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11/01【阿凡達張家界】全覽雙秀８日 (三排座車 WIFI、無購物&自費) 

~天門狐仙秀+魅力湘西秀、鳳凰古城、紅石林、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雲天渡玻璃橋~ 

NT:42,500 元/人 (含稅、導領&行李小費)  

行程特色 

●全程 NO SHOPPING 無購物、無自費項目(當地特產:安化黑茶、銀器等自由選購不強迫購買)。 

●全程使用 VIP 三排椅豪華旅遊巴士、車上 WIFI。 

●貼心安排:每人每天乙瓶礦泉水。 

●全程享用 RMB 50-128/人餐標。 

 



 

 

 





 

飯店介紹 

 



  

參考航班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抵達城市 起飛-抵達時間 

第 1 天 華信航空 AE 977 桃園 TPE / 長沙 CSX 09:05 /11:50 

第 8 天 華信航空 AE 978 長沙 CSX / 桃園 TPE 13:10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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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長沙—常德-柳葉湖（含遊船）、德國小鎮 
【柳葉湖（含遊船）】位於常德市區東北部，因湖的形狀像柳葉而得名，白鶴山、花山、太陽山環繞

湖北部。其中白鶴山很早以前就是白鶴棲息的寶地，每年 5 月-9 月，成千上萬只白鶴與白鷺在藍天

碧水間翩翩起舞，為柳葉湖增加了奇麗的色彩。 

【德國小鎮】 德國「漢諾瓦小鎮」，當地人也稱其為「德國風情街」，因為常德市與德國漢諾瓦市雙

方共同治理穿紫河而結緣的產物，在引進德國漢諾瓦先進的水系治理經驗的同時，兩個城市都感覺到

了對方城市深厚的文化積澱，為見證兩個城市的「友好情誼」，德國「漢諾瓦小鎮」就應運而生了。

從設計，建築，材料，經營產品等方方面面，全部都採用「德國人」「德國貨」，展現了原滋原味的正

宗的德國文化。 

住宿：（豪華五星）常德澤雲大酒店 或同等 

早餐： X 中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湘菜風味~領隊點餐 RMB80 

 

第 2 天 
常德—鳳凰-鳳凰古城（含套票）沱江遊船、楊家祠堂、熊希齡故居、東門

城樓、虹橋、沈從文故居、萬壽宮、萬名塔、夜遊鳳凰古城 
【鳳凰古城（含套票）】是中國最美麗的小城，如果你想目睹真正的湘西風情，你不得不到鳳凰古城(又

名沱江鎮)走一趟。鳳凰城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鳳凰縣的縣城，它緊鄰沱江而建，吊腳木樓布

滿山坡。這裏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鄉，他曾在《邊城》中描繪過它素樸而迷人的風情。 建於清康

熙時期，有全國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集居著苗族、漢族、土家族、回族等，形成了多才彩多姿的的民

族風情。是文人墨客最愛駐足的地方，也是最適合悠哉踱步、沉澱心靈的小鎮。 在這青山、綠水、

古橋、吊腳樓、民居、石板街；城內，古代城樓、明清古院風采依然，苗族小鎮的細緻溫柔與古老歷

史累積的厚蘊文化。白天的古城，夜晚的古城，都值得您深深的體驗他獨特的風情。 

【沱江遊船】可以暢遊沱江，欣賞兩岸風光具有民族特色的吊角樓和風雨樓，盪舟戲水悠然自得。 

【楊家祠堂】為鳳凰縣 24 家祠堂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古城內的祠堂，楊家祠堂始建於道光十六年，



木質結構呈四合院，上下兩層，占地面積 770 平方米，整過建築工程精細，富有楊家民族特色。 

【熊希齡故居】環境幽靜安謐，建築古老質樸，四方形佈局，中有一天井寬坪。進入宅門，左側是一

個約十平方米寬的前室，又稱會客室，天井東側為專門的柴房，內有石磨、石碓等食用傢具裝置，充

分顯示了這家主人當時勤儉持家的良好風範。 

【東門城樓】位於城東，緊靠沱江，原名"升恒門"，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東門城樓始建於清康

熙五十四年，城門下部由紫紅砂巖砌成，上部城樓則用古磚砌築。 

【虹橋】橫臥於沱江之上，風雨樓以它的壯觀和俊美拔然而起，這其實就是成了一道重疊的風景，這

道風景，由下而上、由古而今穿越著六百多年的歷史。這座橋始建於明洪武初年，橋下的那條潭，自

古以來就叫“回龍潭”。靠近南岸，以前依山傍水還修建有一座“回濤閣”。 

【沈從文故居】位於古城南中營街，為一南方典型的四合院。古院皆採用一陡一眠合子墻封砌，故居

所有木質建築，無雕龍刻鳳，但顯得小巧精緻，古色古香。特別是那些帶有湘西風味的雕花木窗，琢

工精良，格外引人註目。 

【萬壽宮】形成建築規模宏大設計精巧獨特，雕琢玲瓏剔透的建築群落。緊靠大門與高大門樓連為一

體的，北有陽樓，西有遐昌閣。簡直是殿宇樓臺薈萃，建築藝術大觀。 

【萬名塔】位於鳳凰古鎮城東青龍山麓沙灣黃土坎的沱江之濱，東靠雕樑畫棟的遐昌閣，西望氣勢若

虹的風雨橋，是建立在原字紙爐的遺址上。由著名畫家黃永玉於是 1985 年倡義同，群眾集資，政府

扶助於 1988 年建成，故名“萬名塔”。 

【夜遊鳳凰古城】夜晚不僅僅是浪漫迷人，那種遊人如織的氣氛中、委身於琳瑯滿目的藝品店裡，神

遊於藝海中，其樂無窮。同樣是逛街，夜晚的遊客就是多了那麼一份輕鬆與自在、愉悅與欣喜！沱江

的夜晚，也相當浪漫迷人！漫步江岸的步道，只見兩岸吊腳樓餐館、咖啡座燈火輝煌，大紅燈籠高掛，

輕柔的音樂飛灑而出，飄向江面上的月色中。 

住宿：（准五）天下鳳凰 8 號樓 或同等 

早餐： 飯店內 中餐：四海餐廳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領隊點餐 RMB80 

 

第 3 天 鳳凰-紅石林風景區(天池、地池) —張家界   
【紅石林風景區】武陵奇觀-紅石林位於芙蓉鎮王村對岸，目前是全球唯一在寒武紀形成的紅色碳酸

鹽岩石林景區，2005 年被批准為國家地質公園。紅石林位於古丈茄通和斷龍山鄉境內，面積約 10 平

方公里。景區內遍佈高大奇石，造型各異，顏色變化多端，且隨天氣、時間、季節變化而變化，晴紅

雨黑，陰轉褐紅，晨昏有別。據地質專家考證，紅石林岩石形成歷史約有 4.5 億年，紅石林地域與坐

龍溪峽谷一樣同屬地史上所稱的揚子古海，海底沈積了大量混合泥砂的碳酸鹽物質，經地殼運動和侵

蝕、溶蝕作用，形成了這片美麗的地質奇觀。著名石景有蜀犬吠日、乳燕待哺、蝸牛搬家、樓蘭古城、

七彩迷宮等等，另還有地下溶洞，絕壁天坑，千年古木等，整個景區融紅、秀、峻、奇、絕、古於一

身，堪稱“武陵第一奇觀”。 

 

住宿：（五星）陽光酒店 8 號樓 或同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印象鳳凰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領隊點餐 RMB80 

 

第 4 天 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單程環保車+單程手扶梯）、天空
步道（含鞋套）、天門洞、鬼谷棧道、軍聲畫苑、土家風情園、天門狐仙秀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單程纜車+單程環保車+單程手扶梯）】風景區遊覽。公園占地面積 96 平方

公里，為四面絕壁的台形孤山，屬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天門山海拔 1518 公尺，是張家界的文化

聖地，被稱為“張家界之魂”，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譽。氣勢臨空獨尊，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天然穿山



溶洞－天門洞，門高 131 公尺、寬 57 公尺、深 60 公尺。1999 年世界特技飛行大師曾架機穿越天門

洞，引起世人關注。天門山寺，自明朝以來就香火鼎盛。是湘西的佛教中心。故天門山宛如是一座大

氣的“天文化”和“仙山文化”為一體的神仙花園。 

註：若遇天候或設備檢修維護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纜車停駛或環保車停駛或電扶梯停駛，遊覽的交通

工具，需以景區調配為主，敬請見諒。 

【天空步道（含鞋套）】天門山玻璃棧道懸於山頂西線，長 60 米，最高處海拔 1430 米。是張家界天

門山景區繼懸於峭壁之上的鬼谷棧道、憑空伸出的玻璃眺望臺。玻璃臺伸出棧道有 4-5 米，專供遊人

拍照、橫跨峽谷的木質吊橋後打造的又一試膽力作。這條看著就讓人腿軟的玻璃棧道給人帶來的刺激

震撼感可與舉世聞名的美國大峽谷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晴天時，藍天和白雲的倒影鋪滿了整條

棧道，讓人在對腳下的透明戰戰兢兢之餘，更樂享於踏雲而行的快感;雲霧天氣，玻璃棧道則在霧中

若隱若現，天上人間的美景更是讓人驚歎不已。為了讓遊客零瑕疵的透過玻璃橋看到美麗的風景，上

橋的遊客均要求戴上鞋套，以保持玻璃橋的透明和乾淨。如果你夠膽大，可以挑戰天門山頂的東方"

天空之路"。 

【天門洞】高 131.5 米，寬 50 余米，南北對開於千尋素壁之上，氣勢磅礡，巍峨高絕，是罕見的高

海拔穿山溶洞，更是盡顯造化神奇的冠世奇觀，天門洞終年氤氳蒸滕，景象變幻莫測，時有團團雲霧

自洞中吐納翻湧，時有道道霞光透洞而出，瑰麗神奇，宛如幻境，似蘊藏天地無窮玄機。天門洞 千

百年承接天地萬物的靈氣，成為人們祈福許願的靈地，天門洞被視為《天界之門》、《天界聖境》，已

成為美好幸福的象徵。 

註 1：若遇天候或設備檢修維護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纜車停駛或環保車停駛或電扶梯停駛，遊覽的交

通工具，需以景區調配為主，敬請見諒。 

註 2：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山上環保車及電扶梯停駛，則天門洞僅能安排在搭乘天門山纜車時遠觀，

敬請見諒。 

【鬼谷棧道】位於覓仙奇境景區，因懸於鬼谷洞上側的峭壁沿線而得名。棧道全長 1600 米，平均海

拔為 1400 米，起點是倚虹關，終點到小天門.與其他棧道不同的是，鬼谷棧道全線既不在懸崖之巔，

也不在懸崖之側,而是全線都立於萬丈懸崖的中間，給人以與懸崖共起伏同屈伸的感覺。站在棧道上

俯瞰群山，古人“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覺油然而生。由於天門山是國家森林公園，植被特

別豐富，加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所以，在這條棧道上更能找到一種在乘坐直升飛機飛越熱帶雨林大

峽谷的感覺，這平時只能在電影裏看到的場景，在這裏能讓你身臨其境。 

【軍聲畫院】館裏展示著各種砂石畫，砂石畫集國畫構圖，西畫手法、溶版畫，雕刻及藝術盆景之精

髓為一體。古樸典雅，色彩自然，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和浮雕藝術效果，其圖面無不流溢著濃郁的自在

神韻和湘西民族風情。 

【土家風情園】園內建築多為木石結構，雕樑畫棟，金碧輝煌，飛簷翹角，玲瓏雅致。代表作有土司

城堡、擺手堂、土家山寨。特別是衝天樓，依山造閣，氣勢恢宏，樓高 48 公尺，九重十二層，曲徑

回復，獨具匠心。還有原汁原味的土家文藝節目。  

【天門狐仙秀】是世界上第一齣以高山奇峰為舞臺背景,以山澗峽谷為表演舞臺的山 水實景演出；也

是目前世界唯一一齣在山水實景中演出並有完整故事情節的音樂劇。天門山壯美瑰麗的奇峰險壑、峽

谷裡的飛瀑流泉、空中的霧嵐飛煙、山上的林木花草皆成為該劇舞美效果的構成元素，也成為該劇實

現特殊藝術表現力和巨大視覺衝擊力的獨特資源。 

 

住宿：（五星）陽光酒店 8 號樓  或同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野菌風味 RMB50 晚餐：酒店用餐 100 

 



第 5 天 
張家界-金鞭溪、水繞四門、十裏畫廊（往返小火車）、黃龍洞（遊船+VIP

通道） 
【金鞭溪】景區。金鞭溪沿線是武陵源風景最美的地界，從張家界森林公園門口進入後，往前步行

300 米左右就是金鞭溪的入口，全溪長 5.7 公里，穿行在峰巒幽谷雲間，溪水明淨，跌宕多姿，小魚

遊弋其中，溪畔花草鮮美，鳥鳴鶯啼，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游。  

【水繞四門】 位於索溪峪景區的的西邊，距十里畫廊谷口 2 公里。因有 3 條溪水，分別從西、北、

南 3 穀口流出，然後相匯合流注入索溪，故稱水繞四門。 

【十裡畫廊（往返小火車）】位於索溪峪景區，是該景區內的旅遊精華，在這條長達十餘裏的山谷兩

側，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觀，人行其間如在畫中。溝旁黛峰屏列，山上的岩石形成了 200 來尊似人似

物、似鳥似獸的石景造型，其中“孔雀開屏”“采藥老人”“壽星迎賓”“猛虎嘯天”等最為著名。 

【黃龍洞（遊船+VIP 通道）】它是中國最大、最古老的溶洞之一。黃龍洞總 長約 30 公里，平均高

度 50 公尺，寬 80 公尺，有 58 個廳台，28 條石走廊，15 處珍珠瀑布，3 條地下暗流，湖泊 2 個，

水花池 45 處，洞中石筍、石鐘乳、石幔、石花遍佈，琳琅滿目。 

 

住宿：（奢華五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竹筒風味 RMB50 晚餐：中式合菜 ~領隊點餐 RMB80 

 

第 6 天 
張家界-袁家界（百龍電梯上）、天下第一橋、迷魂臺、賀龍公園、西海、仙

女散花、天子山景區（纜車下）、魅力湘西秀（普通 VIP 席） 
【百龍電梯】特別安排 搭乘唯一擁有三項世界紀錄的，是世界上最快的客運電梯、是世界上載重量

最大、世界上最高的觀光電梯、也是世界最高暴露在戶外的電梯。  

【天下第一橋】屬武陵源精華景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５公尺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

兩座山峰之上，把東西兩峰連接。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為天下罕見，故稱"天下第一橋"。  

【迷魂台】這裡清晨和天氣變換時，雲霧翻滾，群山時隱實現，變幻莫測，使人難辨天上人間。 

【賀龍公園】坐落在 1200 米的千層岩左側。公園內，屹立在“雲青岩”上的賀龍銅像與大自然連為

一體，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這是中國近百年朔造的最大的一尊銅像。 

【西海】位於索溪峪西北，是一個群山環抱、深不可測的“桶”形盤谷，有上千座石峰竹筍般密密麻

麻插在不到幾平方公里的深川大峽之中，秀麗而神奇。每當霧海蒸騰，山勢更加雄渾，瑞氣上浮下沉，

山巒在雲霧中奔突隱現 

【仙女散花】女獻花被譽為仙女的化身，向王天子的愛妃，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猶如一位楚楚動人

的佳麗。手中捧著滿滿的鮮花，在西海的山峰中散佈花的種子。一直在此等候著向王的歸來，有詩句

寫到“瑤池玉女下凡間，化為石峰格外妖。手捧金蘭隨意撒，萬朵金蓮半山腰”。 

【天子山（纜車下）】總面積為 9000 余平方公引，近一百平方公里。境內最高點昆侖峰海拔 1262.5

米，最低點泗南峪，海拔 534 米。天子山的神奇，在於煙雲繚繞的奇石危峰，如柱、如塔、如筍，

低者數公丈，高者數公引，雕鏤百態。有屈子行吟，有姐妹私語，有夫妻情深，有眾仙 聚會、群娥

起舞，有天兵出征等天然群像。當地群眾稱形同武將的石柱為“四十八大將軍，四十八小將軍”，擺

起八門鎖陣，天子坐朝閱兵。 

【魅力湘西秀】初創於 2000 年的“張家界·魅力湘西”，歷經 10 年的發展，從最開始的 200 人小

劇場，發展成如今占地 31.22 畝、有 2600 座位、旺季每晚演出的張家界魅力湘西國際文化廣場，並

榮獲“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稱號。精品來之不易，為將最好的湖南西部的魅力展現於世，“張家

界·魅力湘西”的創作團隊，經常紮根大湘西地區的原始村寨駐紮采風，搜集、整理出湘西民族、民



間、民俗文化形態和素材。 

註：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或臨時停演，則現場退費，敬請見諒。 

 

住宿：（奢華五星）皇冠假日酒店 或同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土家風味 RMB50 晚餐：酒店自助 128 

 

第 7 天 張家界-張家界大峽谷 B 線（玻璃橋+電梯+遊船）— 長沙-黃興路步行街 

【張家界大峽谷-雲天渡玻璃橋】張家界大峽谷位於張家界市慈利縣三官

寺鄉，緊鄰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張

家界大峽谷玻璃橋建設歷時 4 年多，號稱創下 10 項「世界之最」，包括：

最高且最長的玻璃人行橋、橋面上建有世界最高彈跳臺、玻璃承重最重

的橋樑、舒適性最好的橋樑等等。玻璃橋橋面距谷底高度約 300 公尺，

遊客走在橋上就好像行在空中。 

註：玻璃橋如遇因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關閉無法遊覽時，將改以其他行程替代，敬請見諒。 

註：屆時遊船尚未開放則另外退費，敬請見諒。 

【黃興路步行街】黃興南路經歷了數百年的滄桑，是長沙商業歷史變遷的最好見證。新的黃興南路步

行商業街是中共長沙市委、長沙市人民政府在經過廣泛論證、科學決策的基礎上，批准選址於黃興南

路司門口與南門口之間，通過招商引資，與長沙市三兆實業開發有限公司一道積極建設的一項戰略重

點工程。 

 

住宿：（奢華五星）凱賓斯基酒店  或同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農家風味 RMB50 晚餐：火宮殿~領隊點餐 RMB80 

 

第 8 天 長沙-湘江風光帶 /桃園 
【湘江風光帶】長沙湘江風光帶，兩岸垂柳如絲，江心十里長島，有著「長沙外灘」的讚譽。湘江風

光帶集防洪、觀光、旅遊、休閑、健身等功能於一體，配合長廊、雕塑文化景觀及喬木、灌木自然風

景，充分體現了湖南的自然風光和了江水兩岸相互映襯的獨特景色，因此成為了市區一道亮麗的風景

線，極富靈動之感。 

住宿：（奢華五星）凱賓斯基酒店  或同等 

早餐：飯店內 中餐：機上餐食 晚餐：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張家界旅遊注意事項】 

1.從 2010 年 1 月 1 號開始，湖南省的所有酒店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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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