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04/24 恩施大峽谷、長江三峽、重慶 8 日 
NT:48,5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行程特色 
總統八號船上附加好禮 
1、安排入住總統八號：5 層（豪華陽臺標準間） 

※一般團體從 2 樓層住起，每往上加一樓需加價 RMB150 

2、享有專人接待，快速登記入住，快速結賬服務。 

3、每天下午茶時段康樂部免費提供兩種點心一種堅果，咖啡、茶。 

4、每天晚餐前一小時康樂部免費提供當日特色雞尾酒一杯。 

5、每航次每團提供 3 小時的免費卡拉 OK 用房時間，酒水另付，需提前預定。 

6、每天提供開夜床服務，並提供一支鮮花，一塊巧克力。 

7、每天晚會表演的時候設立專屬貴賓區，提前預留位置。 

8、享受全程免費三溫暖。 

9、如於船上期間遇旅客生日，贈送生日蛋糕。 

10、遊船上餐廳及觀看晚會區域專屬椅套。 

11、每位登船客人、贈送船長親筆簽名登船書一份及與船長合影。 

12、每團每桌贈送“格魯吉亞”紅酒一支/次。 

13、每位客人贈送獨一無二的禮物一份。 

 



   
 

 



 



 

 



 
 

飯店介紹 
【五星富力艾美酒店】 

重慶富力艾美酒店是是由喜達屋酒店集團管理的酒店，位於重慶三大CBD之一的南坪商業核心地帶，

毗鄰重慶國際會展中心，南坪萬達廣場、星光時代廣場、百盛等大型休閒娛樂區域，購物、用餐極為

便利。酒店緊靠輕軌3號線，南坪站下車後六號出口直達萬達艾美酒店大門，至長江濱江路僅需5分鐘，

至重慶國際會展中心僅需5分鐘，距解放碑中央商務區僅需10分鐘。酒店設計風格體現了城市的現代

與時尚藝術，並融合當地文化與特色。從酒店正門頗具神秘氣息的過渡入口彩繪，到大堂電梯間悠然

芬芳的檀木香氣，再到電梯裏不同時間展現的各種場景音樂，一切均由艾美品牌全球專屬設計團隊

LM100精心打造，從視覺、嗅覺、聽覺上帶給每一位客人全方位的藝術感受。 

  
 

【恩施女兒寨度假酒店】 

恩施大峽谷女兒寨度假酒店位於山清水秀的大峽谷沐撫女兒寨，臨近景區遊客服務中心，酒店高高低

低、錯落有致地分佈在山腳下，旁邊是山道。拾級而上，來到安靜的客房，裏面有舒適的大床、乾淨

的洗浴間及大陽臺。陽臺上能看到遠處連綿的青山，峽谷風光一覽無遺。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深

山中，客房內也有高速無線WIFI，讓你即時上傳美麗的照片，或和家人、朋友聊天。這裏的早餐非常

原生態，有營養豐富的五穀雜糧，還有爽口的小菜。飽餐一頓之後，還可以帶著老人、小孩兒爬爬山，

呼吸一下山間的清新空氣。 

  



【依雲度假酒店】 

仙女山中科依雲酒店位於仙女山新區核心地段，與新區管委會相依，與仙女山登山步道、高爾夫球場

等高端娛樂專案相伴。仙女山中科依雲酒店位於仙女山新區核心地段，與新區管委會相依，與仙女山

登山步道、高爾夫球場相伴；緊臨天生三硚、龍水峽地縫和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距武隆縣城僅30

分鐘車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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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4月24日 中華航空CI 553 桃園/重慶 15:30 19:00  

5月01日 中華航空CI 554 重慶/桃園 20:05 23:1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重慶 
在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搭乘直航班機前往重慶，抵達後由專業熱情的導遊接機，

隨後搭乘巴士前往享用晚餐，晚餐後前往酒店辦理入住休息。 

【重慶】重慶地處中國內陸西南部，東鄰湖北、湖南，南靠貴州，西接四川，北連陝西。總面積8.24

萬平方千米，轄38個區縣（自治縣）；2017年常住人口3075.16萬，地區生產總值19500.27億元。有

中國火鍋之都 、中國會展名城、世界溫泉之都之稱。重慶簡稱渝或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西部唯

一的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 、超大城市、國際大都市，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金融、科創、航運和

商貿物流中心，西部大開發重要的戰略支點、“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重要聯結點以及內陸開放高

地；既以江城、霧都著稱，又以山城揚名。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中式合菜RM80 

住宿：五星富力艾美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重慶-3H武隆【天生三橋(環保車+電瓶車)、仙女山（小火車）、印象武隆】
【天生三橋】牽牛坪景區全新“金龜朝陽”環步遊道：賞奇異“九尾鳳天”、觀“常青崖”、覽雄偉

壯觀“金龜朝陽”，聽“箭竹林海”婆娑風聲。後遊客可步行遊覽金佛山絕壁棧道走廊：位於金佛山

西北懸崖邊緣，全車3500米，海拔在2000米以上，距離地面約50米，為金佛山最高觀景點之一，行

進於棧道中，可觀賞到億萬年累計形成的燕子洞，再穿過時空隧道-靈空洞。天星小鎮以民國時期巴

渝風情吊腳樓為建築特色，一條精緻的長街曲巷，彙聚著巴渝淳樸的民風，琳琅滿目的精緻物件，把

一種遠離都市的生活回歸重新拾起。 

【仙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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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是國家AAAAA級景區，位於重慶市武隆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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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硚大的天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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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又享有“山城夏宮”之美譽。 

【印象‧武隆秀】著名導演張藝謀領銜的北京印象創新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實景歌會，該演

出充分結合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資源和地方特色文化，以自然山水為舞臺背景，以群眾生產生活、

民風民俗、歷史人文和美麗傳說為藝術素材，演出場地範圍大約上千畝，演出場地設置座位2800餘

個，是一個呈“U”形的高山峽谷地帶，四周為陡峭的山峰。印象·武隆”在夜間演出，採用各種色

彩的高科技光源從選定的角度照射到山體上，達到聲、光、電與實景交相輝映的效果，與演出情景相

互融合，產生巨大的夢幻般的吸引力。 

※印象武隆秀為戶外演出，若遇天候因素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演出，則現場退費，敬請見諒。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50      晚餐：渝菜風味RM80 

住宿：依雲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武隆-3H重慶【磁器口、三峽博物館、外觀人民大禮堂】／總統八號遊輪
【磁器口】國家AAAA級景區，中國歷史文化名街，重慶市重點保護傳統街，重慶“新巴渝十二景”，

巴渝民俗文化旅遊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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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裏千人拱手，入夜後萬

盞明燈”繁盛一時。磁器口古鎮蘊含豐富的巴渝文化、宗教文化、沙磁文化、紅岩文化和民間文化，

各具特色。一條石板路，千年磁器口，是重慶古城的縮影和象徵，被讚譽為“小重慶”。磁器口古鎮

開發有榨油、抽絲、制糖、捏面人、川戲等傳統表演專案和各種傳統小吃、茶館等，每年春節舉辦的

磁器口廟會是最具特色的傳統活動，吸引數萬市民前往參與。磁器口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顯示出

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吸引力，每天來自海內外參觀、旅遊的賓客紛至遝來、絡繹不絕。 

【三峽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主體建築氣勢宏偉，內涵深邃。除正面與人民廣場、人民大禮堂

保持三位一體外，其餘部分均順地勢地貌而建，並與山體融為一體，結合地勢高差與建築的圍合與半

圍合，呈現出山水主題的園林景觀，舒展平緩變化的體量似從山體中生長雕琢而成。重慶中國三峽博

物館的目標是“西部領先,全國一流,世界影響”。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將成為重慶城市文化的象徵、

城市文明的視窗和城市精神的名片。 

【外觀人民大禮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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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中國當代43項建築工程，將該建築排列為第二位，位於重慶市渝中區上

清寺至學田灣附近，是重慶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晚上 7-10 點左右於宜昌碼頭辦理登船手續，入住總統系列超五星級豪華游輪，開始享受游輪上的豪

華客房和豐富多彩的娛樂設施。 

船上入住豪華標準間(Standard Cabin)‧客房面積︰27.5 平米(約九坪)‧獨立觀景陽台 ‧房型結構︰

一室一衛一陽台‧單人床*2 床寬 0.9 米。 

※行李部分會有專人協助上船，集中在郵輪大廳，等旅客辦好登船手續時，再自行領取拿至船房內。

如要請行李員代為送至房間，則需自行支付行李小費(小費約人民幣 10-15 元)  

船上注意事項： 

1.行程可能因氣候，水位，臨時禁航和航道管制等原因而調整，但不影響原定行程。 

2.若遇洪水或三峽大壩工程原因而關閉五級船閘，將改在三峽大壩上游碼頭登船，宜昌到登船碼頭交

通由船方統一安排大巴，上岸景點遊覽用車由船公司統一安排，非獨立用車。 

3.上岸遊覽豐都鬼城和白帝城路邊小攤賣的熟食（滷菜，涼麵等）建議不要購買，不保證衛生。 

4.如因天氣或水位問題，遊船有可能不能正常靠泊重慶港口，將改在涪陵（或豐都）離船；離船碼頭

到重慶市區的交通由船方統一安排大巴，非獨立用車。 



5.船上消費採計帳方式，以房號為單位，下船前結算 

早餐：酒店內   午餐：渝都風味 RM50       晚餐：重慶火鍋 RM80 

住宿：總統八號(2013年4月22首航豪華標間27.5平米保證5樓) 

 

第四天  長江三峽【上岸遊覽石寶寨、遊覽豐都鬼城】 
06:30   早上起床準備享受新的旅程。 

06:45－07:45  請您前往餐廳享用豐盛的中西式自助早餐。 

08:00－10:00  總統系列遊船停靠忠縣碼頭，上岸遊覽石寶寨。 

14:45－17:15  總統系列遊輪停靠豐都鬼城景區碼頭，自由活動時間。 

18:45 請您前往郵輪餐廳享用豐盛的特色風味晚餐。 

20:30 舉辦民族風情晚會。彙集四海賓朋，載歌載舞，歡樂同慶。 

【石寶寨】石寶寨，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旅遊景區。石寶寨位於重慶忠縣境內長江北

岸邊，故又被稱為"江上明珠"。距忠縣城45千米，此處臨江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孤峰拔起的巨石，

相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故稱"石寶"。此石形如玉印，又名"玉印山"。明末譚宏起義，自稱

"武陵王"，據此為寨，"石寶寨"名由此而來。石寶寨塔樓倚玉印山修建，依山聳勢，飛簷展翼，造型十

分奇異。整個建築由寨門、寨身、閣樓( 刹寨頂石 )組成，共12層，高56米，全系木質結構。始建於明

萬曆年間，經康熙、乾隆年間修建完善。原建9 刹層，寨頂有古 天子殿。隱含"九重天"之意。頂上3層

為1956年修補建築時所建，石寶寨作為穿鬥結構層數多體構大乃國內罕見，又被稱為"世界八大奇異

建築"之一。 投資八千餘萬元人民幣的石寶寨保護工程--石寶寨圍堰。工程完工後，石寶寨將成為世

界上最大的"盆景"和江中"小蓬萊"。美國探索頻道中國七大奇觀之一。2015年12月，石寶寨入選長江

三峽30個最佳旅遊新景觀之一。 

【豐都鬼城】豐都鬼城舊名酆都鬼城，古為"巴子別都"，東漢和帝永元二年置縣，距今已有近2000年

的歷史 ，位於重慶市下游豐都縣的長江北岸，是長江遊輪旅客的一個觀光勝地。豐都鬼城又稱為"

幽都"、"鬼國京都 "、"中國神曲之鄉"。鬼城以各種陰曹地府的建築和造型而著名。鬼城內有哼哈祠、

天子殿、奈河橋、黃泉路、望鄉臺、藥王殿等多座表現陰間的建築。國家首批AAAA級旅遊區--豐都

鬼城，是一座起源於漢代的歷史文化名城，被人們傳為"鬼國京都"、"陰曹地府"，成為人類亡靈的歸宿

之地。它不僅是傳說中的鬼城，還是集儒、道、佛為一體的民俗文化藝術寶庫。 

早餐：遊船上享用    午餐：遊船上享用     晚餐：遊船上享用 

住宿：總統八號(2013年4月22首航豪華標間27.5平米保證5樓) 

 

第五天  長江三峽【換小船遊覽神農溪、遊覽白帝城】 
06:30 早上起床準備開始新的旅程。 

06:45－07:40 請您前往郵輪餐廳享用豐盛的中西式自助早餐。 

08:00－11:30 總統系列游輪停靠巴東神農溪景區碼頭，上岸遊覽。 

13:00－13:45 遊輪經過巫峽。您可在甲板傾聽導遊現場解說，親身感受巫峽的秀美。 

15:00－15:30 游輪經過瞿塘峽。您可在甲板傾聽導遊現場解說，親身感受「夔門天下雄」的磅礡氣

勢。 

16:00－18:30 總統系列遊輪停靠奉節白帝城景區碼頭，自由活動時間。 

18:00   總統系列遊輪船長歡送晚宴。船長與嘉賓合影留念，互送祝福。 

20:30   長江之夜同樂晚會。彙集四海賓朋，載歌載舞，歡樂同慶。 

【神農溪】神農溪，發源於神農架主峰，流經湖北巴東縣境內，由北向南穿行於深山峽谷之中，至巫

峽口東匯入長江。神農溪是一條典型的峽谷溪流，兩岸山峰緊束，絕壁峭聳，溪水在刀削般的峽壁間

衝撞，水道曲折，湍急的溪流中有險灘、長灘、彎灘、淺灘六十餘處。水道雖狹急卻清淺，漂流極富

刺激而又安全。神農溪縴夫文化旅遊風景區是華中地區自然風景與人文景觀俱佳的景區，在三峽地區



和武陵山區旅遊格局中占踞重要地位，風景區開發始於1989年，1991年對外開放，經過10多年的開

發建設，到2002年被評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2003年長江三峽蓄水成庫，經過連續5年的開發建設，

神農溪景區順利實現了景區由峽谷風光旅遊向平湖與峽谷風光兼具的旅遊方式的轉變，保留了原始古

樸的逆水拉纖。自2004年以來連續被評為"湖北十佳景區"，2008年被授予國家級風景名勝區。2008

年三峽庫區蓄水175水位，神農溪景區再次進入轉型開發建設階段，現已被評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 

【白帝城】白帝城位於重慶奉節縣瞿塘峽口的長江北岸，奉節東白帝山上，三峽的著名遊覽勝地。原

名子陽城，為西漢末年割據蜀地的公孫述所建，公孫述自號白帝，故名城為"白帝城"。白帝城是觀"

夔門天下雄"的最佳地點。歷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蘇軾、黃庭堅、範成大、陸

遊等都曾登白帝，遊夔門，留下大量詩篇，因此白帝城又有"詩城"之美譽。西漢末年公孫述據蜀，在

山上築城，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氣，宛如白龍，他便借此自號白帝，並名此城為白帝城。公孫述死後，

當地人在山上建廟立公孫述像，稱白帝廟。由於公孫述非正統而系僭稱，明正德七年(1512年)四川巡

撫毀公孫述像，祀江神、土神和馬援像，改稱"三功祠"。明嘉靖二十年(1533年)又改祀劉備、諸葛亮

像，名"正義祠"，以後又添供關羽、張飛像，逐形成白帝廟內無白帝，而長祀蜀漢人物的格局。2006

年05月25日，白帝城作為明至清古建築，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早餐：遊船上享用            午餐：遊船上享用         晚餐：遊船上享用 

住宿：總統八號(2013年4月22首航豪華標間27.5平米保證5樓) 

 

第六天 長江三峽【上岸遊覽三峽大壩】/（動車二等座）1.5H恩施【土司城、女兒

城】 
【三峽大壩】三峽水電站，即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又稱三峽工程。中國湖北省宜昌市境內的長江

西陵峽段與下游的葛洲壩水電站構成梯級電站。三峽水電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也是中國有

史以來建設最大型的工程項目。而由它所引發的移民搬遷、環境等諸多問題，使它從開始籌建的那一

刻起，便始終與巨大的爭議相伴。三峽水電站的功能有十多種，航運、發電、種植等等。三峽水電站

1992年獲得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建設，1994年正式動工興建，2003年六月一日下午開始蓄水

發電，於2009年全部完工。三峽水電站大壩高程185米，蓄水高程175米，水庫長2335米，總投資954.6

億元人民幣，安裝32臺單機容量為70萬千瓦的水電機組。三峽電站最後一臺水電機組，2012年7月4

日投產，這意味著，裝機容量達到2240萬千瓦的三峽水電站，2012年7月4日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水

力發電站和清潔能源生產基地。 

【土司城】恩施土司城，國家 4A 級景區，距州府恩施市中心 1.5 公里，屬古蹟與建築類園林景觀民

俗風景區， 是恩施州民委落實恩施州委、州人民政府提出建設"生態旅遊州、民族風情園"發展方略，

由蘇州園林設計院設計，地方民間藝人承建的土家族地區仿古土司莊園建築群。屬全國唯一一座規模

最大、工程最巨集偉、風格最獨特、景觀最靚麗的土家族地區土司文化標誌性工程。 

【女兒城】囊括恩施境內土家民風民俗，是中國土家文化的縮影。女兒街位於古城中心，是古城的

代表，街道依山而建，順水流而設，灰色角礫岩鋪成，古色古香的建築和小橋流水式的佈局，讓這裡

多了幾分溫婉的風情。城中有百餘間小商鋪、風情客棧，以及眾多特色餐廳和美味小吃，另外還有開

闊的觀草坪、綜合運動中心、小吃街、民俗博物館、酒吧街、中國首創室內情景劇場女兒城大劇院，

和湖北省內最大的水上樂園。 

早餐：遊船上享用            午餐：夷陵風味RM50           晚餐：湖北風味RM80 

住宿：恩施女兒寨度假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恩施大峽谷【七星寨景區+上行纜車+下行電扶梯+環保車】 +++搭乘動

車二等座2.5H重慶 
【恩施大峽谷】位於世界硒都－湖北省恩施市境內，被專家譽為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難分伯仲，是

清江大峽谷一段，峽谷全長108公里，面積達300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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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寨景區+上行纜車+下行電扶梯+環保車】 雲龍七星寨景區位於恩施市的東北部，距市區40公

里，由雲龍河地縫、大龍門、中龍門、小龍門及絕壁組成，景區主要包括地縫、絕壁、奇峰、峽谷等

地質景觀，是整個清江大斷裂景觀的精華。總面積23.9平方公里，喀斯特地址地貌在一般的情形下是

有絕壁者無峰林，有峰林者無絕筆，而恩施大峽谷不僅兼而有之，且面積大，品位高，既有萬丈懸崖

凹陷於叢峰之中，也有四面絕壁突兀於叢峰之上，更有20多公里長的裂谷地縫，是典型獨有的喀斯特

地質地貌。 

晚餐後，搭乘動車從恩施前往重慶。（建議車次 D2252  18.03/21.50） 

早餐：酒店內           午餐：湖北風味RM50           晚餐：中式合菜RM80 

住宿：五星富力艾美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重慶【鵝嶺公園，二廠文創園，洪崖洞】／桃園 
【鵝嶺公園】鵝嶺公園，位於重慶市渝中區鵝嶺正街，背倚山城，地處長江、嘉陵江南北挾持而過的

山嶺上，南臨鵝嶺正街，接主幹道長江一路，北部邊緣為渝中半島脊線；鵝嶺公園，前身為禮園，也

稱宜園，始建於清宣統元年（1909年），距離重慶市中心4.3公里，地理座標：北緯29°33′8.44″ ，

東經106°31′55.26″，占地面積66254平方米，有南、北兩個入口，主遊覽道路寬4.5米，次遊覽

道路寬2.1米；主要景點有繩橋、藝卉園、瞰勝樓、廣島園、桐軒、烈士墓、三友亭、夕照亭、蓮池

長廊等；停車場分別位於入口區和觀景區；它是晚清重慶富商李湛陽為他父親李耀庭修建的私人花園；

1958年，正式命名為鵝嶺公園，並向遊客開放。 

【二廠文創園】貳廠文創園充斥著滿滿的文藝風，還有網紅咖啡店，是年輕人必去的打卡點。說到貳

廠，原來是民國時期的中央銀行印鈔廠，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了。現在把有趣的科技和有視覺碰撞的

文化風格融入進去，成為了尋求差異的一代年輕人的最愛。 

【洪崖洞】洪崖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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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擁城

市旅遊景觀、商務休閒景觀和城市人文景觀於一體。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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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碑直達江濱。洪崖洞擁有2300多年的歷史。"洪崖洞民俗風貌區"專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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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工程"。該景區以擁城市旅遊景觀、商務休閒景觀和城市人文景觀於一體而聞名，並以最具巴渝

傳統建築特色的"吊腳樓"風貌為主體，依山就勢，沿崖而建，讓解放碑直達江濱，是遊吊腳群樓、觀

洪崖滴翠、逛山城老街、賞巴渝文化、看兩江匯流、品天下美食的好去處，也是解放碑的會客廳。 

早餐：酒店內        午餐：重慶風味 RM80            晚餐：Ｘ 

住宿：溫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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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當天實際狀況為主; 若因自然

及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順序之權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