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婺源〕有「中國最美鄉村」之稱的江西省婺（音ㄨˋ）源縣。這個江西鄉鎮位於安徽黃山與江西景德鎮間，

有「五嶽歸來不看山，九寨歸來不看水，婺源歸來不看村」之譽。亦被人稱作最後的香格里拉，婺源

境內，山明水秀、四季景色各呈特點，飛檐翹角古代民居和白牆黑瓦的嶄新村落為之特色之一。早在

唐宋時期，婺源就是名人涉足遊覽之地，蘇東坡、黃庭堅、宋澤、岳飛等人都在此留下不少贊美詩文。 

◆〔廬山〕廬山於西元 1996年被列為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廬山雄奇秀拔，云霧繚繞，山中多飛泉瀑布和奇洞怪

石，名勝古跡遍布，夏天氣候涼爽宜人，是中國大陸著名的旅游風景區和避暑療養勝地。古人云“匡

廬奇秀甲天下”，自司馬遷將廬山載入《史記》后，歷代詩人墨客相繼慕名而來，陶淵明、謝靈運、

李白、白居易、蘇軾、王安石、陸游、徐志摩、郭沫若等 1500余位詩人相繼登山，留下了許多珍貴

的名篇佳作。 

◆〔景德鎮〕景德鎮陶瓷歷史博覽區位於市區楓樹山盤龍崗，於 1980 年開始建設。當時為配合城區改造，保護 

            一批歷史文化遺跡，政府決定把散落在市區的部分古窯場、古作坊、古建築異地集中保護，形成了 

            佔地 83 公頃，集文化博覽、陶瓷體驗、娛樂休閒為一體的文化旅遊景區，是中國大陸全國百家中 

            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江西省園林化單位。 2001 年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 AAA 級景區。 整 

            個博覽區由古窯和陶瓷歷史博物館兩大景區組成，是景德鎮最重要的陶瓷文化旅遊區之一，也被中 

           國大陸，國內外專家和陶瓷愛好者稱為“活的陶瓷博物館”。 

 
    滕王閣          百花洲            花 徑           錦繡谷          御碑亭          含鄱口 

P.S 圖片摘自網路 

◆行程特色◆ 

◆遊覽歷史文化之城〔南昌〕。 

◆江南三大名樓之二的南昌〔滕王閣〕。 

◆蔣介石先生與宋美齡夫人夏天度假的〔美廬別墅〕。 

◆世界文化景觀，人稱「神仙之廬」的〔廬山〕。 

◆遊覽素有中國三大茶市和四大米市美譽的〔九江〕。 

◆探奇天下窯器所聚，中國「瓷器之都」的〔景德鎮〕。 

◆遊覽「中國最美麗的鄉村」〔婺源〕，觀粉牆、黛瓦、小橋、流水、人家，體會青山綠水間純樸風土人情。 

◆登臨古有「天下無雙福地」、「江南第一仙峰」美稱的－〔三清山〕。 

◆道家始祖張天師的居所〔龍虎山〕。 

 
     望鄱亭       九江長江大橋         李坑            曉起村        俞氏宗祠       仙水岩景區 

第一天 金門廈門南昌〔班機待告〕     宿：觀園樓大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請自理         午：中式合菜 30        晚：中式合菜 30 

    集合於金門「水頭碼頭」，搭乘豪華客輪前往廈門「碼頭」，抵達廈門後，先前往享用午餐，餐後續前

往機場搭機飛往「南昌」「昌北機場」，南昌位於江西省，是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名城。抵達後，首先安

排遊覽〝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江南三大名樓之首【滕王閣】位於老城區西部的

贛江邊，因初唐文學家王勃曾在此寫作千古名文而名揚天下，與湖北黃鶴樓，湖南嶽陽樓並稱”江南三大

名樓”。樓閣氣勢巍峨，登高遠望，贛江似帶，景色壯麗。建築為宋式仿木結構，風格古色古香。樓內多

書法精品，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楹聯為毛澤東所手書，樓下亭園小巧精緻，別具特



色。接著前往遊覽【百花洲公園】位於東湖湖心。 原有三洲，其中兩洲現在八一公園內。“百花洲”一

名出自宋代文學家吟誦豫章的詩篇。 南宋紹興年間，豫章節度使張澄在此建“講武堂”以習水軍清乾隆

十一年（1746年），江西布政使彭家屏書“百花洲”碑。“豫章十景”中的“東湖夜月”、“蘇圃春蔬”

二景均在此間。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二天 南昌廬山（車行時間約2.5H）            宿：雲廬山莊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30      晚：中式合菜30 

晨喚！享用早餐後，驅車前往素有「匡廬奇秀甲天下」美稱的「廬山」又稱“匡山”或“匡廬”，隸

屬於江西省九江市。傳說殷周時期有匡氏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後成仙而去，其所居之廬幻化為山，故

而得名。廬山北靠長江，東臨鄱陽湖，雄奇秀拔，雲霧繚繞，山中多飛泉瀑布和奇洞怪石，名勝古跡遍佈，

夏天氣候涼爽宜人，是中國著名的旅遊風景區和避暑療養勝地中途遠眺唐代浪漫主義的詩人筆下的—廬山

瀑布感受廬山之美在山南的意境。遊覽【花徑公園】，花徑相傳是唐代詩人白居易詠詩《大林寺桃花》的

地方。白居易被貶任江州（九江）司馬時，曾來廬山遊覽，當時正值暮春，白居易有感于山下桃花已落而

此處桃花仍盛開，吟道：“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故人們也稱此地為“白司馬花徑”，並

建造了“景白亭”。後前往【錦繡谷】，在錦繡谷順著絕壁懸崖修築的石級便道遊覽，可謂“路盤松頂上，

穿雲破霧出。天風拂衣襟，縹緲一身輕。”穀中千岩競秀，萬壑回縈；斷崖天成，石林挺秀，峭壁峰壑如

雄獅長嘯、猛虎躍澗、捷猿攀登、仙翁盤坐，無不栩栩如生。後參觀【禦碑亭】和【仙人洞】，中有清泉

下滴，純陽殿內供奉有石像，傳說中呂洞賓即在此修道成仙。續遊覽【天橋】位於花徑如琴湖外側錦繡谷

的深澗上方，兩懸崖突兀對峙，恰似斷橋。相傳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大戰，朱兵敗逃上廬山，慌不擇

路逃上了懸崖，下臨深谷，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危急之時，突然天降金龍化作虹橋，朱兵馬剛剛過橋脫

險，剎時晴天霹靂巨響，龍飛橋斷，就此留下天橋奇觀。後來朱元璋做了皇帝，這一美好傳說流傳至今。

隨後參觀『蔣介石』先生與『宋美齡』夫人夏天度假的【美廬別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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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牯嶺一條街】牯嶺街是廬山旅遊集散地，也是廬山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整個街道依

山勢而建，各類建築錯落有致，是中國大陸諸多名山中唯一的山城，因常年多雲霧繚繞，又稱雲中山城。

在牯嶺街有一棟建築大家都很熟悉，不是因為它的宏大，而是因一部廣為人知的電影而出名，每天都在放

同一部電影，這就是廬山戀電影院，20多年堅持為來廬山的遊客放映電影《廬山戀》，可謂是牯嶺街一道

獨特的風景，並因此而載入吉尼斯紀錄。遊覽結束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三天 廬山九江（車行時間約 1H）景德鎮（車行時間約 2H）   宿：新昌江大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飯店內圍桌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30      晚：中式合菜 30 

    晨喚！享用早餐後，首先安排遊覽【含鄱口】西側是著名的冰川角鋒“犁頭尖”，對面為廬山最高峰

“漢陽峰”，北面是廬山第二高峰“大月山”，南面為廬山第三高峰“五老峰”，山腳下是中國第一大淡

水湖“鄱陽湖”，湖光山色，景色宜人。含鄱嶺上有一座方型樓台，它就是廬山觀日出的勝地“望鄱亭”。

接著（遠眺）【鄱陽湖】位於長江南岸、江西北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鄱陽湖有過不同的稱謂，主要有

彭澤、彭湖、官亭湖等，鄱陽湖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淡水湖泊，是著名國家候鳥保護區、國際重要濕地之一。

接著前往遊覽【望鄱亭】。爾後前往參觀【廬山 亞熱帶植物園】是中國大陸著名的亞熱帶高山植物園，

創建於 1934年，面積 3平方公里。植物園以研究灌木為主，兼茶果、園林、藥用植物。該園不僅是科研

基地，且為風景勝地。植物園按照植物自然群落，不同生態，分成 11個展區，供遊客鑒賞，此外還有花

卉展、奇龜展。接著續前往遊覽【望江亭】位於小天池山南麓，由烈土紀念塔陵園經山路逶迤而進，數分

鐘後便可抵達，望江亭突兀在如寶塔層層堆壘的削壁危岩之上，與山鎮牯嶺隔剪刀峽遙遙相望，由此極目

長江，猶如一條蜿蜓的銀色緞帶，從際冉冉飄來。後前往【北大門】遊覽。爾後帶您參觀【九江長江大橋】

乘坐江輪溯江而上，可見滾滾的江流中，一橋飛架南北，這就是著名的九江長江大橋。始建於 1973年 12

月，由鐵道部大橋工程局勘察設計，第 215橋樑工程處組織施工。九江長江大橋始建於 1973年 12月，由

鐵道部大橋工程局勘察設計，第 215橋樑工程處組織施工。它是繼武漢長江大橋之後，中國大陸在長江上

建造的第八座大橋，也是中國大陸目前最長、工程量最大的鐵路、公路兩用橋。無論是橋的設計、施工工

藝，還是新型建築材料的使用等方面，都反映了中國大陸迄今最先進的建橋水準。遊覽結束後驅車前往四

大名鎮之一的「景德鎮」，它是唐宋時期興起，至明清時鼎盛的瓷器藝術之城，建城已有 1700

餘年，因北宋景德年間開始燒製禦用瓷器而得名，素有「瓷都」之稱。抵達後前往享用晚餐，餐

後入住酒店。 



第四天 景德鎮婺源（車行時間約 2.5H）         宿：雲溪大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30      晚：中式合菜 30 

   晨喚！享用早餐後，首先安排閒逛瓷器的集散地【陶瓷一條街】，欣賞各式精美的瓷器，並可

充分感受這座瓷都熱鬧的氣氛。接著續前往遊覽【古窯+陶瓷民俗博物館】，陶瓷歷史博覽區

是中國大陸，國家 4A 級景區、江西省科技教育基地、明清古建築群。陶瓷歷史博覽區位於景

德鎮西市區楓樹山蟠龍崗，距市中心 4 公里。屬人文與自然完美結合的典範風景區。集陶瓷文

化博覽、傳統陶瓷製作體驗及娛樂休閒為一體，分別由古窯和陶瓷民俗博覽館兩部分組成。景

德鎮有著 1800 多年的制瓷歷史，“因瓷而興”，“因瓷而榮”。續前往參觀【陶瓷歷史博物館】

參觀，屬地方性博物館，是 100個中學愛國主權教育基地之一。館區內布有“明閭”、“清園”等明清古

建築群。共有明清古建築 12棟，4600平方米，形成一個獨珍特色的莊園式陶瓷專業博物館。它是研究景

德鎮經濟、建築、陶瓷發展史難得的實物資料，同時又可以一覽古代景德鎮民間建築之風貌，具有較高的

審美價值和旅遊價值。爾後驅車前往“中國最美的鄉村”「婺源」，處處美景，猶如一個大公園，

人們說它是“最後的香格里拉”，境內還有許多保存良好的古村落，與青山綠水與粉牆黛瓦、

飛簷戧角構成一幅幅恬靜自如、天人合一的畫卷。抵達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天 婺源（車行時間約 1.5H）三清山        宿：天龍山大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30      晚：中式合菜 30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李坑村】小橋流水人家的李坑村為南宋乾道三年武狀元李知誠故

里。村內的 260多戶人家大多居住在溪的兩岸，故形成小橋流水人家的畫卷。村內有明清古民居、古橋、

古亭、古樹等景觀。村中那清澈的小溪映照著浣衣女美麗的身影，倒映著粉牆黛瓦的古民居，處處都將滯

留你的腳步。接著前往遊覽【思溪 延村】思溪延村位於江西省婺源縣思口鎮境內，距縣城紫陽鎮 13公里

左右。 始建於南宋慶元五年（1199年），至今已有 800餘年。 當時建村者俞氏以（魚）思念清溪水而名。

思溪延村建於北宋初年，財取天下的徽商勁旅，在其房屋的建設中，給後人留下了珍貴的中國民居藝術珠

寶，尤其是木、磚、石雕這三朵奇葩顯得更加璨然奪目。村落背山面水，嵌於錦峰繡嶺、清溪碧河的自然

風光之中，房屋群落與自然環境巧妙結合，山水互為點綴，如詩如畫，意境神美。續前往遊覽【曉起村】

堪稱天人合一的曉起村有著古樸典雅的明清民居，曲折寧靜的街巷，青石鋪就的驛道，野碧風清的自然環

境和遮天蔽地的古樹。群山環繞、一水橫亙的上曉起，村屋多為明清建築，風格鮮明，氣勢非凡。進士第、

大夫第、榮祿第等商第官第無不折射出這方鐘靈毓秀土地曾經有過的輝煌。兩溪匯合處的下曉起有十幾棵

百年老樹和成片的古樟樹林，即使在古樹遍佈的婺源也不多見。村內小巷均鋪青石，曲曲折折，回環如棋

局。接著前往遊覽【俞氏宗祠】，為清代中期「歇山頂式」磚木建築，佔地 1000 多平方米，所

有樑、坊、駝峰、雀替均為精細三面浮雕，全祠堂共有七十根立柱，地面全用上等青石舖砌，

氣勢雄偉，工藝精巧。遊覽結束後驅車前往「三清山」，抵達後，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六天 三青山（車行時間約 2H）鷹潭        宿：陽光假日大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30      晚：中式合菜 30 

   晨喚！享用早餐後，前往搭乘「亞洲最長的纜車」（搭乘纜車上下）上到三清山頂，素有“小黃山”

之稱的三清山位於上饒地區的玉山和德興兩縣交界處，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該山面積達 220平方公里，

因玉京、玉虛、玉華三峰“如三清列坐其巔”而得名。這是一座道教名山，前人贊它為“高淩雲漢江南第

一仙峰，清絕塵囂天下無雙福地”。 山上景致的特點是東險西奇、北秀南絕，群山姿態萬千，妙趣橫生。

拾級登山，一路上滿目都是蒼松翠柏和飛瀑流泉，使人心曠神怡。遊覽【南清園景區】大自然的神斧鬼工，

巨蟒出山、神女峰、玉女開懷…….讓人目不暇接，道教遺蹤首皆拾，玉京峰，蓬萊三仙，思道法自然之

精髓。爾後安排遊覽【西海岸景區】—沿危壁上人工修築之平坦棧道而行，共有 3600 余米，無拾級之虞，

其狀如覆平川，腳底雲海翻騰，遠眺群峰皆伏趾下，霞光萬道，實乃人間仙境，震顫您的心靈。山頂自由

活動(深度感受，享受無限)，重溫三清山曠世美景的瞬間，你可在絕壁之間去抓拍三清美景的瞬間，讓它

流傳永恆，你也可在三清山西海岸絕壁棧道上睡上一覺，半眯著眼，任憑仙風靈氣吹走那凡塵舊事，榮辱

皆忘；看盡三清雲海的壯美，如夢如初，唯清山雲海與我。【東海岸景區】東海岸景區，欣賞三清山東部

秀色，經三清宮景區，感受三清山道教文化。遊覽結束後，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七天 鷹潭（車行時間約 2.5H）南昌           宿：觀園樓大酒店或同級（准）★★★★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30      晚：中式合菜 30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天師府】天師府位於上清鎮，是歷代張天師的起居之所，原建於

龍虎山下，後遷於上清。張天師的名號已傳到 63代，是我國最長的受皇帝冊封的一姓嗣教，民間有“北

有孔夫子，南有張天師”之說。天師府占地 5萬平方米，有 500多間房舍，樓台殿閣金碧輝煌，曲徑回廊

不計其數，府內古木參天，環境清靜，風景十分優美。它既保留了中國傳統的府第規格，又兼有封建衙署

的某些特點，在佈局上保持了鮮明的道教正一派風格。每年的 10月初，這裏會舉行龍虎山道教文化節，

遊客可以觀看到道教法會表演。龍虎山天師府，原名嗣漢天師府，為道家正一派組庭，為一皇府式建築群，

層層疊疊佈局呈八卦形，陳列歷朝皇帝禦賜和歷代天伏虎降魔的法台、令旗、朱筆、兵器及靈符等。續前

往遊覽【上清古鎮】上清古鎮依水而建，群山環抱 ，自然環境優美，道教氛圍濃厚，名勝古蹟甚多。 長

約 2公里的古街將長慶坊、留侯家廟、天師府、大上清宮等景點串成一線。 沿河的吊腳樓、碼埠盡顯江

南水鄉建築特色。接著前往參觀【仙水岩景區】（船筏漂流）龍虎山山麓沿瀘溪河乘竹筏西行，在七裏之

內有一百多座山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稱為仙水岩的 24座山峰。這裏的清溪繞山蜿蜒、奇峰橫臥碧波，

四野景色美不勝收，有“小灕江”之稱。兩岸的岩石千奇百怪、氣象萬千，特別是著名的“十不得”岩石

景觀，大都惟妙惟肖、妙趣橫生。爾後安排欣賞【古代懸棺表演】從上清碼頭可以乘到竹筏，一路上不僅

可以看到“十不得”景點，還能看「古代懸棺表演」，以示升官發財之意。在二十四岩的盡頭有水岩，這

是一個臨溪的大岩洞，裏面可容納數百人。洞前江水澄清、洞頂懸空伸出江面，人站在洞口頗有些驚險之

感。遊覽結束後，續前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 

第八天 南昌廈門金門〔班機待告〕 

餐 食：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中式合菜 30      晚：× 

    晨喚！享用早餐後，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廈門」，抵達後，安排前往享用午餐，餐後續前往廈門

「碼頭」，搭乘豪華客輪返回金門溫暖的家。結束愉快的江西八日之旅！ 

1、報價：現金價  元/人      單人住宿：加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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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午餐 7晚

餐、7晚房（2 人 1室）、所列風味、廈門     南昌來回機票及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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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味：全程餐標 RMB30元/人。 

5、購物站：全程 NO S/P。 

6、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胸前掛牌一個；行李掛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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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祥假期  電話：082-328855 傳真：082-324291 

                  住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4號（金門國民黨部旁） 
                                                                      201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