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4/16 

萬盛旅行社 台北(02)2560-2277 桃園：(03)3372226 新竹：(03)5900338 交觀甲８７９號 旅品北 471 號 

本行程服務人員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廖敏妃 0936-141577 申瑀婕 0963-971936 

黃金系列郵輪～長江三峽+印象武隆、恩施大峽谷 下水８天 

直航班機、全程無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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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大裂谷 (含交換車+電瓶車+平安閣上行纜車 ) 
位於長江上游地區、重慶涪陵區城東南約 45 公里的武陵山鄉境內。屬著名的武陵山脈西北段，以峭壁、奇峰和地縫奇觀

聞名。景區核心區為一條長約 10 公里的喀斯特地貌原生態裂谷。整個裂谷雄闊壯美、氣勢磅礡，兩岸層巒疊嶂、峭壁如

削，瀑布直掛絕嶺、飛瀉而下，河谷迂回婉轉、幽深迷離，谷底奇石疊壘、溪流淙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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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艾美酒店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4/16 

萬盛旅行社 台北(02)2560-2277 桃園：(03)3372226 新竹：(03)5900338 交觀甲８７９號 旅品北 471 號 

本行程服務人員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廖敏妃 0936-141577 申瑀婕 0963-971936 

 

【航班時間】＊如遇航空公司變動航班，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2020/04/16

星期四 
立榮航空 B7 193 

桃園國際

機場 
08:15 

重慶江北

機場 
11:35 

2020/04/23 

星期四 
長榮航空 BR 740 

重慶江北

機場 
14:50 松山機場 17:55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 / 重慶江北國際機場 → 印象武隆秀(尊賓席) → 武隆酒

店 

重慶  今天搭乘飛機抵達重慶，重慶簡稱巴和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世界

溫泉之都，國務院定位的國際大都市，長江上游地區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及政治、航運、

文化、科技、教育、通信等中心，西部地區最大的綜合交通樞紐。重慶各式橋樑層出不窮，素有“橋

都”美譽。又因地處丘陵地區，坡地較多，有山城之稱。 

印象武隆秀  “印象•武隆”實景歌會由印象“鐵三角”張藝謀任藝術顧問，王潮歌、樊躍任總導演，

100 多位特色演員現場真人真情獻唱，以瀕臨消失的“號子”為主要內容，讓觀眾在 70 分鐘的演出中

親身體驗自然遺產地壯美的自然景觀和巴蜀大地獨特的風土人情。 

 住宿：武隆依雲渡假酒店 yiyun Holiday Hotel Wulong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武隆鄉間晚宴-RM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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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   武隆酒店 → 武隆(天生三橋+環保車+觀光電梯+出口電瓶車、仙女山

森林公園+小火車) → 重慶碼頭 22 點前登船 

天生三橋(含環保車)  天生三橋，是中國大陸罕見的地質奇觀生態型旅遊區。景區以天龍橋、青龍橋、

黑龍橋三座氣勢磅的石拱橋稱奇於世，屬亞洲最大的天生橋群。該地林森木秀，峰青嶺翠，懸崖萬丈，

壁立千仞，綠草茵茵，修竹搖曳，飛泉流水，一派雄奇，蒼勁、神秘、靜悠幽的原始自然風貌，以山、

水、瀑、峽、洞、橋構成一幅完美的自然山水畫卷。張藝謀曾在這裏拍攝了《滿城盡帶黃金甲》，是整

部電影唯一的外景拍攝地點。 

仙女山森林公園(含小火車)  仙女山國家森林公園是國家地質公園，國家 5A 級風景區，是重慶首批“十

佳”風景旅遊區。以其江南獨具魅力的高山草原、南國罕見的林海雪原，被譽為東方瑞士。仙女山的林

海、奇峰、草場、雪原被遊客稱為四絕。 

今日遊船行程安排：20:00-22:00 重慶碼頭登船，22:00 遊輪鳴笛啟航。 

溫馨提示：1. 船上每日會有不同的活動，詳細內容請以船公司每晚提供之行程表為主。 

2.受氣候及航道等因素的影響,每日行程可能會有所改變,遊船公司保留對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住宿：★★★★★ 黃金 5 號系列豪華郵輪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武隆土雞 RMB50 晚餐：新派川菜 RMB60 

 

第 3 天   郵輪—長江三峽【上岸行程：酆都鬼城、遊輪自費推薦：石寶寨】 
上岸遊覽酆都鬼城 “鬼城”酆都古為“巴子別都”，東漢和帝永元二年置縣，距今已有近 2000 年的歷

史, 以“鬼國京都”、“陰曹地府”聞名於世，據魏晉時《度人往》記載，豐都坐落在六天青河旁，有

三宮九府，宮闕樓觀貴似天庭，鬼帝坐鎮在此，統億萬鬼神。是傳說中人類亡靈的歸宿之地，集儒、

佛、道民間文化於一體的民俗文化藝術寶庫，被譽為“中國神曲之鄉”、“人類靈魂之都”。因蘇東坡

暢遊豐都所題“平都天下古名山”而改稱“名山”。 

★推薦自費：石寶寨  位于重慶忠縣長江北岸邊。此處臨江有一俯高十多丈，陡壁孤峰而起的巨石，相

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故稱“石寶”。明末譚宏起義，據此為寨，“石寶寨”名由此而來。

石寶寨塔樓倚山修建，依山聳勢，飛檐展翼，造型十分奇異。整個建築由寨門、寨身、閣樓（寨頂石

剎）組成，共 12 層，高 56 米，全系木質結構。是中國目前僅存的幾座木結構建築之一，被稱“世界八

大奇異建築”。 

溫馨提示：今日船公司會安排推薦自費：石寶寨 RMB290/人 或 烽煙三國 RMB290/人，旅客可選擇參加

或是在船自由活動;船上自費成行標準將視全體遊輪參加人數而定，另遊船會試水位情況決定停靠景

點，請以船上統一公佈為準。 

  住宿：★★★★★ 黃金 5 號系列豪華郵輪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VIP 餐廳中西式自助 午餐：VIP 餐廳中西式自助 晚餐：VIP 餐廳中西式自助 

 

第 4 天   郵輪—長江三峽【上岸行程：換乘環保船遊覽小三峽、遊輪自費推

薦：白帝城】 
巫山小三峽(換小船遊覽)  長江小三峽南起巫山縣，北至大昌古城。俗稱巫山小三峽，也稱大寧河小三

峽，為大寧河景區的精華部分所在。與長江三峽的宏偉壯觀、雄奇險峻相比，小三峽則顯得秀麗別致，

精巧典雅，故人們讚譽小三峽可謂“不是三峽，勝似三峽 

溫馨提示：郵輪抵達巫山港，換乘當地觀光船遊覽，全程約 3.5 小時左右，可自行準備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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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自費：白帝城  位於中國重慶市東部的長江北岸，距奉節城東 8 公里，是長江三峽重要旅

遊景點。白帝城一面靠山，三面環水背倚高峽，前臨長江瞿塘峽，氣勢十分雄偉壯觀。從山腳經過高而

陡峭的石階，到達白帝城入口，大門額匾上有郭沫若書寫的“白帝城”三個大字，左右一付對聯，出自

杜甫詩句“白帝高為三峽鎮，瞿塘險過百牢關”。但其實真正的白帝城，其實就是整座白帝山。現存白

帝城乃明、清兩代修復遺址。而在這座遺址底下，根據考古學家的發掘，其實還藏著三座更古老年代的

白帝城的城牆。三峽工程建成後，水位被抬高，使白帝城變成四面環水，遊船可直達城中。今日的白帝

城入口處有兩幅毛澤東、周恩來手書的李白著名《朝發白帝城》詩句銅匾。歷史上的白帝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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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句，更是膾炙人口。故白帝城又有“詩城”之美譽。三國時期蜀漢皇帝劉備

討伐東吳，兵敗白帝城，憂傷成疾，臨終前在白帝城永安宮向丞相諸葛亮託孤。白帝廟內託孤堂現陳列

有“劉備託孤”大型泥塑。白帝廟內還有武侯祠，祭祀蜀相諸葛亮塑像。杜甫有詩雲：“武侯祠屋常鄰

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溫馨提示：今日船公司會安排推薦自費：白帝城 RMB290/人 小小三峽 RMB170/人，旅客可選擇參加或

是在船自由活動;船上自費成行標準將視全體遊輪參加人數而定，另遊船會試水位情況決定停靠景點，

請以船上統一公佈為準。 

 

 住宿：★★★★★ 黃金 5 號系列豪華郵輪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VIP 餐廳中西式自助 午餐：VIP 餐廳中西式自助 晚餐：黃金歡送晚宴 

 

第 5 天   郵輪—長江三峽→上岸遊覽三峽大壩(含電瓶車) → 宜昌火車站 +++ 

恩施火車站 (一等座)→ 恩施女兒城 → 恩施酒店 
三峽大壩 (含電瓶車)  三峽大壩位於宜昌市三鬥坪，距下游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 38 千米，是當今世界上

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也是全國首批 5A 級景區之一。大壩擁有三峽展覽館、子嶺園區、185 園區、近

壩園區及截流紀念園 5 個園區，總占地面積共 15.28 平方公里。旅遊區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

—三峽工程為依託，全方位展示工程文化和水利文化。在罎子嶺可以遠眺大壩，俯瞰長江。洩洪觀景區

則是波瀾壯闊、雷霆萬鈞。而在 185 米水位線觀景區，大壩上游的高峽平湖與下游滔滔江水所形成鮮明

的反差。截流紀念園有豐富多彩的歌舞及其他節目表演，同時也是景區內部交通的中心。 

溫馨提示：若船班遇翻壩，旅客需於三峽大壩提前下船，於壩區乘車離開，繼續後續行程，造成不便請

見諒。 

恩施女兒城  土家女兒城地處恩施市七裡坪，毗鄰恩施市區，交通便利，雖為人造古鎮，但它充分體現

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土家女兒城囊括了恩施州八縣市土家民風民俗，是全國土家文化的錐形。街道依

山勢而建，順水流而設，以灰色角礫岩鋪就。 

 

  住宿：恩施瑞享國際酒店 Movenpick Hotel Enshi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VIP 餐廳中西式自助 午餐：魚宴風味 RMB50 晚餐：土家風味 RMB50 

 

第 6 天   恩施酒店 → 恩施大峽谷(含上行纜車+下行扶梯+環保車：雲龍河地

縫、七星寨) → 利川酒店 
恩施大峽谷(含環保車+上行纜車+下行扶梯)  恩施大峽谷位於湖北省恩施市境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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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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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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區主要由大河碥風

光、前山絕壁、大中小龍門峰林、板橋洞群、龍橋暗河、雲龍河地縫、後山獨峰、雨龍山絕壁、朝東岩

絕壁、銅盆水森林公園、屯堡清江河畫廊等組成。 

雲龍河地縫  雲龍河地縫位於恩施大峽谷的山腳下面，它的兩側都是懸崖峭壁，中間夾著許多的瀑布飛

流之下，在陽光下會呈現出一道道的彩虹，雲龍河就緩緩的流過。恩施雲龍河地縫全長近 20 公里，最

深的地方有 100 多米深。  

 

 住宿： 利川麓島國際酒店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峽谷軒特色餐 RMB50 晚餐：摔碗酒風味 RMB60 

 

第 7 天   利川酒店 → 武陵山大裂谷(含交換車+電瓶車+平安閣上行纜車) → 重

慶酒店 
武陵山大裂谷(含交換車+電瓶車+平安閣上行纜車)  位於長江上游地區、重慶涪陵區城東南約 45 公里的

武陵山鄉境內。屬著名的武陵山脈西北段，以峭壁、奇峰和地縫奇觀聞名。景區核心區為一條長約 10

公里的喀斯特地貌原生態裂谷。整個裂谷雄闊壯美、氣勢磅礴，兩岸層巒疊嶂、峭壁如削，瀑布直掛絕

嶺、飛瀉而下，河谷迂回婉轉、幽深迷離，谷底奇石疊壘、溪流淙淙。 

 

 住宿：重慶富力艾美大酒店 或重慶萬豪酒店 Chongqing Marriott Hotel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涪陵特色餐 RMB50 晚餐：鴛鴦特色火鍋 RMB80 

 

第 8 天   重慶酒店 → 磁器口古鎮 →洪崖洞→重慶江北國際機場 / 松山機場 
磁器口古鎮  磁器口古鎮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嘉陵江畔，始建于宋代，東臨嘉陵江，南接沙坪壩，西界

童家橋，北靠石井坡，距主城區 3 公里，是歷經千年變遷而保存至今的重慶市重點保護傳統街。磁器口

古鎮擁有“一江兩溪三山四街”的獨特地貌。馬鞍山踞其中，金碧山蹲其左，鳳凰山昂其右，三山遙

望，兩谷深切。鳳凰、清水雙溪瀠洄並出，嘉陵江由北而奔，江寬岸闊，水波不興，實為天然良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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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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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酒店內享用 午餐：小濱樓非遺小吃 RMB50 晚餐：敬請自理 

 

參考團費 

 每人新臺幣 45,900 元 (刷卡 44,300元+小費現金 1,600元)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新臺幣$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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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盛旅行社 台北(02)2560-2277 桃園：(03)3372226 新竹：(03)5900338 交觀甲８７９號 旅品北 471 號 

本行程服務人員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廖敏妃 0936-141577 申瑀婕 0963-971936 

費用說明 

【團費包括】 

1.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2. 機場稅+兵險+燃油稅。 

3. 契約責任保險新臺幣$200 萬意外身故險+意外

險醫療新臺幣$20 萬。 

4. 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每人每日新臺幣

200 元)。 

5. 行李小費(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 元/每次)。 

6. 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費用不包】 

1. 新辦護照費新臺幣$1,400。 

2. 新辦台胞證新臺幣$1,600。 

3. 住宿酒店房間床頭小費。 

4.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 

5. 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航空公司託運行李規定： 

A 國際段以每人 1 件(20 公斤)。 

B 國內段以每人 1 件(20 公斤)為限。 

6.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 9 條第 5 款中

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不要忘

了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簽証說明 ：護照（回程效期需滿六個月以上）及台胞證。 

護照新辦者應備： 

1. 凡 14 歲以上須附身分證正本。 

2. 舊護照(首辦護照則免附)。 

3. 半年內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兩張  

**請避免使用快拍**。 

4. 請提供緊急聯絡人及家裡連絡電話各一。 

5.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

役別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6.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 或 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7.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父母的婚姻關係正常的情況下），如父母離

異請附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以及戶謄一份（須備有監護人歸屬）。 

★首辦護照者應備：請備妥上述護照新辦資料，本人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再將戶政給的

紙本資料及上述證件交由代辦旅行社即可。 

台胞證新辦者應備： 

  1. 半年效期以上之護照正本。 

  2. 清晰一比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影本勿書寫文字，條碼文字清楚，不能翻拍）。 

  3. 護照規格兩吋彩色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一張，需露耳、露眉 

     **請勿與舊證件或身分證同組照片，並避免使用快拍**。 

  4. 未滿十六足歲申請人須繳付”監護人”清晰一比一身分證影本及戶籍謄本。 

  5. 最近之舊台胞證影本(首辦台胞則免附)。 

  6. 改名（與舊台胞不同姓名）或更改基本資料，需要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

略）。 

**申請資料不齊全、不符合規定被退件或通知補件，工作天由補齊日重新計算**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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