                  
第 5 天 恩施【恩施大峽谷（環保車+上行纜車+下行扶梯）】  利川                       
【恩施大峽谷】恩施大峽谷位於長江三峽附近的鄂西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屯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0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7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74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8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8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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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鄉和板橋鎮境內，是清江大峽谷中的一段。峽谷全長 108 千米，總面積 300 多平方千

米。大峽谷被專家譽為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難分伯仲，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大峽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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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施大峽谷有五大奇觀：清江升白雲：與大多數名山的雲海顯得閑散無序不同的是，大峽

谷裏從清江上升起的雲海象一條騰飛的巨龍，蜿蜒曲折，延綿百裏，形態豐潤美不勝收。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峽谷軒 40RMB 晚餐：鄂菜風味 50RMB        
住宿：准★★★★★ 利川藍波灣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利川    龍缸【龍缸風景區（雲端廊橋+環保車）】  利川                       
【龍缸風景區】位於重慶市雲陽縣清水土家族鄉境內。經開縣至利川公路可達。距雲陽

縣新城 75 公里。屬地質公園類自然風景區。龍缸景區面積 300 餘平方公里。景區地貌奇

特，溶洞密布，奇峰怪石、石筍摩天、雄險俊秀、千姿百態、多姿多彩、景緻幽美，是

自然科學的博物館，地質景觀的大觀園。其中以龍缸天坑為代表的岩溶地貌景觀和以石

筍河為代表的峽谷景觀為主要特色。龍缸為一個最長直徑 350 米、最短直徑 170 米，深

550 米，缸內壁如削，壁縫松柏橫臥，古藤倒垂，缸底四季吐翠，百鳥爭鳴的橢圓形天坑。

因形為一個天然大石缸，還流傳樵夫與龍女愛情的美妙傳說，而得名龍缸，被譽為「天

下第一缸」。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川菜風味 40RMB     晚餐：利川風味 50RMB      
住宿：准★★★★★ 利川藍波灣酒店 或 同級                                        
第 7 天利川【騰龍洞風景區（洞內秀、電瓶車）】  重慶【洪崖洞景區】                  
【騰龍洞風景區】位於清江上游利川市區近郊，距城 6.8 公里，總面積 69 平方公里。由

『水洞、旱洞、鯰魚洞、涼風洞、獨家寨及三個龍門、化仙坑』等景區組成。二十世紀

八十年代，中外 32 名洞穴專家經過一個多月的探險考察，認為該洞穴系統是世界特級溶

洞之一，中國最大的溶洞。該洞以其雄、險、奇、幽、絕的獨特魅力馳名中外。2005 年

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中國最美的地方、中國最美的六大旅遊洞穴之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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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英國皇家洞穴研究會探險隊、歐洲洞穴基金會、中國地質大學等組成的 28 名專家對

騰龍洞進行科學考察得出『騰龍洞容積量世界第一』。  備註：若遇騰龍洞秀停演，因門

票內含故無退費費用。 
【洪崖洞景區】位於重慶市核心商圈解放碑滄白路、長江、嘉陵江兩江交匯的濱江地帶，

擁有 2300 多年的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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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崖洞民俗風貌區」項目是 2005
年重慶市政府「八大民心工程」之一，總面積 4.6 萬平方米，是「重慶市重點景觀工程」

和「AAA 級重點旅遊項目工程」。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土家風味 40.-RMB. 晚餐：火鍋風味 60.-RMB     
宿：★★★★★ 重庆萬豪酒店或凯宾斯基 或 同級                                  
第 8 天重慶【磁器口古鎮、外觀人民大會堂、三峽博物館】  高雄                      
【磁器口古鎮】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嘉陵江畔，始建於宋代，擁有「一江兩溪三山四街」

的獨特地貌，形成天然良港，是嘉陵江邊重要的水陸碼頭。曾經「白日里千人拱手，入

夜後萬盞明燈」繁盛一時。磁器口最早的名字叫白岩場，始於（998—1003 年）宋真宗咸

平年間，因為這裡曾有一座白巖寺而得名。清朝初年，瓷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龍隱

鎮的主要產業。 
【外觀人民大會堂】重慶市人民大禮堂是一精美奇巧的東方式建築。1987 年英國出版的

世界建築經典著作《比較建築史》收錄我國當代 43 項建築工程，將該建築排列為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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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

我們將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班機返回高雄。結束這令人難忘的湖北之旅。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渝菜風味 40.-RMB. 晚餐：機上套餐.                
出發日期 : 2017 年 8 月 26 日  
刷卡價 : NT$ 33000 元   (不含證照費用)  付現金退 700 元                                        

本梯次贈送小費司機、導遊、行李小費(NT2000) 
※ 應備基本資料 : 
1.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 張 、退伍令…… NT$ 1,400 
2.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NT$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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