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團時間： 
『湖南省』，簡稱「湘」，位於長江中游，因大部位處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貫穿全境而簡稱「湘」（別稱：楚、湘

楚，三湘四水），為中國國家一級行政區；境內廣植芙蓉（木芙蓉），古詩有「秋風萬里芙蓉國」之句，故有「芙蓉國」之譽。

湖南的省會長沙市，省政府駐地位於長沙市天心區湘府路。湖南全省的漢語方言以湘語為主，在部分地區則主要使用贛語、湘

南土話、西南官話、瓦鄉話或客家話等方言。此外，苗語湘西方言、勉語（瑤語的主要分支）、侗語以及土家語等少數民族語

言在湖南省西部和南部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使用。 

 
      岳陽樓         小喬墓          柳葉湖           詩牆          鳳凰古城-1       鳳凰古城-2 
■安排景點■ 

■〔岳陽樓〕屹立在岳陽市市區西北洞庭湖畔的古城牆上，是我國古建築中的瑰寶，自古有“洞庭天。 

■岳  陽-〔小喬墓〕、〔洞庭湖（含遊船）〕。 

■常  德-〔柳葉湖〕、〔詩牆〕。 

■鳳  凰-〔鳳凰古城〕、〔沱江泛舟〕、〔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楊家祠堂〕、〔虹橋藝術樓〕。 

■張家界-〔軍聲畫院〕、﹝天門洞﹞、﹝鬼谷棧道﹞、﹝十裏畫廊﹞、〔賀龍公園〕、〔天下第一橋〕、〔水繞四門〕、

〔寶峰湖（含遊船）〕。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含纜車上下〕神奇天界佛國最美空中花園，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 

■〔天子山(含纜車上山)〕東自深圳閣起，西至將軍岩止，綿延盤繞近 40公里，總面積近百平方公里。當乘索道上山覽

西海，千座山峰兀立雲霧中，峰巒層列，形態奇特，令人有氣勢磅礡之感。 

■〔袁家界風景區〕百龍電梯可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築奇觀，擁有三項世界第一：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觀光電梯，世

界上最快的雙層觀光電梯，載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電梯。 

■〔百龍電梯-下山〕榮獲三項世界紀錄，安排貴賓乘坐，結合自然美景與人造奇觀。 

■〔十裏畫廊(搭乘往返小火車)〕遊覽美麗的十裏畫廊，搭乘電動小火車,讓你輕輕鬆鬆賞盡行程。 

■〔金鞭溪〕溪水四季清澈，林間鳥獸嬉戲，兩岸石峰挺立，有如一幅長軸山水畫。 

■〔龍王洞〕被溶洞專家稱讚為《世界溶洞奇葩》，是中國最大、最古老的溶洞之一。 

■〔天心閣〕盛名于世且成為文人墨宮雅集吟詠之所，今與嶽陽樓、黃鶴樓媲美，被譽為古城長沙的標誌。 

■長  沙-〔黃興南路步行街〕、〔簡牘博物館〕、〔湘繡展覽中心〕。 

★特別安排：〔天門狐仙秀表演〕世界上第一台以高山奇峰為舞臺背景，以山澗峽穀為表演舞臺的山水實景演出，也是

目前世界第一台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山水實景音樂歌舞劇。 

★特別安排：〔魅力湘西秀〕一場來張家界必看的民俗表演，一場演員與觀眾激情互動的本色演出。愈是民族的，愈是

世界的表演，音樂元素來自湘西土家苗寨的最古老的藝人最原始的演奏演唱，未加任何修飾；表演服裝為獨家精心製作，

耗資巨大色彩丰韻。 

 
      沱江泛舟      沈從文故居       熊希齡故居       楊家祠堂       虹橋藝術樓        軍聲畫院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   鬼谷棧道       天門洞          百龍天梯          寶峰湖          天心閣 

第一天 金門廈門長沙（車程約 2H）岳陽 〔MF8504 1630/1755〕 宿：泰和大酒店★★★★ 

餐 食：晚：中式合菜 RMB50/人 

  今日集合於金門「水頭碼頭」搭乘下午 1300 豪華客輪前往廈門「五通碼頭」。抵達後，隨即前往「廈

門高崎國際機場」，搭機飛往「長沙」。抵達後，專車前往「岳陽」抵達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安排入住

酒店。 

第二天 岳陽（車程約 3H）常德              宿：金悅國際酒店★★★★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岳陽魚宴 RMB50/人    晚：農家風味 RMB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岳陽樓】位於洞庭湖畔，北望長江東流，主樓 3層，飛簷、盔

頂、純木結構。全樓高達 25.35 公尺，平面呈長方形，寬 17.2 公尺，進深 15.6 公尺，佔地 251 平方公

尺。全樓未用一根鐵釘和一道橫梁，構型莊重大方，與武漢黃鶴樓、南昌滕王閣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

◎【小喬墓】位於岳陽樓東北隅，岳陽市第一中學后菜園中墓北原有小廟，內供小喬像，抗日戰爭中，



廟毀今僅存墓。據明《一統志》載︰賓孫策攻皖，得喬公二女，自納大喬，而以小喬歸周瑜，后卒葬於

此。◎【洞庭湖】（乘遊船）是遠古時代雲夢澤的遺跡，它的湖面十分寬廣，自古就有“八百里洞庭”之

說。是全國第 2大淡水湖泊，煙波浩淼、水天一色，範仲淹稱它“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

涯。遊覽結束後驅車前往「常德」抵達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安排入住酒店。 

第三天 常德（車程約 3.5H）鳳凰          宿：鳳天國際酒店（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苗家風味 RMB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柳葉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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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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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牆】常德素稱文物之鄉，近年來，國家投資 10,800

萬元，以 2.92 公里長的防洪牆載體，修建一座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命名「中

國常德詩牆」。詩牆薈萃了中國當代名家詩詞、書法、美術精品鐫刻於一牆，被稱世界最長的詩、書、畫、

刻藝術牆，獲金氏世界紀錄最長的詩書畫刻藝術牆。爾後驅車前往「鳳凰」抵達後，前往參觀◎【鳳凰

古城】晚間抵達「中國最美的古城」之稱的鳳凰，我們將自由前往古城內遊覽。您可以欣賞靜靜流淌的

沱江河，別有一番韻味。「虹橋」跨越河岸一幅宛若江南水鄉的畫卷，一種遠離塵世的感覺悠然而生。沱

江的南岸是「鳳凰古城牆」，用紫紅沙石砌成，典雅不失雄偉。城牆有東、北兩座城樓，久經滄桑，依然

壯觀。鳳凰古城最有獨特韻味的就是沿沱江邊而建的「吊腳樓群」，在東門虹橋和北門跳岩附近，細腳伶

仃的立在沱江裏，像一幅永不回來的風景。您可以免費品嘗鳳凰最出名的姜糖，尤以鎮竿張氏最為著名。

晚間更可以在沱江兩旁的酒吧喝個小酒，也品味歷史對鳳凰的見證。接著安排（乘泛舟）遊覽◎【沱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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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九景。爾後前往遊覽享譽中外具諾貝爾參評資格的鄉土歷史文學家◎【沈從文

故居】他在文學上只僅次於魯迅。◎【熊希齡故居】；是中華了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熊希

齡的房舍，房屋子構築是穿門式木結構，歇山式蓋小青瓦以木材為主。◎【楊家祠堂】始

建于道光 16年（1836 年），木結構四合院，上下兩層，佔地 770 平方米，由大門、戲台、過廳、廊房、

正廳組成，呈長方形。戲台為單檐歇山頂，檐下飾如意斗拱，高 16米，四根台柱雕龍刻鳳，戲台為穿斗

式，正殿為抬梁式，整個建築做工精細，極富民族特色，屬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虹橋藝術樓】虹

橋橫臥于沱江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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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至今穿越著六百多年歷史。這座橋始建於明洪武初年，頗信風水的鳳凰人都說，這座橋

斬斷的是一條龍頸，令一條巨龍身首異處。怪只怪那位和尚出生的安徽小子朱元璋，聽信一位從崑崙山

開始追索一支龍脈，經雲貴高原來到五寨司城的陰陽先生的讒言，說這兒屏立南郊氣勢非凡的南華山和

與之一脈相承一頭扎入沱江的奇峰，就是他要尋找的龍頭。並由此推斷出總有一天這地方會有人出來問

鼎中原，真命天子將出。那位朱皇帝豈能允許邊遠的鳳凰有他潛在的對頭於是硃筆一勾，龍頸被斬，鳳

風水遭毀滅性破壞，鳳凰再也出不來皇帝了。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安排入住酒店。 

第四天 鳳凰（車程約 4H）張家界           宿：紫禦大酒店（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磨菇宴 RMB50/人    晚：中式合菜 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前往遊覽◎【軍聲書院】被譽為中國張家界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它以“純樸、

自然、創新”為藝術宗旨，集中展示了軍聲砂石植物粘貼畫（砂石畫）獨特的藝術，軍聲砂石畫是利用

天然彩石、植物等不褪色的天然材料粘貼而成的一種藝界首創新畫種。館內 3000 平方米的三層展廳內，

陳列著一件件突破傳統繪畫手法的以砂石畫為主的系列藝術作品，讓人視覺受到衝擊，極具藝術價值與

收藏價值。爾後驅車前往位於湖南省、大庸、桑植、慈利三縣市交苗、白等 27個民族，是湖南省最珍貴

的自然保護區—風光秀麗，雄冠天下，是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張家界」。抵達後，前往遊覽經歷

大自然億萬年雕琢的「人間仙境」張家界◎【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乘纜車上下）天門山一直被當地

人民奉為神山、聖山，許多的神奇傳說千古流傳，更被人譽為“湘西第一神山”和“武陵之魂”。高聳

的◎【天門洞】，是自然鬼斧神工的壯觀大作，走在群峰之上的鬼谷棧道更是絕妙的體驗。天門山目前

已修建開通世界最長的高山觀光索道天門山索道和被稱為“天下第一公路奇觀”通天大道，這兩項工程

壯觀恢弘、驚險奇絕，令人無比震撼，使得天門山又添冠世奇景。◎【鬼殼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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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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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當凌絕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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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平時只能在電影裡看到的場景，在



這裡能讓你身臨其境。遊覽結束後先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安排欣賞◎【天門狐仙秀】一場別開生面的露

天秀，一部以高山峽谷為背景的舞台劇，以山澗峽穀為表演舞臺的山水實景演出，也是目前一齣在山水

實景中演出並有完整故事情節的音樂劇。觀賞結束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  張家界                    宿：京溪酒店貴賓樓（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竹筒風味 RMB50/人    晚：中式合菜 RMB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天子山】（乘纜車上天子山）位於於武陵源的東北部，此景區

東自深圳閣起，西至將軍岩止，綿延盤繞近 40 公里，總面積近百平方公里。天子山名稱的由來是因宋代

土家族領袖向大坤在此率眾起義，自稱天王，後亦殉難於此。當乘索道上山覽西海，千座山峰兀立雲霧

中，峰巒層列，形態奇特，令人有氣勢磅礡之感。◎【賀龍公園】是 1986 年為紀念賀龍元帥誕辰 90 週

年而興建的，融合自然及人文景觀，建有近百年來設計及鑄造最大的一尊銅像～賀龍銅像。◎【天下第

一橋】屬武陵源精華景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五公尺的天然石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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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杉刀溝上袁家界，沿絕壁

頂部邊緣遨遊，至於中坪《觀橋臺》遙望千米之外，只見石橋淩空飛架兩峰之巔，氣勢磅薄，奇偉絕倫，

石橋寬僅 3米，厚 5米，跨度約 50米，相對高度近 400 米。天下第一橋與夫妻岩並稱《張家界雙絕》。

◎【袁家界】位於砂刀溝北麓，是武陵源又一風景集中之地，風景秀麗可人。自杉刀溝上袁家界，沿絕

壁頂部邊緣遨遊，至於中坪《觀橋臺》遙望千米之外，只見石橋淩空飛架兩峰之巔，氣勢磅薄，奇偉絕

倫，被稱為《天下第一橋》。石橋寬僅 3米，厚 5米，跨度約 50米，相對高度近 400 米。天下第一橋與

夫妻岩並稱《張家界雙絕》。◎【後花園】有"天然盆景"之稱。園內石峰千姿百態，溪水繞

峰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瀰漫，猶如古時皇宮內的後花園一樣。◎【百龍電梯】位於

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以：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觀光電梯、世界上最快的雙層觀光電梯、

世界上載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觀光電梯等三項桂冠，獨步世界。可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築奇觀，當

領略過張家界的絕世美景，又怎能不坐上這獨步世界的天梯，天梯快速穩步上升，成為巨大的掃描器，

以我們的眼睛為探頭掃描著周圍的美景。◎【十里畫廊】(來回小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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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穀兩旁的巒峰錯落有致，並且隨著天氣和光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的景緻而得名，

看起來真似國畫長廊。為了減除您的旅途疲勞，特地安排小火車往返。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

安排入住酒店。 

第六天  張家界                     宿：京溪酒店貴賓樓（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瓦片飄香 RMB50/人    晚：中式合菜 RMB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金鞭溪】是天然形成的一條美麗的溪流，長約 7.5 公里。沿溪

行在極清雅的空氣裏穿行于絕壁奇峰間，溪流曲曲彎彎，兩旁林木繁茂，溪水清澈，有湍 流、小瀑、深

潭、淺灘，有木橋、石板橋；一路上，可見到金鞭岩、神鷹護鞭、劈山救母、白沙泉、三楠報石、紫草

津、千里相會等，溪水彎彎曲曲自西向東流去，即使久旱，也不會斷流。走近金鞭溪滿目青翠，連衣服

都映成了淡淡的綠色。流水潺潺，伴著聲聲鳥語，走著走著，忽然感到一陣清涼，才覺察有微風習習吹

過，陣陣襲來的芬芳，使你不由得駐足細細品味。◎【水繞四門】穿過森林深處的金鞭溪，來到止馬塔

以後，轉彎繞道的從四個自生的岩門迴繞出去，最後流入索溪峪，因此這裏稱為水繞四門。金鞭溪流到

這裏，便進入了平地。這裏地勢平坦開闊，前方一線群峰競起，撲面而來，一峰勝過一峰，震撼遊人的

心靈！傳說這裏就是向王天子的出生地！◎【寶峰湖】(含遊船)是自然與人共同創作完成的風景藝術絕

作。上世紀七十年代，當地村民築壩發電，無意間造就了—個風景秀麗的湖泊，因湖背依寶峰山，故此

得名。遊湖時要沿 331 級的階級上湖中翠峰倒映，景趣天成。湖中有兩座疊翠小島，近岸奇峰屹立，峰

回水轉。遊覽結束後先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安排欣賞【魅力湘西秀】。觀賞結束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張家界（車程約 4.5H）長沙       宿：西雅君典酒店（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湘菜風味 RMB50/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龍王洞】有「世界溶洞奇葩」之稱，是中國最大、最古老的溶

洞之一，洞中石筍、石鐘乳、石幔、石花遍佈。更有「天下第一柱」之稱的龍王寶柱，其頂天立地的氣

勢令人歎為觀止。在龍王洞口的龍王潭一年四季保持水位不變，在季節、氣候變化中時有漲潮現象，人

稱「奇潭」，潭中早晚霧氣朦朧，讓人感覺如夢似幻。爾後驅車前往「長沙」抵達後，前往參觀◎【天心

閣】為長沙重要名勝，也是長沙僅存的古城標志。位於長沙市中心東南角、城南路與天心路交會之處的



古城墻內。樓閣三層，建築面積 846 平方米，碧瓦飛簷、朱梁畫棟；天心閣與古城牆及天心公園其它建

築巧妙融為一體。基址占著城區最高地勢，加上座落在 30多米高的城垣之上，近有妙高峰為伴，遠望嶽

麓山為屏，更顯挺峭、峻美。天心閣古城墻址距今已有二千二百年曆史。歲月悄然流逝，歷史卻燦然永

存，天心閣其座落處因地勢險要，築有內外兩城，外城分為南北兩月城，月城內共設炮洞 11個，城墻高

13.4 米，加閣高共計 28米，為古時重要的軍事防禦要塞。 ◎【黃興南路步行街】這裡是 1條百年老街，

經過景觀設計師精心策劃設計，集購物、休閒、娛樂、旅遊、餐飲爲一體，與傳統工藝及現代風情相結

合的商業街。同時也是最能代表「老長沙」的商業街，也是長沙之「魂」，您可體會民國時期「中國芝加

哥」之稱的長沙市風情。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安排入住酒店。 

第八天  長沙廈門金門 〔MF8402 1425/1540〕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簡牘博物館】目前中國唯一集簡牘保護、整理、研究和展示於

一體的專題性博物館，佔地面積近 30畝，以漢代風格的三國高台建築為設計風格，總投資高達 2 億元，

歷經 6年建成。其中，展廳面積近 5,000 平方公尺，分設陳列廳、文物專庫和研究整理 3大部分，目前

收藏有各類簡牘文物 15萬餘件，相關文史資料千餘件。◎【湘江風光帶】廣義上指湘江沿岸的自然風光

與人文景觀。根據 2004 年 2月 11 日湖南省政府發布的《湘江長沙株洲湘潭段生態經濟帶開發建設總體

規劃》（簡稱《湘江生態經濟帶開發建設總體規劃》），「湘江風光帶」為長株潭經濟一體化（長株潭城市

群）之湘江生態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被稱為「長株潭防洪景觀道路工程」，整個工程以湘江為紐帶，

集防洪、生態綠化、旅遊為一體的道路與景觀。主體工程位於湘江東岸，分布於長沙、湘潭和株洲三市

轄境內，全長約為 72公里。據計劃安排，整個工程於 2008 年底完工。其中長沙城區部分由中國水電顧

問集團中南勘測設計研究院設計。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午餐，餐後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廈門高崎

國際機場」，抵達「廈門」後，續前往「廈門」「東渡碼頭」搭乘 1900 豪華客輪返回金門溫暖的家，結束

此趟愉快的旅程。 

1、報  價：現金價 NT       元/人   單人住宿：加 NT       元 

★叮 嚀：若參加此行程的貴賓未提前告知來回船票要事先自行處裡，本公司團體船票 

         已開好票後，因部份船公司規定船票不得退票，所以未搭乘的船票，不可退 

         款，敬請見諒。 

★ 身分證若非”W”開頭的客人，凡設籍於金門的，確定參加此行程，煩請繳交”身分

證影本一份”謝謝您的配合!! 

★因應綠色環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請貴賓切記自行攜帶牙膏.牙刷及盥洗用具。 

2、不  含：護照、台胞簽證、行李小費、個人電話費、床頭小費。 

3、    含：金門    廈門來回船票、兩地清潔費、景點大門門票、用車、7 早餐 7 午餐 7 

           晚餐、7 晚房（2 人 1 室）、所列風味、廈門    長沙來回機票及稅、師父導 

           遊費、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大陸 RMB30 萬意外險、 

           旅行社責任險。 

4、購物站：全程 NO S/P。 

5、風  味：岳陽魚宴 RMB50/人；農家風味 RMB50/人；苗家風味 RMB50/人；磨菇宴 RMB50/

人；竹筒風味 RMB50/人；瓦片飄香 RMB50/人；湘菜風味 RMB50/人；其於中式

合菜 RMB50/人。 

6、贈  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順暢以當地導遊為之。 

★★落單客人或單人住宿一間房，麻煩請補單房差，謝謝!!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謝謝! 

★65 歲以上或領有手冊者參團船票可退半票優惠，唯大陸機票、景點門票，因採用團體

票價，故無折扣，敬請見諒!! 

金吉祥假期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P.S 圖片摘自網路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 號（金門國民黨部旁）   2012.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