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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 不上攝影，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當地俗民情時，會提供部分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了解也供旅客選擇 

推薦自費 
南昌之星摩天輪+東林大佛+景德鎮古窯+滕王宴樂夜秀─NT3600 元/人 
註：此團費因有自費專案安排而得以有此優惠價錢！如貴賓擔心影響旅遊內容，建議可選擇其他無
自費之旅遊產品。謝謝！ 

貼心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班  機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MU2080 高雄  南昌 11：40 14：05 

MU2079 南昌  高雄 08：15 10：40 

●如遇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第 1 天 高雄南昌上湯【贈送酒店泡湯】 

◆南昌：南昌之名源於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之意，南昌城始建於西元前 202年，初唐四傑王勃在《滕王

閣序》中稱其為“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地。南昌有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際花園城市、國家園林城

市、國家森林城市等榮譽稱號。 

◆上湯溫泉度假村泡湯：位於山擁千峰、江環九派的九江市星子縣溫泉鎮，北依廬山，緊臨鄱陽湖。假

村充滿北歐風情，亭台水榭點綴其間，設施完善。出水溫度達 72℃的自湧型溫泉，是酒店獨具特色的亮

點。100%的純天然流動溫泉水源，無需迴圈再用，池水清澈見底，再不用擔心衛生問題。溫泉中含有豐

富的礦物質，帶上老人、小孩一起浸泡，既能養生，又能共度歡樂時光。 

    

▲ 早餐：XXX／午餐：機上輕食／晚餐：中式合菜 RMB30 

▲ 住宿：準★★★★★上湯溫泉度假村(貼心提醒：此為溫泉酒店,請遊客自備泳裝)／或同級 

 

第 2 天 
南昌【東林大佛(自費項目)】廬山【廬山風景區(含環保車)～花徑公園、錦

繡谷、仙人洞、美廬別墅、北大門、望江亭】 

◆東林大佛(自費項目)：含東林大佛坐落江西廬山腳下，由中國佛教淨土宗發源地東林寺投資興建，大

佛高 48米，是至今爲止（2013年 3月）最高的阿彌陀佛銅像，也是中國唯一的露天阿彌陀佛銅像。 

◆花徑公園：白居易在江州司馬任內，登廬山訪大林寺僧人，有感于

山下桃花已落，而山上的桃花始盛開，賦詩《大林寺桃花》一首：「人

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此後，大林寺附近被稱為「白司馬花徑」。 

◆錦繡谷：錦繡谷傍絕壁懸崖修築的石級便道遊覽，可謂“路盤鬆頂

上，穿雲破霧出。天風拂衣襟，縹緲一身輕。”谷中千巖競秀，萬壑

回縈；斷崖天成，石林挺秀，峭壁峰壑如雄獅長嘯，如猛虎躍澗，似

捷猿攀登，似仙翁盤坐，栩栩如生。一路景色如錦繡畫卷，令人陶醉 

◆仙人洞：仙人洞內及周邊有大量歷代摩崖石刻，仙人洞石刻已於 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在仙人洞西側的圓門內側有怪石，名為蟾蜍石，石上長有古松。東側有遊仙石及觀妙亭，是遠眺雲海、

群峰甚至遠處的長江及俯瞰近處錦繡谷美景的佳處。此外還有朱元璋敕建訪仙亭。 

◆美廬別墅：『蔣介石』先生與『宋美齡』夫人夏天度假的地方，美廬在現代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當

年周恩來就是在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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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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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醒：如遇美廬別墅內部整修，則變更為外觀！ 

◆北大門：廬山北大門是景區最大的遊客集散地，位於北山公路上，旁邊設有停車場，售票點，門前還

有一本書型的巨石，篆刻“世界地質公園”等字樣，是廬山的地標性大門。 

◆望江亭：望江亭造於剪刀峽上，險峻突兀，亭頂形如傘，底端似台，瀟灑英姿，幽雅壯觀。北面開闊，

壑口恰成為遙看長江之佳處，所以得名。望江亭外絕壁上，豎有鐵檻，憑檻下視，剪刀峽壑谷中云騰霧

湧，變化萬千。 

※溫馨小提醒： 

(1)安排入住廬山山上酒店，因需換乘景區環保車，故建議旅客可準備小包隨身行李，放置輕便換洗衣物及隨身物品。方便

於山上活動！ 

(2)廬山風景區門票採一票制，如遊客因客人體力問題無法走完全景點，則不退費，請見諒!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30／晚餐：中式合菜 RMB30 

▲ 住宿：準★★★★國脈賓館／或鑫輝國際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廬山【會議舊址(外觀)、廬山博物館】)景德鎮【古窯+陶瓷民俗博物館+瓷

樂表演(自費項目)、富玉瓷場】婺源 

◆會議舊址：這座建築原名廬山大禮堂，為傳習學舍會議禮堂，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興建於 1935年

到 1937年，樓高 2層。 

◆廬山博物館：館內藏品反映了廬山歷史文化的輝煌，有當地出土和及從外地蒐集的古代青銅器和歷代

陶瓷，有唐宋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柳公權、米芾、黃庭堅等在廬山的手書碑拓，有明清著名書畫家唐寅、

鄭板橋、朱耷的字畫捲軸，最珍貴的則是《五百羅漢圖》，血書《華嚴經》和水晶佛珠，皆屬國家一級

文物珍品。 

貼心提醒：廬山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古窯-陶瓷民俗博物館(自費項目)：古窯民俗博覽區集中再現了景德

鎮千年的製瓷歷史，尤其是 15～16世紀景德鎮製瓷業的風貌，被譽為

一座“活的陶瓷歷史博物館”、陶瓷文化知識經典景區。古窯民俗博覽

區是全國唯一一家以陶瓷文化為主題的國家 AAAAA級旅遊景區、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鎮窯、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園、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項目名錄——景德鎮手工製瓷技藝、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

錄——景德鎮傳統瓷窯作坊營造技藝、江西省第一家座落於城市中心的

國家 AAAAA級旅遊景區。 

※溫馨小提醒： 

(1)陶瓷民俗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2)瓷樂表演時間為每週一至五（每天六場：0930/1020/1110/1400/1450/1540），此為景區免費表演，如參觀景區時間配合

上瓷樂表演則安排觀賞。 

◆富玉官窯：在這充滿神秘色彩的陶瓷聖地，能親眼目睹現代制瓷工藝的全工程，感受制瓷給您帶來的

無限樂趣和高雅情趣，感悟無盡的陶瓷文化魅力，親耳聆聽一個個關於瓷器的故事，尋找到陶瓷給您帶

來的無限樂趣，更能看到“白如玉、薄如紙、明如鏡、聲如馨”的標有“景德鎮瓷器”的精美陶瓷，享

受一站式購娛的便捷。 

※溫馨小提醒：富玉官窯：提供紀念商品銷售，遊客可自行購買，非購物站特此說明！貼心提醒瓷器為易碎物品，請遊客購

買前務必與店家確認好物品的完整性再做購買。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30／晚餐：中式合菜 RMB30 

▲ 住宿：準★★★★人逸酒店／或鄱陽湖酒店／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BD%E6%B0%91%E5%85%9A


※溫馨小提醒：婺源為江西省的小城鎮，住宿條件不如江西其他地區，因此早餐菜色較其他酒店稍遜，望客人諒解！ 

 

第 4 天 婺源【清風仙境、長壽古里～洪村、婺源博物館、月亮灣(車遊)、步行街】 

◆清風仙境：位於江西省婺源縣西北部賦春鎮嚴田-王村，古縣治清華鎮——賦春鎮公路旁。史載：南

宋紹興元年［1131年］，抗金名將岳飛征李成路經婺源時，曾率眾將領到此納涼歇息，他們在清風洞突

出的冷氣吹拂下，僅坐片刻，就感覺非常舒暢，為此岳飛高興地稱讚："好一處清風仙境"！ 

◆長壽古里～洪村：是婺源有名的長壽村。歷史上洪村最長壽者達 119歲，清朝時被賜名為“長壽故

里”。就是現在，村裡也可以看到很多九十多歲的長壽老人。 洪村周圍群山環繞，溪水潺潺，風景秀

麗。穿行在光裕堂、三書堂等白牆青瓦的宗族徽派建築裡，栩栩如生的石雕、磚雕與木雕映入眼簾，令

人拍手稱奇。另外還有一條被稱之為養生河的小溪傍村而過。 

◆婺源博物館：婺源博物館被譽為中國縣級博物館中的「第一館」。館內分為精品陳列室、婺源古建築

展覽、硯史陳列等部分，藏有陶瓷器、玉石器、金銀器、工藝品等名類文物珍寶上萬件，尤以兩宋名、

瓷明清字畫和唐宋古硯見優。 

※溫馨小提醒：婺源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月亮灣：月亮灣是半路上的一處小景點，因恰如月亮的形態、隔岸徽派民居的典雅、周邊秀美的景色

相融合。偶有三五農婦臨湖漿洗，時常引得路人紛紛駐足，深得遊客喜愛，拍攝此時美景。以至成為攝

影愛好者們最佳拍攝地之一。 

◆朱子步行街：婺源朱子步行街是婺源縣城一條改造後的老街，以徽派建築為特色，仿古而建，木雕花

窗，精細鏤空，白牆黛瓦，飛簷翹角，整齊劃一。仿古的徽派建築風格讓人駐足，馬頭牆，青石板路，

抑或花燈造型的街燈等等每一細微處都在訴說徽州文化的細膩與溫婉。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30／晚餐：中式合菜 RMB30 

▲ 住宿：準★★★★人逸酒店／或鄱陽湖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婺源龜峰景區(含電瓶車＋清水湖遊船) 鷹潭 

◆龜峰：龜峰風景區位於江西省弋陽縣城區西南部，因景區內有無數

形態酷似烏龜的象形石讓景區遠遠看去象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龜而得

名。它東臨江南第一仙峰三清山，南接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武夷山，

西鄰中國道教第一山龍虎山，北靠著名瓷都景德鎮，共同構成一個迷

人的旅遊風景帶，具有優越的區位優勢。龜峰風景名勝區有三奇：一

為獨步天下的龜形丹山之奇，有“中華丹霞精品，東方神龜樂園”之

美譽，奇峰處處，美不勝收;二為天造地設的洞穴佛龕之奇，碧水丹青，

奇洞成群，“中華第一佛洞”南岩、禪宗古寺雙岩、“飛來禹跡”龍門岩，如三顆明珠鑲嵌在清麗、柔

媚的龍門湖畔，古代洞穴文明遺跡隨處可見;三為千古流傳的志士仁人之奇，疊山書院折射出鐵脊忠魂

的愛國丹心，方志敏紀念館展示紅土地的無尚光榮，千古名曲弋陽腔唱不盡弋陽人的千古風流。它集紅、

綠、古三色資源為一體，融佛、道、儒三教文化於一爐，是一處不可多見的人間勝境，使歷代名人接踵

而來，贏得“江上龜峰天下稀”(明代李夢明)“殊照長城壯漢關”(明代高明)、和“龜峰巒嶂之奇，雁

蕩所無”(明代徐霞客)的由衷讚歎。 

◆清水湖：龜峰清水湖位於龜峰景區的東南部，她的水源來自山澗的一條清沏的水溪，天然的水質澄凈

清亮，沒有一絲一毫的污染。寬廣的湖水環繞於龜峰諸景，猶如一面明鏡鑲嵌在龜峰丹山綠樹之中，清

澈的湖水，宛如一處人間仙境。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30／晚餐：中式合菜 RMB30 

▲ 住宿：準★★★★鷹潭維也納酒店／或錦都金源酒店／或陽光假日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鷹潭大覺山景區【大覺古鎮、太空步廊、大覺寺(含電瓶車+纜車上下)】南昌

【搭乘南昌之星摩天輪(自費項目)】 

◆大覺山主景區：位於江西省撫州市資溪縣境內，不僅有優美的自然風生，野生動植物種類多樣，分佈

廣，被專家譽為“天然氧吧" ！境內山清水秀，山巒蒼鬱峻拔、溪流清澈縈回，自然風貌原始，空氣清

純，新鮮、氣候舒爽宜人，以全國罕見江西第一的綠色植被，被譽為“生態王國，華廈翡翠”， 大覺

山風景區成功入選“新贛鄱十景”，可見其魅力所在。大覺山屬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冬無嚴寒，夏

無酷暑，光照充足，氣候溫和，景區擁有近 1500種植物，包含紅豆杉、銀杏等珍貴物種；此外，國家

一、二級保護動物雲豹、黑熊等動物，是價值極高的生物自然寶庫。 

◆大覺古鎮：占地 60多畝。古鎮選定在景區的官驛站和大美亭兩岸，結合地形地貌打造一個山水交融

的宋朝古鎮。內建有一河、三街、六巷，董永家宅，惡霸吳沖天吳俯，令世人逍遙快活的賞春苑，神奇、

神秘的原始森林；另外還建有一座廊橋、一座拱橋、一座東望樓、東西兩座城門、一座聖殿、聖殿外有

一個聚會用的廣場。 

◆大覺寺：為大覺山的重要景點之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宗教朝拜勝地、馳名中外數百年的大覺寺，

坐落在海拔 1118米的蓮花山天然石洞中。此洞深 12米，寬 60米，高 6米，洞之深廓，世所罕見。蓮

花山山高奇峰獨特，清澈的“聰明泉”，聳立的“雙燭石”，威武的“將軍石”，神秘的“寶塔”，幽

靜的“呂洞賓”讀書洞，挺拔的“逍遙峰”，還有賦予傳奇色彩的“龍床洞”、“水簾洞”、“神女

石”、“不老松”、“神龜問天”、“雙乳峰”等五十餘個景點分佈於大覺寺周圍。 

◆太空步廊：兩座山峰之間橫空架起一座長 100米，垂直高度 100多米的“太空步廊”，行走在全透明

的玻璃棧道上，猶如在懸崖峭壁上懸空通過，挑戰者可站在“太空”上，極目武夷山脈逶迤山峰景色，

俯視下面的萬丈深淵，在驚險刺激中挑戰大自然極限。置身于太空雲海之中，感受大自然神奇魅力，體

驗人生百味，雖說驚險，卻是別有一番風味。 

◆南昌之星搭乘摩天輪(自費項目)：“ 南昌之星 ” 摩天輪，又名南昌之星，位於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新

區紅角洲贛江邊上的贛江市民公園。高 160米，同時在世界上僅次於拉斯維加斯摩天輪（167米）和新

加坡飛行者（165米）摩天輪，為南昌市標誌性建築。原為世界第一高摩天輪高度高於英國倫敦的倫敦

之眼，現為世界第三高，國內第一高的摩天輪。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農家宴 RMB40／晚餐：中式合菜 RMB40 

▲ 住宿：★★★★富庭苑酒店／或準★★★★★美居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南昌【江西省博物館、梅湖景區、佑民寺、萬達茂廣場、滕王閣景區、滕王

宴樂夜秀(自費項目)～滕王迎賓+王鼓舞風+水幕秀影+大唐集市+禮儀之邦+臨

川潛夢+飛天樂舞】 

◆江西省博物館：50年來，經過開拓者篳路籃縷，經過幾代人不懈努力，江西省博物館已成為蜚聲海內

外的大型綜合性博物館。1999年 10月 1日，江西省自建國以來投資最大的一項文化基礎設施--江西省

博物館落成並正式對外開放，這標誌著江西省博物館以嶄新的姿態邁向新世紀。 

※溫馨小提醒：江西省博物館每週一休館不能參觀，如遇休館則此點將取消不參觀！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79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2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686562/120482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9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882.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E4%B9%8B%E6%98%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1%A9%E5%A4%A9%E8%BD%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E5%B8%82%E7%BA%A2%E8%B0%B7%E6%BB%A9%E6%96%B0%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E5%B8%82%E7%BA%A2%E8%B0%B7%E6%BB%A9%E6%96%B0%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3%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BF%97%E6%80%A7%E5%BB%BA%E7%A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862


◆梅湖景區：位於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境內，是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中國十大文化藝術名人

"、被鄭板橋譽為"名滿天下"的一代畫聖--八大山人為核心，以傳統文化為主軸，以梅湖生態美景為紐

帶的江南都市歷史文化生態景區。 

◆佑民寺：中國古代著名寺廟，佛教禪宗“ 洪州禪 ”的發源地，坐落於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民德路 181

號。寺廟始建於南朝梁天監年間(502-519年) ，原為豫章王蔚綜之師葛鱘之私宅，因“鎮蛟龍”捐獻為

寺。唐大歷年間，禪宗高僧馬祖道一來寺說法，信徒雲集洪州，形成“洪州禪”，佑民寺（時稱“開元

寺”）成為當時江南的佛學中心。後亦不斷有新羅僧人慕名前來入寺修行，佑民寺的宗風心法被傳播至

朝鮮半島、日本等地。此後佑民寺時毀時修，先後易稱過承天寺、能仁寺、永寧寺等名。 

◆萬達茂：建築面積約 20萬平米，中國首座文·商·旅綜合體，體驗式商業的全球樣本，打造家人與

朋友的歡聚勝地。全球最大的全景室內海洋樂園、江西唯一高科技互動體驗式電影科技樂園與大型時尚

商業步行街是萬達茂的主力業態。商業步行街是萬達茂的核心組成部

分，建築面積約 14萬平米，規劃約 200個商家。 

◆滕王閣景區：滕王閣臨贛江而立，因王勃的“滕王閣序”而聞名，

是“江南三大名樓”之一，也是南昌的地標。 

◆滕王宴樂夜秀(自費項目)：滕王閣此次傾心打造的大型實景化、沉

浸式、體驗型文化旅遊演藝之作名為《滕王宴樂》。它將以滕王閣及

夜秀燈光為底色，以滕王畫蝶、王勃詩序和臨川四夢為文化背景，以

大唐禮邦為主軸，通過器樂、舞蹈、戲劇融合全息技術和水幕秀等時尚科技，為遊客再現和營造了大唐

盛世繁榮場景，讓遊客沉浸其中，深度體驗大唐滕王畫意生活。 

※溫馨小提醒：滕王宴樂夜秀表演內容會依季節及天候因素做調整，實際表演內容以景區通告為準！ 

▲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30／晚餐：中式合菜 RMB30 

▲ 住宿：★★★★富庭苑酒店／或準★★★★★美居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南昌高雄 

＊此時 8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

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早餐：酒店餐盒／午餐：XXX／晚餐：XXX 

▲ 住宿：★★★★★溫暖的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5%B7%9E%E7%A6%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7%A5%96%E9%81%93%E4%B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